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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過去我國學說與司法實務甚少

論及此一議題。推測其原因，或許係我國法院並未意識到其所處理之案件，涉

及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而學說因受不同國家法制之影響，對於受益人

之法律地位理解有所不同，導致對此議題之討論無法聚焦。但近期人壽保險受

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有逐漸受到我國司法實務重視之傾向，以強制

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債權為例。我國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因其訴

訟當事人為債權人與保險人，形式上無法凸顯出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

間利益衝突之緊張狀態。但實質上法院在此類爭議案例中，通常有顧及受益人

之利益，就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害衝突為利益衡量。該利益衡量之結果，與人

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息息相關。

本文從美國及日本之法院實務，探討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而美國

與日本之司法實務運作，更可顯現利益衡量操作結果的兩個光譜端。整體而

言，美國法院普遍傾向受益人利益保護，其原因與早期美國普通法所創造之既

得權規則有關；日本法院普遍傾向債權人利益保護，其原因與日本早期深受德

國法影響有關。德國法將事故發生前之受益人法律地位，視為單純期待。但日

本法院採取折衷作法，對於事故發生前之受益人法律地位，將其認定為附條件

權利。即使日本在 2008 年保險法仿照德國介入權規定，仍有學說將此項立法是

為受益人法律地位提升之象徵。

從比較法之角度可得知，在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時，存在不同立法

模式。有偏向受益人利益之立法、有偏向債權人利益之立法，甚至有折衷債權

人及受益人利益之立法。本文建議在現行法解釋論上，應往偏向債權人利益之

立法模式。至於在將來立法論上，可往偏向債權人利益或折衷之立法模式。

關鍵字：人壽保險、債權人、受益人、詐欺移轉、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既得權

規則、無行使無債權理論、強制執行、解約金、介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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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aiwan judiciary and scholarship rarely discussed the issue about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beneficiar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aiwan courts

are not aware of the case involved with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beneficiary. And scholars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oreign state laws, so every scholar

has his own opinion about the issue, they can’t concentrate on discussion. However, 

the issue has been concerned by Taiwan judiciary recently. For example. Does the 

court have the power to garnish cash surrender of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On the

face of it, we can’t find the conflict interest between creditor and beneficiary from 

civil procedure, because of contesting parties are creditor and insurer. In fact, the

court has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est of beneficiary, and make balance between

creditor and beneficiary. The result of balancing intere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This article discuss that the court how to balance interest between creditor and 

beneficiary in American and Japan. Then we find out that American and Japan 

judiciary operation result are at opposite ends of the spectrum. In general, American 

court focus on the interest of beneficiary. The reason might be the vested right

(interest) rule which created by common law ; Japan court focus on the interest of

creditor. The reason might be that German law approa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Japan. German insurance law consider that the beneficiary owns expectancy

before life insurance event happened. But Japan law makes a compromise, Japan 

scholarships consider that the beneficiary owns conditional right before life insurance

event happened. Even though Japan has enacted “Eintrittsrecht” in Japan Insurance

Act 2010 which referred to German Insurance Act 2008 Art.170. Some scholars

consider that the enactment will raise the legal status of beneficiary.

From the view of comparative law, there are different legislative approach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interest between creditor and beneficiary, including pro-creditor, pro-

beneficiary, and compromise approach.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take pro-

creditor approach under current law, and we may take pro-beneficiary or compromise 

approach in the future legislation. 

Keywords: Life Insurance, Creditor, Beneficiary, Fraudulent Conveyance, Life 

Insurance Exemption Statute, Vested Right (Interest) Rule, No Election-No Debt 

Theory, Compulsory Enforcement, Cash Surrender Value, Eintritts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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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第一款 人壽保險在社會生活之重要性 

 長久以來，死亡是身為人類所無法避免之事，直至現今科技發達，人類尚

無法克服死亡之不確定性。過去為分散死亡所帶來之不確定性，透過家族、同

業公會或宗教團體成員，分擔葬禮費用或遺族之生活費用，不論在東西方均有

所見，其可說是人壽保險之雛形。然而西方此種透過同業公會成員互相出資，

扶助不幸死亡之成員家屬，充其量只是附帶功能 1，並非同業公會成立之主要

目的。按目前已有紀錄，在 14 世紀即有人壽保單商品出現販售紀錄 2。在 18

世紀中期左右，英國 Society for Equitable Assurance on Lives and Survivorship 公

司以被保險人年齡作為費率計算基礎，可說是第一家符合現代保險經營原則之

壽險公司 3。與此同時，已有美國本土之相互保險公司經營人壽保險之紀錄 4。

相對於此，臺灣在日治時期，日本壽險公司即有在台灣銷售壽險保單之紀錄。

在 1945 年時，臺灣人大約持有 35 萬張有效人壽保單 5，顯見當時臺灣民眾對

人壽保險即有一定之認識。而依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統計，在 2015 年時，我

國每人平均約有 2.3 張壽險或年金保單 6。從人壽保險投保率可得知，人壽保險

是我國國民生活中之一部分，其用以分散不可預測之死亡危險。 

第二款 人壽保險性質之轉變 

傳統上認為人壽保險是一種風險移轉(Risk Transfer)工具 7，因有人壽保險

之存在，被保險人才無後顧之憂，進行各項高風險之投資。然而美國 1970 年代

                                            
1 陳雲中，保險學，頁 27-29，2009 年 12 月 6 版。 
2 BUIST M.ANDERSON, ANDERSON ON LIFE INSURANCE 4 (1991). 
3 陳彩稚，人身保險─人壽保險、年金與健康保險，頁 21，2015 年 7 月。 
4 BUIST M.ANDERSON, ANDERSON ON LIFE INSURANCE 8 (1991). 
5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興歷史學報，23 期，頁 116，2011 年 6
月。 
6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http://www.tii.org.tw/opencms/information/information1/00000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7/12/1) 
7 陳彩稚，前揭註 3，頁 161。 

http://www.tii.org.tw/opencms/information/information1/00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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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實施利率自由化政策後，銀行因市場競爭而提高存款利率，導致使用平均

利率之人壽保單無法與銀行存款競爭 8。因此壽險公司紛紛推出投資型保險，

該保單除有移轉被保險人死亡風險功能外，其本身亦具有投資功能，被保險人

不須再透過其他金融工具進行投資。透過購買投資型保險可同時具有投資與移

轉風險之功效。在 2000 年時，美國商會針對我國當時低利政策，在其白皮書建

議我國應開放投資型保險 9。而我國立法院在 2001 年增訂保險法第 146 條第 5

項規定 10，賦予壽險公司經營投資型保險業務之依據。 

而我國投資型保險已銷售多年，甚至成為近十年主力銷售商品。此種壽險

與投資工具結合之作法，似影響一般民眾對人壽保險之觀感。投保人壽保險並

非單純為將來家庭成員之生活保障，投資獲利已成為重要之考量因素。從而人

壽保險之財產性質面相有越來越強烈之趨勢，該財產性質面相就債權人而言，

其增加將來可追償項目，乃一大益事。就保險受益人而言，似乎有弱化其法律

地位之嫌。因此在立法與解釋上如何分配兩方利益，頗有探討之空間。 

第二項 研究目的 

第一款 受益人地位之釐清 

 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不明，可說是向來困擾學界之問題。有認為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無任何權利或利益，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任何法律

關係變動，不須考量受益人之利益；但有認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享有

附條件之權利，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任何重大影響受益人之法律關係變

動，必須考量受益人之利益。此二不同看法，深刻影響保險法相關條文之解釋

方向。舉例而言，保險法第 114 條規定：「受益人非經要保人之同意，或保險契

約載明允許轉讓者，不得將其利益轉讓他人。」受益人若在保險事故發生前，

欲將其受益人法律地位轉讓他人，按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附條件權利之

觀點，確實有明文規定須得要保人同意之必要。然按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並無任何權利或利益之觀點，保險法第 114 條規定係屬具文。蓋受益人在

事故發生前，並無任何可轉讓之權利或利益存在；在事故發生後，受益人取得

權利，亦無須經要保人同意得自由轉讓。從而不同觀點理解下之受益人法律地

位，確實對我國保險法解釋帶來重要之影響。 

                                            
8 陳彩稚，前揭註 3，頁 160。 
9 曽耀鋒，台湾における変額保険の導入と展開，保険学雑誌，615 号，頁 231，2011 年 12
月。 
10 保險法第 146 條第 5 項規定：「保險業經營投資型保險之業務應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

之價值；其投資由主管機關另訂管理辦法，不受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二、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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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債權人與受益人利益衡平機制之引進 

 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釐清，除有助於現行保險法相關條文之解釋

外，對於立法上如何設計衡平債權人與受益人利益之機制，具有關鍵性之作

用。若認為受益人不須值得保護，在立法制度設計上，可能先立於對債權人有

利之基點，限制受益人妨礙債權人權利行使之資格或加重受益人之妨礙要件。

甚至更為極端者，完全不允許受益人妨礙債權人權利之行使；若認為債權人值

得保護，則債權人在行使其權利時，若對受益人之利益有一絲損害，將無法行

使其債權。或有認為透過法解釋論，不須對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為立

法。然從外國立法例上討論可得知，此二方當事人間利益衝突，乃當初保險法

立法者所未設想之情境，其涉及相當高度之立法政策判斷，因此美國、日本、

德國及法國皆針對此一利益衝突為特別立法。我國近期司法實務方面臨此一利

益衝突情境，本文認為該問題之解決，唯有透過立法一途。而採取何國立法

例？以及外國立法例對於我國現有法規範體系之衝擊為何？至今未有專書加以

詳加探討。本文欲透過此次探討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機會，提出相關立

法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文欲探討我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然此一議題無法單純從保險

法規定得出，尚須結合國內民事法規(民法、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

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為探討。雖國內早期文獻曾專就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

位為探討，或許受限於寫作當時，國內無相關實際案例可供參照，因而純就我

國相關法規為解釋適用，無法就我國現今所面臨之問題，提出良善之解決方

案。但近期我國司法實務已有相關案例出現，因此本文將重新檢視先前文獻論

述，再就判決案例事實為研析，繼續深化前人研究之成果。 

而近來學界對於判決之研究有蓬勃發展趨勢，透過判決方能得知繼受外國

法規在本國法官的操作下，會呈現與繼受國相同之風貌，抑或不同之風貌。因

此判決案例的分析，有助於瞭解我國法規解釋操作。在學術研究上，透過判決

案例的分析可突顯現有法制問題根源，而此一問題或許出於繼受外國法時，未

為充分討論之故，從而本文亦會參考外國相關法制進行比較法研究。然我國現

行保險法有繼受多國法制之痕跡，其繼受法系跨足英美法系與歐陸法系。由於

國內能蒐集之文獻有限，無法就此多國法制為詳細介紹，因此本文在比較法研

究上，選擇屬歐陸法系之日本，以及英美法系之美國作為比較法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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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範圍 

本論文主標題為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在受益人之相關議題中，向

來我國司法實務與學說對財產保險得否約定受益人存有爭議。司法實務認為保

險法第 5 條規定受益人之定義，該條規定於總則章，因此承認財產保險得約定

受益人 11。學界雖有肯定說 12與否定說 13見解，但否定說為多數說，其認僅人

壽保險方得約定受益人。本文基本上贊同否定說之見解，因此按照否定說之脈

絡，無須就財產保險是否應設有受益人部分為論述。 

 另本論文副標題乃債權人與受益人之利益衡量為中心，其涉及在保險事故

發生前，債權人依據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規為行使權利過程中，可能損害受益

人之利益。因此兩者如何取得其平衡，有詳加論述之必要。從而本論文所探討

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均指保險事故發生前。又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所依據之民事程序法規涉及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與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其中我國破產法自 1993 年(民國 82 年)修正後，並無重大變化。

此並非代表我國破產法規定已大致完備，而無修正必要，正洽其相反，我國破

產法早已不符實際需要 14。因此立法院在 2007 年通過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解

決當時迫切之卡債問題，此一條例制定造成我國現行破產制度有消費者與非消

費者之破產。為避免破產制度之割裂適用，司法院在 2014 年 2 月 21 日完成破

產法草案，嘗試整合現行破產法與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並研議將破產法改名

為債務清理法。由於該草案目前仍在立法院審議中，其草案內容與現行破產法

規差異甚大，就此草案部分暫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七章：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主要就現況問題之提出及所欲

達成之目的作大致說明。第二節為研究方法與範圍，說明研究方法及限縮研究

範圍，達到凝聚討論之效果。第三節則為章節安排。 

                                            
11 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586 號判決：「保險法第五條規定：『本法所稱受益人，指被保險

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此項於保險法總則

之規定，於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均有其適用，保險法於保險契約之通則，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

亦均設有關於受益人之條文，不因其為財產保險，而否定受益人之存在。」 
12 鄭玉波，保險法論，頁 19-20，1994 年 10 月增訂再版；林群弼，保險法論，頁 98，2008 年

9 月 3 版。 
13 李欽賢，論財產保險契約之保險人、受益人及保險利益─評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

四一七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84 期，頁 257，2002 年 5 月；劉宗榮，新保險法─保險契約法

暨保險業法，頁 104，2016 年 8 月 4 版；羅俊瑋，受益人之規定於財產保險有無適用？兼評臺

灣高等法院一○三年度保險上易字第二十二號民事判決，萬國法律，201 期，頁 28，2015 年 6
月；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102，2017 年 2 月 5 版。 
14 陳計男，破產法論，頁 24，2015 年 4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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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為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之利害衝突。第一節為介紹人壽保險採平準

保費制後，產生保單價值準備金此一法律概念之結果。又該保單價值準備金歸

要保人享有，因此在法律上有正當理由保障要保人之權益。第二節從人壽保險

契約之保障功能，試圖探討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權益保障。 

第三章為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本章分別從民法規定分析人壽保險

受益人所產生之法律關係，以及債權人之角度分析其對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影

響。第一節為第三人利益契約與人壽保險，從民法第 269 條第三人利益契約規

定去解析人壽保險受益人架構後，可發現我國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規定與保

險法規定，存有極大差異。蓋我國採民商合一之法制，原則上應按照民法規

定，不應使保險法解釋特異於民法規定。第二節為債權人干涉人壽保險契約關

係之手段，其主要探討在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下，債權人可滿足其債權之手段，

是否被我國司法實務及學說所接受？抑或至今我國司法實務尚未就該手段之適

當性表示意見？第三節為總結現今我國學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討論後，本文發

現現今學說可能忽視之觀點，該觀點是否有參照外國法例，進一步深入探討之

必要？ 

第四章為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本章討論基本上延續第三章之

範圍，探討保險事故發生前，美國人壽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第一節為人壽保險

受益人法律地位之轉變，19 世紀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概念，與現今我國學說

對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理解，有極大之不同。19 世紀判例法所發展之既得權

規則，仍部份影響現今美國有關保險受益人之制度。第二節為詐害債權與人壽

保險金給付，由於在 20 世紀前，美國人壽保險契約未有變更受益人條款，依既

得權規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乃人壽保險契約之所有權人，因此被保

險人與保險人簽訂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此一問

題涉及詐欺移轉法規定之變更，以及人壽保險受益人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之轉

變。第三節為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單強制執行，隨著紐約州 1907 年不喪失價值

法引起各州仿效後，被保險人之地位開始大幅提升，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被保

險人擁有「保單現金價值」。因此被保險人債權人得否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保

單現金價值」，在較早制定不喪失價值法之紐約州，開始產生爭議。法院就此爭

議之解決，亦間接促成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完善。第四節為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之介紹，此一法規最早來自紐約州，其制定目的係為保障已婚婦女。各州在仿

效紐約州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後，亦發展出不同類型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現

今已甚難有體系歸納美國各州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因此本節區分為早期與近

期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分類，並就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所產生之違憲爭議為討

論。第五節為破產法與人壽保險之關聯，被保險人進入破產程序，被保險人之

人壽保險契約是否應列入破產財團，供破產債權人分配？由於美國聯邦破產法

第 522 條規定採取退出規則，導致有被保險人(債務人)惡用人壽保險豁免法

規，因此美國聯邦破產法院透過解釋之方式，避免惡意之被保險人依破產程序

為脫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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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為日本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本章架構與第三章架構最為類

似。蓋日本原採民商分立法制，但日本近期一系列地將商法各章節分獨立制定

法典，其中 2008 年將商法保險章獨立制定為保險法。因此日本在人壽保險受益

人法律地位之討論，其法規適用與我國頗為類似，主要皆涉及民法與保險法之

交錯適用。第一節為第三人利益契約與人壽保險契約，本節介紹日本保險法學

說對人壽保險契約解釋與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解釋之一致。第二節為債權人與

受益人間利益衝突調和，其主要說明日本商法保險章時代，日本法院在面臨此

類案件時，其所採取之立場，此可供我國司法實務參考不同之法律解釋途徑。

第三節為受益人與破產法之規範，主要介紹日本在 2008 年制定受益人介入權之

立法過程討論，以及實務適用法條所面臨之難題。另日本在制定介入權前，其

破產法院對於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之態度為何？ 

第六章為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第一節為比較法上之利害衡量，本

節將針對美國與日本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在立法及司法上所採取之利益衡量

方式為比較。第二節為我國現行利益衡量方式之檢討，本節將參照前述美日司

法實務在尚未立法時之解釋途徑，說明我國現行解釋應採取之方向。第三節為

利益衡量之立法選擇，蓋立法者欲採取何項立法政策前，不能忽略現行司法實

務之解釋。因此本文在前節確立我國解釋方向後，再提出與現今司法實務作法

較為一致之立法建議。 

第七章為結論，本文將總結我國目前法制在解釋方向如何衡平債權人與受

益人之利益，然而解釋論畢竟有其侷限存在。立法上如何補救，以及立法後將

來可能之問題，亦應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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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之利害衝突 

 人壽保險係為保障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死亡事故，不影響被保險人

之家庭成員一般生活。然而在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從保險學理上，要保人擁

有一定之財產價值；從法律觀點上，現行法亦承認要保人對該人壽保險契約擁

有一定之權利。相對於此，人壽保險之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在法律上是

否值得予以保障之處？因此本章主要從經濟面角度觀察要保人實質擁有之權

益，從人壽保險之保障功能，探討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保護之必要

性。 

第一節 人壽保險之經濟構造 

第一項 自然保費與平準保費 

 人壽保險保費收取方式可分為自然保費制與平準保費制，前者係指保險人

每年預測被保險人發生死亡機率為計算基礎而收取保費，其每期需繳交保費金

額並不固定；後者係指保險人依據生命表，計算出在保險期間內應繳交保費之

總額，平均分攤至每一期保費，從而每期所繳保費均為固定。我國壽險實務多

採平準保費制，蓋自然保費對保險人而言，手續繁雜 1；對被保險人(兼要保人)

而言，其年齡增長，發生死亡機率增高，故相對亦收取較高之保費。然而被保

險人(兼要保人)賺取金錢能力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此時要求其繳交高額保

費，恐無力負擔。故採平準保費制，要保人在人壽保險契約初期所繳之保費，

高於當時依據被保險人的死亡率所應繳納保費，該多餘部分，如同要保人寄託

金錢於保險公司。 

以下試舉一例說明自然保費與平準保費之不同，假設某甲 35 歲投保 10 年

期人壽保險(純死亡險)，保險金額 1,000,000 元，預定利率為 2％，其躉繳純保

費公式 2如下： 

 

𝐴𝐴𝑋𝑋:𝑛𝑛′ = 𝑣𝑣
𝑑𝑑𝑥𝑥
𝑙𝑙𝑥𝑥

+ 𝑣𝑣2
𝑑𝑑𝑥𝑥+1
𝑙𝑙𝑥𝑥

+ 𝑣𝑣3
𝑑𝑑𝑥𝑥+2
𝑙𝑙𝑥𝑥

+ ⋯+ 𝑣𝑣𝑛𝑛
𝑑𝑑𝑥𝑥+𝑛𝑛−1
𝑙𝑙𝑥𝑥

 

A= 保險金額  X=年齡  𝑛𝑛′=保險期間 𝑑𝑑𝑥𝑥 = 死亡數 𝑙𝑙𝑥𝑥 = 生存數    𝑣𝑣 =

                                            
1 陳雲中，保險學，頁 83，2009 年 12 月 6 版。 
2 以下所採之死亡數及生存數，係依第五回生命經驗表製作。引自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址：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7/12/1) 

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1105/%E7%94%9F%E5%91%BD%E8%A1%A8_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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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𝑖𝑖

 

 

 

(2012TSO) 

保險年度 年齡 生存數 死亡數 

第 1 年度 35 9803681 15019 

第 2 年度 36 9788662 16259 

第 3 年度 37 9772403  17629 

第 4 年度 38 9754773  19012 

第 5 年度 39 9735761  20338 

第 6 年度 40 9715423  21899 

第 7 年度 41 9693525  23546 

第 8 年度 42 9669979  25490 

第 9 年度 43 9644489  27728 

第 10 年度 44 9616761  30187 

 
 依上例所計算得出躉繳純保費如下： 

1,000, 00035:10 = 1,000,000 × ( 15,019
9,616,761

× 1
1.02

) + 1,000,000 × ( 16,259
9,616,761

× 1
1.022

) +

1,000,000 × ( 17629
9,616,761

× 1
1.023

) + 1,000,000 × ( 19012
9,616,761

× 1
1.024

) + 1,000,000 ×

( 20,338
9,616,761

× 1
1.025

) + 1,000,000 × ( 21,899
9,616,761

× 1
1.026

) + 1,000,000 × ( 23,546
9,616,761

×

1
1.027

) + 1,000,000 × ( 25,490
9,616,761

× 1
1.028

) + 1,000,000 × ( 27,728
9,616,761

× 1
1.029

) +

1,000,000 × ( 30187
9,616,761

× 1
1.0210

)= 

1531.129848+1625.042279+1727.421575+1826.410081+1915.484144+2022.061825

+2131.508724+2262.245008+2412.61585+2575.072223= 20028.99156 元 

躉繳保費之計算，係依每年被保險人死亡機率計算每年保費，將各年度保

費加總，因此可看出依死亡機率計算，其每年保費不同。若改採平準年繳保費

制，因有現值之問題 3，因此其平準年繳保費可能略高於躉繳保費之平均。以

下為平準年繳保費計算公式： 

𝑃𝑃 =
𝐴𝐴(𝑑𝑑𝑥𝑥 × 𝑣𝑣 + 𝑑𝑑𝑥𝑥+1 × 𝑣𝑣2 + 𝑑𝑑𝑥𝑥+2 × 𝑣𝑣3 …𝑑𝑑𝑥𝑥+𝑛𝑛 × 𝑣𝑣𝑛𝑛−1)

𝑙𝑙𝑥𝑥 + 𝑙𝑙𝑥𝑥+1 × 𝑣𝑣 + 𝑙𝑙𝑥𝑥+2 × 𝑣𝑣2 + ⋯𝑙𝑙𝑥𝑥+𝑛𝑛 × 𝑣𝑣𝑛𝑛−2
 

                                            
3 鄭鎮樑，保險學原理，頁 317，2005 年 10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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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年繳保險費 

 

1,000,000 × (15,019 × 1.02−1 + 16,259 × 1.02−2 + 17629 × 1.02−2 + ⋯30187 × 1.02−10)
9,803,681 + 9,788,662 × 1.02−1 + 9,772,403 × 1.02−2 + ⋯ 9,616,761 × 1.02−9 

 

 

=2162.171564 元 

 

 從上圖可得知，按自然保費制，某甲在投保第 7 年以前，其保費均低於平

準保費 21,622 元；在第 7 年之後，其保費開始高於平準保費。若採平準保費

制，某甲在第 7 年之前，其所繳交之保費，除部分作為自然保費外，其餘則作

為某甲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而在實務運作上，要保人在保險公司有兩個帳戶，

其一為自然保費帳戶，另一為準備金帳戶。在自然保費未高於平準保費前，準

備金帳戶之款項不得挪用至自然保費帳戶 4。該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係屬要保

人之權益，僅暫存於保險人，在法令上保單價值準備金係屬負債項目 5。 

第二項 保單價值準備金 

 在得知保單價值準備金係因人壽保險採平準保費收取方式後，以下就保單

價值準備金與其他易混淆之名詞，區分說明如下： 

                                            
4 黃芳文，保險商品採脫退率假設為定價基礎－財產權觀點，保險專刊，29 卷 2 期，頁 215，
2013 年 12 月。 
5 黃芳文，前揭註，頁 215。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自然保費 1531.131625.0421727.4221826.411915.4842022.0622131.5092262.2452412.6162575.072

平準保費 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2162.1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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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自然保費與平準保費之比較

自然保費 平準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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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責任準備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有稱其為保險費積存準備金 6，我國在 2001 年前，保險法

就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責任準備金區分並不明確，常有誤用。例如 2001 年修正前

保險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

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

責任準備金之四分之三。」該條所謂之責任準備金應係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誤。 

我國學說認為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責任準備金之不同有二：首先從立法目的

觀之，責任準備金係主管機關為確保保險人之清償能力而設，其目的在於行政

監管。而保單價值準備金則是採平準保費制下結果，係要保人暫時寄託金錢於

保險人處，屬要保人與保險人間私法關係。其次，責任準備金係以生命表百分

之百及銀行提存利率為計算標準，相較之下，保單價值準備金係以生命表百分

之九十及保單預定利率為計算標準，前者計算出之金額較後者高 7。因此有鑑

於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責任準備金之不同，2001 年修正保險法第 119 條、第 109

條、第 117 條、第 118 條、第 121 條、第 123 條及第 124 條等 6 條，將原責任

準備金改為保單價值準備金。 

第二款 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解約金 

 從保險法第 119 條可得知，解約金乃自保單價值準備金而來，因保單價值

準備金係屬帳面上之金額，實際上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可具體取得金錢之名

稱，乃係解約金，非保單價值準備金。然保單價值準備金是否必須轉換為解約

金，存在不同觀點： 

第一目 不必退還 

 有認為人壽保險契約既係保障被保險人可能產生意外死亡之危險，要保人

中途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應將其所繳之保費貢獻給同張保單下之危險共同體
8，不應再退還部分保費。如此作法才符合人壽保險作為危險分散之功能，而非

還具有儲蓄之功能。再者，若允許要保人中途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取得解約金，

可能有鼓勵要保人終止契約之嫌，甚至導致逆選擇之現象產生 9，造成低風險

的人儘早終止契約，而保險人所承保皆為高風險之被保險人。如此將使保險機

制無法順利運作，故不應提供解約金鼓勵逆選擇現象發生。 

                                            
6 陳雲中，前揭註 1，頁 248。 
7 江朝國，金融海嘯對保險業之衝擊─保險業務移轉對被保險人之保障，月旦民商法雜誌，28
期，頁 16-17，2010 年 6 月。 
8 陳彩稚，人身保險─人壽保險、年金與健康保險，頁 232，2015 年 7 月。 
9 陳彩稚，前揭註，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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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解約金等同保單價值準備金 

 另有認為解約金應等同保單價值準備金，平準保費制下之要保人所預繳保

費如同要保人將金錢寄託於銀行，應屬於要保人才符合公平觀念 10。且消費者

在購買人壽保單時，通常不瞭解商品之內容，因而購買到不適合自己之商品。

從保護消費者之觀點而言，應容許消費者可取得解約金，而獲得部分之補償。 

第三目 依據資產額份貢獻決定解約金 

 此觀點認為解約金應依據保單之資產額份(asset share)計算 11。要保人在保

險期間內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應依該終止契約時點，要保人之人壽保單對保險

人之資產貢獻，扣除保險成本、承保費用及保險人之利潤 12，其所得之餘額作

為解約金，由保險人給付要保人。此一觀點可謂前二種觀點之折衷 13，其扣除

部分解約金係為防止要保人任意終止保險契約，防止逆選擇情形發生，因此解

約金數額將小於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數額。 

 上述三種觀點，由於保險法第 118 條規定解約金額最低下限，從而不必退

還解約金之作法，在我國似不可能發生。而解約金等同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依據

資產額份決定解約金，在我國人壽保險商品應屬常見。然保險法第 118 條所規

定解約金額最低下限之目的，應係在保護消費者。若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不必

歸還解約金，並降低保費，是否真無存在之空間？值得深思。 

第三項 保險法規定 

 我國保險法第 109 條、第 116 條、第 118 條、第 119 條、第 120 條、第

121 條、第 123 條及第 124 條均有規範保單價值準備金，顯然立法者承認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享有相當於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財產利益。而立法者亦透

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概念，設計下述三項制度： 

第一款 保費墊繳 

我國保險法原未規定保費墊繳，於 2007 年 7 月 18 日始在保險法第 116 條

規範保費墊繳，但在此之前，我國人壽保險示範條款中，早已有保費墊繳條款

之存在。例如 1988 年人壽保險單一般條款標準條文 14第 4 條規定：「第二期以

                                            
10 陳彩稚，前揭註，頁 233。 
11 陳彩稚，前揭註，頁 233。 
12 陳彩稚，前揭註，頁 233。 
13 陳彩稚，前揭註，頁 233。 
14 財政部台財融字第 770202256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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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分期保費超過寬限期間還未交付，而本契約當時的解約金扣除貸款本息之

淨額，足以墊繳保險費及利息時，除要保人事前另以書面做反對的聲明外，自

動墊繳期應繳保險費及利息，使本契約繼續有效。此項墊繳的利息，自寬限期

終了的翌日起，按當時壽險公會報經財政部核定之利率計算。」15我國學說認

為保費墊繳之財源來自人壽保單所累積之現金價值，即保單價值準備金，此與

前述美國州立法相同。其不同者乃我國人壽保險實務之保費墊繳機制乃要保人

停繳保費而自動生效，而美國則須被保險人聲明願墊繳保費始生效 16。而此一

保費自動墊繳機制為立法者所採，現今規範在保險法第 116 條第 8 項。因此可

得證我國立法者亦承認人壽保險在存續期間中，具有一定之財產價值。 

第二款 償付解約金 

 相較於保費墊繳制度，我國早在 1929 年之保險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要

保人於給付保險年費三次以上後、得向保險人換取保險金額之一部。換取之條

件、應由保險人以使要保人、得隨時知悉其可得金額之方法、記載於保險單

內。不得以特約變更之。」而 1963 年之保險法亦延續該規定於第 119 條第 1 項

規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

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責任準備金之四分之

三。」人壽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人應返還解約金。其將要保人繳交人壽保費

期間放寬至 2 年，並明確規範保險人返還解約金之數額。而保險法第 119 條在

1997 年再為修正，其將人壽保險要保人繳費期間放寬至 1 年，其終止該契約即

得領取保單價值準備金四分之三的解約金。 

保險法第 119 條規定僅適用於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之情形，若保險人終止

保險契約，則依保險法第 116 條第 7 項規定，保險人須返還全部保單價值準備

金。此一區分立法者明顯站在保障要保人之立場，因可歸責於要保人而由其終

止人壽保險契約，保險人至少須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四分之三的解約金；因可

歸責於保險人而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保險人須返還相當於全部保單價值準備金

之解約金。立法者透過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財產性質的方式，強迫保險人將原

屬於帳面金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轉為實質金錢，此亦證明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具有其財產性質。  

第三款 繳清保險 

 保險法早在 1929 年即以規範繳清保險於第 74 條規定，其謂：「減少保險金

額之條件應記載於保險單內，並以使被保險人得隨時知悉保險金額，於契約終

止時、應減數額之方法為之。(第一項)保險金額減少後之金額、不得少於如要

                                            
15 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林勳發，商事法精論，頁 651，2009 年 3 月 6 版。 
16 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林勳發，前揭註，頁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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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依訂原約時之估價、訂立同類保險契約，將原契約終止時已有之積存金減

去不逾原保險金額百分之一之數額後，以其全部作為保險費一次給付所能得之

金額。(第二項)保險金額之一部份，係因其保險費全數一次給付而訂定者，不

因其他部分之分期給付保險費之不給付而受影響。」由於該條規定艱澀難懂，

因此在 1963 年翻修保險法時，除就其條文更動到現今保險法第 118 條規定，更

增加保險人以營業費用名義扣除時，該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百分之一為限。 

 從現行第 118 條規定觀之，雖規範減額保險，其似乎僅涵蓋減額繳清保險

(Paid-up insurance)，並未對展期定期保險(Extended insurance)為規定 17。儘管保

險法未規範展期定期保險，現行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 22 條規定：「要保人繳

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

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

險」，其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

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原契約

的滿期日。」至於購買展期定期保險後，原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尚有剩餘，

依人壽保險單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要保人得以該部分躉繳保費而購買繳清生存

保險。 

 上述減額繳清保險與展期定期保險，皆係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基礎，顯然

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對價，換取原保險相同之商品 18。若保單價值準備金無財

產權之性質，如何換取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因此從保險法第 118 條規定觀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確實具有財產性質。 

第二節 人壽保險之保障功能 

 從人壽保險之經濟構造，可得出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權利。又要保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任意變更受益人，是否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無

任何值得保障之利益。以下分從人壽保險之兩大功能論述保障受益人之重要

性： 

第一項 遺族保障之功能 

 一般而言，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通常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親屬。其

指定受益人之目的，多為避免在其死後，受益人生活陷入困頓，因此透過人壽

保險以分散其風險 19。然而問題在於我國保險法第 112 條規定，已指定受益人

者，該保險金不得作為遺產。遺產在某種程度上，有保障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

亡後之生活，人壽保險金既非遺產，與遺族保障似無太大關聯。 

                                            
17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四卷 人身保險》，頁 533，2015 年 9 月。 
18 繳清保險是否為新契約抑或原契約之存續討論，參見江朝國，前揭註，頁 513。 
19 陳雲中，前揭註 1，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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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國有學說認為已廢止之社會救濟法第 5 條規定：「依第一條所列各款

規定得受救濟者，如有受扶養之權利，其扶養義務人具有扶養能力時，得不予

以救濟，但有切迫情形者不在此限。」該條宣示私法上之扶養義務為優先之立

法精神，該精神不因社會救濟法之廢除而消失 20。因此若要保人以自己為要保

人兼被保險人，指定其配偶或子女為受益人，該人壽保險契約可視為對配偶與

子女生活扶助義務之延續 21。若按此一見解脈絡，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係為保障

遺族者，要保人無權再為變更受益人，其變更受益人之行為可宣告其無效。我

國並無類似法規 22，以人壽保險契約作為扶養義務之延伸，恐難有堅實依據。

但將人壽保險作為保護遺族之金融工具，該思考確實符合我國多數民眾之想

法，若欲實現此一想法，僅有透過立法一途加以解決。 

第二項 遺囑替代之功能 

 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為妻子之目的，係希冀其死亡後得作為其遺

產，有將指定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作為替代遺囑之意。過去司法院 74 年廳民一

字第 0140 號函釋中，曾討論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僅載明妻，未載明妻之姓

名。在被保險人與受益人離婚後，被保險人死亡，被保險人之前妻是否有請求

保險金之權利？該函釋結論採取前妻得領取人壽保險金之結論。從此一結論可

得知，我國司法實務不考量人壽保險契約有遺囑替代之功能。 

因此我國曾有學說建議，保險法第 112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前項情形，要

保人已逃避稅捐為目的，於預期被保險人死亡即將死亡而指定受益人者，其保

險金額仍視為被保險人之遺產。」23從此項規定可推測出人壽保險契約具有遺

產之性質，指定受益人有類似指定遺產繼承人之遺囑功能存在。可惜的是，此

項修法建議至今仍未被立法者所接納，故人壽保險之遺囑替代功能，僅限於學

說之討論。 

第三節  小結 

 從前揭說明可得知，在經濟面向上，要保人擁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以及立

法上如何運用保單價值準備金，解決人壽保險停效之問題。由於承認人壽保險

                                            
20 林秀雄，親屬法講義，頁 373，2013 年 2 月 3 版；張冠群，從美國法觀點論保險契約(保單現

金價值)可否強制執行，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305，2016 年 9 月。 
21 張冠群，前揭註，頁 305-306。 
22 密西根州法第 552.101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離婚或分居判決應決定以妻為受益人之人壽保險

契約及年金契約，或在婚姻期間妻可轉讓保單或改變受益人之權利。若離婚或分居判決未為上

述事項之決定，保險金或年金應歸屬於夫之繼承人或夫再指定之受益人。」此種由法律明定人

壽保險契約係為保護被保險人之家屬之作法，乃美國法上之特色。參見陳炫宇，夫妻離異後關

於人壽保險受益人之解釋─以美國統一繼承法與保險契約法之交錯為中心，軍法專刊，59 卷 5
期，頁 148，2013 年 10 月。 
23 施文森，保險法論文 第一集，頁 308，1985 年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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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不可喪失價值(non-forfeiture)」，得以該價值抵充保

費，而維持或縮短原保險契約期間。因此保單價值準備金勢必具有財產價值，

方得抵充保費金錢債務。且保單價值準備金亦可轉換為具體之金錢(解約金)，

不再是帳面金額。我國司法實務 24認為夫妻離婚時，婚姻期間所購買之人壽保

險，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婚後財產範圍 25。故學說有謂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歸保險人所有，實質上歸要保人所有 26。 

 相對地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從現行法律觀察，人壽保險受益人似無任何實

質權利。雖有透過扶養義務提升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但該扶養義務之產生時

點，乃保險事故發生後(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人給付保險金與受益

人。在此之前，要保人維持人壽保險契約之存續，是否可謂盡其扶養義務？從

而最有效保護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僅有透過立法一途。然欲

透過立法保障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必須先審視我國目前就受

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可能所遭遇之挑戰。故本文在下一章節將就現行法制

下，債權人、要保人及受益人間之三方衝突。

                                            
24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家上更(二)字第 2 號判決：「被上訴人丙○○為要保人，以庚○○為

被保險人，向國泰壽險公司投保之萬代福 101 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於 82 年 7
月 17 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232,583 元，及以被上訴人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之美滿人生 312 終

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於 82 年 7 月 17 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496,525 元，有該公

司 104 年 5 月 25 日國壽字第 0000000000 號函檢附之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可憑（見本院卷(四)
頁 96-97）。又被上訴人丙○○為要保人，以庚○○為被保險人，向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於 102 年 3 月 30 日由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受其資產、負債及營業，下稱全球壽

險公司）投保之保單號碼 00000000、00000000 保險，於 82 年 7 月 17 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依序

為 6,020 元、15,030 元，有該公司 104 年 5 月 22 日全球壽(客)字第 0000000000 號函檢附之保險

契約資料可憑（見本院卷(四)頁 105-106）。上開保單價值準備金均應列入分配之被上訴人現存

婚後財產計算。」 
25 然有認為應參酌美國司法實務作法，仔細區分該人壽保險就係由分別財產或婚姻財產支付，

不應絕對將該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列為婚後財產。參見林亭君，美國法離婚財產分配範圍之

研究—對我國法之啟發，頁 117，高雄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26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443，2017 年 2 月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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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 

 本章主要從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規定，以及債權人對人壽保險契約關係干

涉之角度，探討我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提出不同於現行學說及司法

實務之思考方向。 

第一節 第三人利益契約與人壽保險 

羅馬法諺有云：「任何人皆不得為他人訂立契約(neno alteri stipulari 

poteat)」1(下稱債之相對性原則)，之所以創設此項原則之原因有二：首先，羅

馬法以個人主義出發，本不希望他人干涉之，更遑論課予契約一方當事人對第

三人給付之義務；其次，契約之成立應以雙方當事人面對面，相互要約並為承

諾，從未出現之第三人，一方當事人對其負有義務，顯然不符合法律精神 2。

但我國民法第 269 條直接承認第三人利益契約存在，並未受到債之相對性原則

影響。又人壽保險契約屬於第三人利益契約，人壽保險保險事故發生後，要保

人指定之受益人可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在現今法制下，乃正常不過之事。以

下就人壽保險契約之第三人利益契約構造，以及其法律關係當事人法律地位為

說明： 

第一項 人壽保險作為第三人利益契約類型之構造 

 前述提及各國面臨人壽保險所產生之問題，必須透過債之相對性原則之例

外，即第三人利益契約加以解決之。我國並無面臨英美法三國如何突破債之相

對性原則之困境，民法第 269 條直接沿襲德國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規定。我

國民法在第三人利益契約類型上，可如同德國民法規定般，區分為「縮短給付

型」與「人壽保險型」3。但我國民法未如同德國民法第 330 條就人壽保險有所

規範，其僅就終身定期金契約制定專節。而我國學說 4如同前述立法例，承認

人壽保險係屬第三人利益契約，而理論上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5：1. 要保人與被

                                            
1 李鳴，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本質論，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

文，頁 41，2013 年。 
2 菊池直人，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被保険者と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契約，生命保険論集，168
号，頁 102-103，2009 年 9 月。 
3 葉啟洲，保險法專題研究(一)，頁 234，2007 年 5 月。 
4 劉宗榮，保險法─保險契約法暨保險業法，頁 437，2016 年 8 月 4 版；葉啟洲，保險法實例

研習，頁 100，2017 年 2 月 5 版。否定保險契約為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者，如陳猷龍，我國保

險法上保險契約之種類，輔仁法學，16 期，頁 172，1997 年 6 月；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

頁 156，2009 年 4 月 5 版。 
5 西島梅治，保険法，頁 311，199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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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同一型。2. 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一型。3. 三者非同一型。事實上此三種

分類係以保險法為出發點進行分類，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一型及三者不同型，

係因該契約關係人之不同，本由保險法為特別規範。而第三人利益契約所著重

者乃要約人、承諾人及第三人之法律關係，與保險契約關係人不同，並無太大

關係。以下就當事人之定位、法律關係與對第三人之效力為討論： 

第一款 要約人之定位 

第三人利益契約關係中，要約人與承諾人得約定第三人得向承諾人直接請

求權利。在人壽保險契約中，何者為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要約人？此涉及保險契

約當事人之定位，立法例上英國 6與美國 7係以被保險人為契約當事人；德國 8

與法國 9則以要保人為保險契約當事人。在我國保險法第 3 條規定下，要保人

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但在學說上有所分歧： 

第一目 要保人說 

 保險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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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文規範訂立保險

契約之人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且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80 號判例認為：

「保險契約為要保人與保險人所訂立之債權契約，要保人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

者，該第三人並非契約當事人。」顯見我國司法實務遵循保險法第 3 條文義，

認要保人為保險契約當事人，多數學說亦採此一見解 10。 

第二目 被保險人說 

 保險法第 4 條規定被保險人係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而被保險人之所以享有賠償請求權，係因本身係保險契約當事人，且為保險利

益之歸屬主體 11。再者，保險法第 5 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約定享有賠償

請求權之受益人，更能證明若非被保險人為契約當事人，何能指定受益人？按

                                            
6 英國 2015 年的保險契約法第 1 條第 3 項規定：「被保險人係指保險契約當事人為自己之利益

為投保，或為其訂立契約(“insured” means the party to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who is the insured 
under the contract, or would be if the contract were entered into.)」其明文承認被保險人為保險契約

當事人。 
7 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林勳發，商事法精論，頁 558，2009 年 3 月 6 版。 
8 宋耿郎，論保險法上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保險專刊，27 卷 1 期，頁 98，2011 年 6
月。 
9 Y. Lambert-Faivre et L. Leveneur, Droit des assurances, Paris, Dalloz, 13 e éd., 2011, n° 195 , p. 191. 
10 林群弼，保險法論，頁 88，2008 年 9 月 3 版；劉宗榮，前揭註 4，頁 87；陳猷龍，保險法

論，頁 22，2010 年 2 月；汪信君、廖世昌，保險法理論與實務，頁 23，2015 年 10 月 3 版；江

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一卷 總則》，頁 127，2012 年 1 月；葉啟洲，前揭註 4，頁 96。 
11 宋耿郎，前揭註 8，頁 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此說見解，保險法第 3 條所規定之要保人，不過係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被保險

人實際上負有繳交保費之義務 12。 

 上述二說，本文認為要保人方為保險法所規定之契約當事人。若謂被保險

人為契約當事人，要保人為其代理人，被保險人有繳納保費之義務，我國既採

取民商合一法制，透過民法規定即可加以處理之問題，為何在保險法中特設要

保人之概念？因此下述將以要保人係屬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要約人的基礎，承諾

人為保險人，第三人為受益人，繼續探討其法律關係。 

第二款 法律關係 

 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法律關係上，通常可區分為要約人(要保人)與承諾人(保

險人)間之補償關係、要約人(要保人)與第三人(受益人)間之對價關係，以及承

諾人(保險人)與第三人(受益人)間之直接請求關係。以下針對人壽保險契約下之

補償關係、對價關係與直接請求關係為討論： 

第一目 補償關係 

 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之主要權利義務，可從人壽保險契約訂立時至契約結束

時觀察之。在人壽保險契約訂立時，要保人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保險法第 3

條)，並向保險人據實告知被保險人身體狀況之義務(保險法第 64 條)，若要保人

未履行上述義務，保險人得終止或解除保險契約；在人壽保險契約存續中，要

保人負有危險通知義務，若要保人未為通知保險人，保險人得解除、終止保險

契約，或向要保人請求損害賠償(保險法第 57 條及第 59 條)。而在約定保險事

故發生時，保險人除應給付人壽保險金外(保險法第 101 條)，尚須通知受益人

(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 

第二目 對價關係 

在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中，對價關係指要保人與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若要保人約定被保險人死亡時，由保險人給付人壽保險金予指定受益人，符合

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定義。至於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在被保險人死後，得向保

險人請求人壽保險金，應如何評價雙方間法律關係？就此部分學說甚少討論，

本文以為可從兩方面為思考：其一為死因贈與，其以被保險人死亡為停止條

件，由保險人代為贈與；其二為類推適用遺贈，雖被保險人未透過遺囑單方贈

與受益人，但在其死亡時，由保險人居於遺囑執行人身分給付人壽保險金予受

益人。 

 惟不論係死因贈與或類推適用遺贈規定，皆有其缺陷存在。我國通說認為

                                            
12 宋耿郎，前揭註 8，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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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贈與 13及遺贈得為民法第 1125 條特留分扣減標的，若認定人壽保險金為死

因贈與或遺贈給付標的，此將與保險法第 112 條規定，保險金不得作為遺產意

旨不符。而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乃單方行為，不須得受益人之承諾，因此

要保人與受益人間不需有贈與合意存在。 

 再者，要保人在夫妻法定財產關係消滅前，投保高額保費之人壽保險，指

定非配偶之第三人為受益人。如何評價該指定受益人之行為，得否認定其屬民

法第 1030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所稱之「處分其婚後財產」抑或「履行道德上義務

所為之相當贈與」？  

第三目 直接請求關係 

 第三人與承諾人間本無契約關係，雙方間並無權利義務關係存在。但我國

保險法在 2015 年 2 月 24 日增訂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要求保險人接獲被

保險人死亡通知時，應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所有受益人住所或聯絡方

式，主動為通知受益人。該規定主要適用於人壽保險 14，因此我國立法者似創

造出在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下，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第三人(受益人)與債務人(保險

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至於保險人違反此一通知義務之法律效果為何？理論上有

兩說： 

1. 附隨義務說 

 有認為保險人在接獲被保險人死亡通知時，未主動通知受益人，致使受益

人罹於保險法第 65 條所規定之 2 年時效。受益人得以保險人違反事故發生之附

隨義務 15，依民法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2. 不真正義務說 

 有認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因保險人未主動通知受益人，進而受益人未及

時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保險人得依保險法第 65 條規定主張時效抗辯。該保險

人未主動通知之結果，並非使受益人喪失保險金請求權，僅是保險人得選擇是

否主張時效抗辯。從而保險人違反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未為主動通知受益

人，不應苛責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16。故應解釋為保險人未為主動通知受益人，

                                            
13 林秀雄，《家族法論集(三)》，頁 306，1995 年 10 月 2 版；黃宗樂、郭振恭、陳棋炎，繼承

法新論，頁 396，2016 年 3 月 10 版；戴東雄，繼承法實例解說（一），頁 200，1991 年 7 月 6
版。 
14 葉啟洲，二○一五年保險契約法修正條文之評釋，月旦法學雜誌，243 期，頁 110，2015 年

8 月。 
15 葉啟洲，前揭註，頁 111。 
16 葉啟洲，前揭註，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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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違反不真正義務 17，保險人不得主張保險法第 65 條時效抗辯。 

3. 本文見解 

(1) 從類似立法條文觀察 

從類似之立法例 18觀察，本文以為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之本質，應為

保險監理機關對保險人所要求之注意義務，係屬行政法上之義務，其違反之法

律效果應為行政罰鍰。此觀法國在 2007 年增訂保險法 L. 132-8 第 7 項及 L.132-

9-3 規定。保險法 L. 132-8 第 7 項：「當保險人被通知被保險人死亡時，保險人

應調查受益人所在。若保險人已調查至受益人所在，應依該為受益人利益投保

之保險契約意旨，通知受益人。」19此項規定與我國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頗為

類似。但 L.132-9-3 規定 20，保險人每年還須向保險危險情報管理協會

(Association pour la Gestion des Informations sur le Risque en Assurance)調查其保

戶是否死亡。由於此二規定未明顯減少不請求人壽保險金的數額 21，法國國會

在 2013 年增訂保險法 L.132-9-4 規定 22，要求法國保險人協會(Féderation 

Française des Sociétés d’Assurance)、保險相互公司團體(Groupement des 

Entreprises Mutuelles d’Assurance)以及保險危險情報管理協會，提出年報記載各

                                            
17 葉啟洲，前揭註 10，頁 111。 
18 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增訂之立法理由未見其參考何國保險法例。 
19 Art. 132-8 al. 7 C. assur. 
Lorsque l'assureur est informé du décès de l'assuré, l'assureur est tenu de rechercher le bénéficiaire, et, 
si cette recherche aboutit, de l'aviser de la stipulation effectuée à son profit. 
20 Art. 132-9-3 C. assur. 
I. ― Les entreprises d'assurance mentionnées au 1° de l'article L. 310-1 du présent code ainsi que les 
institutions de prévoyance et unions régies par le titre III du livre IX du cod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s'informent, au moins chaque année, dans les conditions prévues au II du présent article, du décès 
éventuel de l'assuré. 
II. ― Les organismes professionnels mentionnés à l'article L. 132-9-2 consultent chaque année, dans le 
respect de la loi n° 78-17 du 6 janvier 1978 relative à l'informatique, aux fichiers et aux libertés, les 
données figurant au répertoire national d'identification des personnes physiques et relatives au décès 
des personnes qui y sont inscrites. Les entreprises d'assurance ainsi que les institutions de prévoyance 
et unions mentionnées au I obtiennent de ces organismes professionnels communication de ces données 
en vue d'effectuer des traitements de données nominatives. Ces traitements ont pour objet la recherche 
des assurés, des souscripteurs et des bénéficiaires décédés des contrats d'assurance sur la vie et des 
bons ou contrats de capitalisation, à l'exception de ceux au porteur. 
21 根據法國保險公司協會(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sociétés d'assurances)與保險相互企業團體

(Groupement des entreprises mutuelles d'assurance)在 2011 年所作之統計，尚有高達總計 2.76 億歐

元之人壽保險金，至今未有受益人領取，顯然 2007 年之立法並無太大成效。參見 Laurent 
Bloch, «Assurance-vie : toujours au moins 2,76 milliards d'euros non réclamés », RCA, 2013, alerte 
26. 
22 Art. 132-9-4 C. assur. 
Les organismes professionnels mentionnés à l'article L. 132-9-2 publient chaque année un bilan de 
l'application des articles L. 132-9-2 et L. 132-9-3, qui comporte le nombre et l'encours des contrats 
d'assurance sur la vie, souscrits auprès de leurs membres, répondant à des critères fixés par arrêté du 
ministre chargé de l'économie, dont les capitaux ou les rentes dus n'ont pas été versés au bénéfici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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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未給付保險金之件數。 

我國立法者在制定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時，似乎未如法國立法者要求保險

人查核其保戶是否死亡之義務，因此似難認為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僅課與行政

上義務。且考量該條規定置於總則章，而非保險業章，在解釋上似僅能認保險

人違反該條規定，乃違反契約義務。 

(2) 從立法理由觀察 

 保險法第 29 條增訂第 3 項立法理由 23重點有二：其一強調保險事故發生

後，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受益權)乃憲法上所保障財產權；其二為人壽保險

契約具有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性質，強調保險人對「當事人利益」負有忠實義

務。該忠實義務係指被信賴託付之一方對他人所應盡的忠誠且篤實的義務，是

一種以他人利益優先於自己利益而為行為的義務 24。雖忠實義務起源於與我國

民法體系不同之英美法，但有認為該義務在我國民法受託人、受僱人、代理

人、經理人等規定中亦有適用 25。因此本文認為保險人就主動通知受益人之注

意義務，並非純粹對己之不真正義務，其功能即在使受益的給付利益獲得最大

滿足 26，係屬附隨義務 27。 

再者，從第三人利益契約角度觀察，似可得出受益人請求損害賠償之依

據。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834 號判例謂：「第三人利益契約係約定債務人

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契約，第三人有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於債務人不

履行債務時，對於債務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若保險人(債務

人)未主動通知受益人(第三人)，其後再主張受益人請求保險金已罹於時效，拒

絕給付保險金與受益人(第三人)，受益人(第三人)得以保險人(債務人)違反附隨

義務為由，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23 2015 年 2 月 4 日第 29 條立法理由 
一、人身保險身故受益金，乃被保險人死亡事故發生後，為受益人所有，受益金之所有權，為

典型之財產權，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該金融服務約定之法律關係當事人包括「保險

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三方，當被保險人死亡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已「無能力」行使

權利義務，而使受益人不知受益情況已發生並影響受益權之實現。 
二、我國目前 E 化政府之資訊科技，已可達成金融服務業務之需求，保險人應基於「當事人

利益」負忠實義務，並依平等互惠、最大誠信原則，以實現金融服務內容中之約定，爰增訂第

三項，被保險人之死亡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受益人應通知保險人。保險人接獲通知後，

應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所有受益人住所或聯絡方式，主動為通知。以使金融消費者權

益獲得充分保障。 
24 謝哲勝，忠實關係與忠實義務，月旦法學雜誌，70 期，頁 128，2001 年 3 月。 
25 謝哲勝，前揭註，頁 128。 
26 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頁 44，2006 年 9 月。 
27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799 號判決：「按契約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債務人除應負契約所

約定之義務外，依其情事，為達成給付結果或契約目的所必要，以確保債權人之契約目的或契

約利益（債權人透過債務人之給付所可能獲得之利益），得以圓滿實現或滿足；或為保護當事人

之生命、身體、健康、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法益遭受侵害，尚可發生附隨義務，如協力、告知、

通知、保護、保管、照顧、忠實、守密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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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對第三人之效力 

按債之相對性原則，第三人非契約相對人，為何民法第 269 條賦予第三人

可直接取得權利？在民法理論上有四說，而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權利取得，

是否與民法理論相同？以下分就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與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討論之： 

第一目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 

1. 承諾說 

 此說認為要約人與承諾人訂立第三人利益契約，具有對第三人為要約之性

質 28，因此第三人為受益之意思表示後，即與要約人、承諾人間成立契約之合

意。該第三人基於契約，得向承諾人直接請求其權利。 

2. 代理說 

 此說為德國著名法學者 Savigny 所主張 29，其認為要約人乃無權代理第三

人與承諾人為要約之意思表示，該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成立，取決於第三人是否

事後承認該要約之意思表示。若第三人為受益之意思表示，即可認第三人事後

承認，因此第三人乃實際契約當事人，自然可向債務人直接請求其權利。 

3. 繼受說 

 此說認為要約人與承諾人訂立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真意，係欲將要約人得依

契約對承諾人主張之權利，轉讓予第三人行使。因此第三人之所以得向承諾人

直接請求 30，係繼受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要約人所取得之權利。 

4. 直接取得說 

 此說認為第三人之所以得向承諾人直接請求其權利，係基於當事人之意思

而取得，惟其如何取得，則分為第三人係基於契約當事人單獨行為取得權利之

單獨行為說、第三人係基於當事人的共同行為取得權利之共同行為說，以及第

                                            
28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頁 838，2010 年 3 月。 
29 中村敏夫，他人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論序説，所報，33 号，頁 23，1975 年 12 月。 
30 孫森焱，前揭註 28，頁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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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係基於當事人契約合意而取得者 31。我國民法學說認為解釋上應以直接取

得說下之契約說為妥 32，前述承諾說、代理說、繼受說，皆係基於債之相對性

原則出發，意圖維持僅契約當事人間始發生拘束力之命題。 

 依契約說之見解，要約人與承諾人合意第三人得向承諾人直接請求權利時
33，第三人取得權利與第三人為受益意思表示有何關聯，可能有下列兩說 34： 

(1) 權利確定要件說 

 民法第 269 條第 3 項規定：「第三人對於當事人之一方表示不欲享受其契約

之利益者，視為自始未取得其權利。」從該條反面推論，似指第三人在契約成

利時早已取得權利，第三人為明確拒絕受益之意思表示時，該權利溯及既往消

滅。因此第三人權利早已取得，第三人是否為受益之意思表示，不影響第三人

權利之取得。因此第三人受益之意思表示，不過是確定第三人之權利 35。  

(2) 權利發生要件說 

 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第三人對於前項契約，未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

思前，當事人得變更其契約或撤銷之。」從此條規定可知，即使要約人與承諾

人約定給付與第三人，在第三人未為受益之意思表示前，第三人並未取得權

利，因此要約人或承諾人得撤銷或變更之。在第三人為受益之意思表示後，該

第三人始有權利。此觀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謂：「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

為給付之契約，應以第三人表示享受契約利益之意思而發生效力，在第三人未

表示意思以前，當事人仍得將契約變更或撤銷之。蓋此時權利尚未發生，契約

亦無拘束力也。故設第二項以明示其旨。」 

 我國司法實務就此未正面回應，其究採權利確定要件說或權利發生要件

說。觀察最高法院相關判決，似不強調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成立，不以是否有第

三人受益之意思表示為要件。例如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407 號判決謂：

「上訴論旨，謂第三人利益契約，必俟第三人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而後可，

在第三人未為此表示前，該契約尚不生效力，消滅時效自無從進行云云，顯係

誤解。」從而立法理由認為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成立需第三人為受益之意思表

示，尚未為受益意思表示前，第三人尚未取得權利。然最高法院此號判決卻認

為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成立，不以第三人是否有受益之意思表示。而多數學說似

                                            
31 孫森焱，前揭註 28，頁 838。 
32 林誠二，民法債編總論下冊，頁 274，2001 年 3 月；孫森焱，前揭註 28，頁 838-839。 
33 學說有認為我國第三人利益契約，其要件不需有「必須特別約定對第三人有直接請求權」。

參見林信和，論我國贈與契約之自然債務效力－兼評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 1570 號判決，頁

387，法學的實踐與創新－陳猷龍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上冊），2013 年。 
34 春田一夫，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契約の法理―権利取得授権 Erwerbsermächitigung を手がか

りに，頁 171，2003 年 1 月；平野裕之，民法総合 5 契約法，頁 139，2007 年 3 月 3 版。 
35 孫森焱，前揭註 28，頁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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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第三人之受益意思表示，不過係確定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效力 36，似可推斷

我國通說採權利確定要件說。  

第二目 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前述提及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第三人權利取得，是否應以第三人為受益之意

思表示之討論。在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是否繼續沿用，在我國學說上有不

同見解： 

1. 適用民法第 269 條規定之觀點 

 此觀點為要保人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時，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受益人

於契約成立時取得權利；若要保人在契約成立後指定受益人，則受益人在指定

時取得權利 37。此一立論與前述權利確定要件說一致，受益人(第三人)權利之

取得，係在要保人(要約人)向保險人(承諾人)指定受益人時，約定被保險人死亡

時，保險人給付人壽保險金予受益人。 

 且從現行保險法第 110 條至第 114 條規定觀察，其不能作為保險法不同於

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規定之佐證，蓋我國保險法並無如同德國保險契約法般，

將要保人(被保險人)死亡作為受益人取得權利要件之明文，抑或以要保人有無

放棄處分權為受益人權利取得之要件 38。因此在保險法未明文規定受益人權利

取得規定時，應回歸至民法第 269 條規定為處理。按此一觀點，受益人不論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後，其保險金請求權乃一獨立權利，該權利並非自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而來。依保險法第 112 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故該受益人

之保險金請求權具「固有性」之性質 39。 

2. 否定適用民法第 269 條規定之觀點 

 此觀點認為保險法已就受益人之權利取得為規範，不必再回歸民法第三人

利益契約定之適用 40，其理由可分為下列兩點： 

                                            
36 賴上林，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研究－兼評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586 號判決，法學叢

刊，46 卷 1 期，頁 86，2001 年 1 月；黃立，民法債編總論，頁 590，2006 年 11 月 3 版；孫森

焱，前揭註 28，頁 844。 
37 鄭玉波，保險法論，頁 178，1994 年 10 月增訂再版；李欽賢，為他人利益人壽保險債權之

處分可能性，月旦法學雜誌，頁 49，1995 年 10 月；林群弼，前揭註 10，頁 572。 
38 李欽賢，前揭註，頁 49。 
39 關於指定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具有固有性，我國學說大多肯認之。如江朝國，保險法逐條

釋義《第四卷 人身保險》，頁 349，2015 年 9 月；葉啟洲，前揭註 4，頁 100；劉宗榮，前揭註

4，頁 608；汪信君、廖世昌，前揭註 10，頁 183。 
40 江朝國，前揭註，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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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險法立法沿革 

1929 年保險法第 68 條規定：「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仍有以契約或遺囑

處分其保險利益之權。但受益人已承諾受益時，不在此限。受益人之承諾及要

保人撤銷其受益之權利，非通知保險人，不得與之對抗。」411937 年修正保險

法將其移至第 83 條，且修改為「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仍有以契約或遺囑處

分其保險利益之權。但要保人拋棄處分權者，不在此限。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

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從 1929 年的保險法第 68 條規定觀察，立

法者不僅遵守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以第三人(受益人)是否為受益之意思

表示，決定受益人是否有向保險人直接請求之權利，顯有現今法國保險法

L.132-8 第 6 項之精神在內。 

按此脈絡，有質疑 1937 年將受益人承諾受益之規定刪除，受益人之地位已

不如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第三人，該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似已不能稱

其有「權利」42，而係事實上希望(Hoffnung)或期待(Anwartschaft)。因此有學說

進一步認為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不能適用於人壽保險契約 43，若受益人依

民法第 269 條反面解釋，為承諾受益之意思表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將

取得權利，此顯與保險法規定有所不符。 

(2) 現行保險法規定 

 現行保險法規定並非未就受益人權利取得要件為規範，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

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從該條文反面解釋，要保人得放棄指定變更受益

人之權利 44，然此觀點認為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並非妥適。按人壽保險

契約之所以創設受益人，係為使真正享有保險利益之被保險人死亡後，指定受

益人代領保險金。若被保險人無意在其死後指定他人領取保險金，而欲拋棄指

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依保險法第 113 條規定，該保險金自動歸為被保險人之

遺產，實無必要限制之必要 45。即使無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之規定，從保險

法規範受益人之原意，仍可推論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受益人不具任何權利。故

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無法適用民法第 269 條第三人利益契約規

定。 

 上述關於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討論，本文基本上肯定受益人在保險事

                                            
41 江朝國，前揭註，頁 320。 
42 江朝國，前揭註，頁 389。 
43 葉啟洲，前揭註 4，頁 100。 
44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26-327。 
45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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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後之保險金請求權具有固有權性質 46。惟是否適用民法第 269 條規定之

最大不同點在於，保險事故發生前，按民法第 269 條規定意旨，受益人已取得

權利。 

而我國司法實務對於此一問題之態度並不明確，雖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

第 726 號判決謂：「保險金之受益人，一經指定即生取得受益人地位之效力，無

須受益人對保險人另為受益之意思表示，蓋保險契約之受益人地位，與民法第

269 條所定利他契約之第三人，不盡相同。」從判決理由觀察，最高法院似採

不適用民法第 269 條之觀點，但該判決事實係涉及財產保險有無受益人之爭

議，並非討論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本文以為我國學說對此部分之討

論，多集中在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及保險人之法律關係，未將債權人考

量在內。因此如何界定事故發生前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本文將先就要

保人與受益人法律地位為比較後，再將債權人納入考量為比較，如此方能明確

分析人壽保險受益人所處之法律地位。 

第二項 要保人與受益人法律地位之比較 

 依現行保險法規定，在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得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保險法第 110 條及第 111 條)、申請保費墊繳(保險法第 116 條)、申請減額繳清

(保險法第 118 條)、向保險人終止契約以取得解約金(保險法第 119 條)或為保單

借款(保險法第 120 條)之權利。而要保人在事故發生前行使上述權利，均會影

響受益人將來取得人壽保險金之權利。 

 相對於此，在保險法規定中，除非要保人在事故發生前依保險法第 111 條

放棄指定受益人之權利，否則要保人得任意變更受益人。從而在人壽保險事故

發生前，要保人之權利行使優先於受益人之保障。然本文以為不能僅從保險法

規定推論，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無任何權利可言。按人壽保險契約為第

三人利益契約，依民法第 269 條規定，受益人在要保人為指定之時起，即已取

得權利。因此綜合保險法及民法規定，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所取得之權

利，乃附條件之權利，其權利源自要保人。故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法

律地位高於受益人。 

第二節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害衝突 

 前述主要分析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保險人與受益人間法律關係為

何？以及要保人與受益人間，何者應優先保護？雖本文認為要保人應優先保

護，但要保人之債權人其利益是否皆優先於受益人？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債權人

干涉人壽保險契約關係，可能造成受益人無法領取人壽保險金，將嚴重影響受

                                            
46 國內有不同意見認為受益人之權利屬繼受取得，非具固有權。參見陳猷龍，前揭註 10，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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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之權益。以下分就債權人可干涉人壽保險契約手段類型為討論。： 

第一項 撤銷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行為 

 要保人積欠債務，卻仍繳納保費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

要保人之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撤銷該人壽保險契約？此一問題未見

我國司法實務發表意見，學說上有引用美國判決作為否定論述之依據。以下先

就我國學說見解為說明，再為分析撤銷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之可行性： 

第一款 學說見解 

我國學說曾引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888 年之 Central Nat. Bank v. Hume 案
47為討論，該案事實為被保險人在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後，締結保險契約繳納

保費，並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 48，以及先前締結之保險契約仍繳納保費之

行為。被保險人之債權人主張被保險人上述行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我國學

說贊同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結論，認為債權人得自債務人對第三人之贈與中扣

押取償之權利，不得優先於債務人締結保險契約，保障其配偶或子女之生活扶

助義務 49，因此被保險人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第二款 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之可行性 

 本文以為前述 Hume 案事實，可分為被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清償保費，

以及指定受益人此三項行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行為？因此分就此三項行為檢

驗是否符合民法第 244 條詐害行為之要件： 

第一目 締結保險契約行為 

債務人明知已無清償能力，卻與保險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以自己為要保

人兼被保險人。若債權人欲撤銷債務人與保險人間之保險契約締結行為，屬民

法第 244 條第 2 項之撤銷有償行為，其主觀要件為債務人於行為時須明知有損

害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有損債權人之權利；其客觀要件為

債務人之行為以財產為標的，且其行為足以損害債權人之權利。 

在舉證責任上，如何舉證受益人(保險人)主觀上具有惡意？亦即債務人與

                                            
47 128 U.S. 195 (1888). 
48 為何將締結保險契約與指定受益人視為同一行為？此涉及美國早期判例法所發展之既得權規

則，本文將在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既得權規則為說明。另 Central Nat. Bank v. Hume 案之事實詳

細介紹，參照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之說明。 
49 張冠群，從美國法觀點論保險契約(保單現金價值)可否強制執行，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296，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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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時，通常保險人無法得知債務人已陷於無資力狀態。

縱始保險人知悉債務人無資力，債務人訂立保險契約，並為清償保費債務之行

為。形式上債務人責任財產並未減少，未受清償之債權人所得分配財產實質減

少，此時債務人主觀是否有惡意，尚須就債務人之有害性與不當性綜合考量
50，亦即就債務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時之目的、動機及方法為考量。惟債權人

如何具體舉證債務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之動機，恐有困難。再者，債務人締結

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是否具有一身專屬性而不得撤銷之，亦生疑問。故本文

以為若司法實務未採要保人在無法清償債務期間，投保高額保費人壽保險，推

定要保人有詐害債權人意圖之作法。債權人欲透過民法第 244 條撤銷要保人締

結人壽保險契約，以保全其債權，恐有難度存在。 

第二目 清償保費行為 

債務人與保險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依保險法第 22 條規定，債務人(要保

人)對保險人負有交付保費之債務存在。此時可再區分為兩種情形為觀察，其一

為債務人已陷於無清償能力，惡意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使其負有繳交保費之義

務，且債務人對保險人清償保費；其二為債務人在未陷於清償能力前，已與保

險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惟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時，僅對保險人為清償保

費。此二情形皆涉及債務人清償行為是否為詐害行為撤銷客體，我國學說與司

法實務分別有不同看法： 

1. 肯定說 

我國學說有從債權平等原則出發，若債務人已陷於無清償能力，卻清償特

定債權人，他債權人為全體債權人之利益，得撤銷債務人所為之清償行為 51。

從債務發生順序觀之，債務人先積欠債權人債務，其後積欠保險人保費債務，

抑或債務人先積欠保費債務，後積欠債權人債務。基於債權平等原則，債務人

不得優先清償保險人之保費債務。因此債務人若已陷於無清償能力，其清償保

費債務行為，得為民法第 244 條撤銷客體。 

2. 否定說 

 我國通說及實務見解認為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

行為範圍，應盡量予以限縮。不能僅因債務人積欠他人債務，禁止債務人為任

何財產處分行為。至於債權平等原則之實現，則透過強制執行程序或破產程序

為之。例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093 號裁定謂：「末按履行債務之行

                                            
50 陳洸岳，清償是否適用債權人撤銷權？，月旦法學教室，152 期，頁 14，2016 年 5 月。 
51 陳洸岳，前揭註，頁 13-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為，一方面減少積極財產，另方面亦因債務消滅而減少消極財產，自總財產

言，則無增減，在代物清償，以同一理由，在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仍足以清償其

債務時，固應認為不構成詐害行為，惟若債務人之責任財產已不足清償債務，

竟對特定債權為全額清償，致害及其他債權受清償之金額時，債權人亦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此觀諸破產法第七十八條、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自

明。查本件豐申公司（業經法院裁定宣告破產）與上訴人在明知公司財產已不

足清償一切債務之情形下，仍為上開債權讓與行為，為原審合法認定之事實，

則該債權讓與難謂無損害於被上訴人之權利，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二百四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撤銷之。」 

 因此按否定說之見解，債務人單純陷於無清償能力，並清償保險費債務，

不構成詐害行為。僅於債務人已被宣告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依破產法第 78 條

或民法第 244 條撤銷債務人清償行為。 

3. 本文見解 

 上述二說，本文贊同否定說之見解，清償行為不可單獨作為民法第 244 條

撤銷客體。因此債務人在未陷於清償能力前，已與保險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

惟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時，僅對保險人為清償保費，並不構成詐害行為。惟

債務人已陷於無清償能力，惡意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使其負有繳交保費之義

務，且債務人對保險人清償保費，此時債權人欲撤銷客體包含締結人壽保險契

約行為與清償保費行為。縱使認為清償行為無法單獨成為撤銷客體，但若能證

明債務人惡意締結人壽保險契約行為，該締結契約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後，該

清償行為亦連帶無效。 

第三目 指定受益人行為 

 債務人與保險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在早期美國

法概念下乃一行為。但在我國民法概念下，債務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屬民法

第 244 條第 2 項之有償行為。而債務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乃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之無償行為，兩者性質有異。本文認為債務人在即將死亡之際，指定第三

人為受益人，將使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無法就人壽保險金取償，有可能

構成詐害行為。 

第二項 債權人代位終止壽險契約 

 民法第 242 條規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

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要保人之債

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要保人向保險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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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司法實務及學說上，均有不同見解： 

第一款 司法實務 

第一目 肯定說 

 我國司法實務有認為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並非一身專屬權利，因此肯

定債權人得代未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2175

號民事裁定謂：「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並非專屬權利，若符合民法

第 242 條所定要件，自應得由要保人之債權人代位行使，而無該條但書之適

用。」惟此號裁定主要涉及債權人得否聲請支付轉給命令，進而終止人壽保險

契約。其提及債權人得否代位終止保險契約，不過為旁論。 

 

第二目 否定說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92 號判決乃我國司法實務最早就此問題

發表意見者，其採取否定見解。以下簡介其案例事實及判決理由： 

1. 案例事實 

方○霖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下稱要保人），向南山人壽保險公司

（下稱保險人）購買南山人壽美年發外幣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下稱人身保險契

約），年繳保費為 35,820 美元（相當於新臺幣 1,194,000 元），至 101 年 6 月 18

日前，要保人均按時繳交保費。要保人在 85 年 2 月 18 日因積欠謝○維本票債

權，因此債權人謝○維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扣押命令，扣押要保人的人身保

險契約所生金錢債權，其中包含保單價值準備金。其後債權人依民法第 242 條

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起訴，代位請求終止要保人與南山公司之終身保險

契約，因終止該契約所生之解約金 48,366.4 美元（相當於新臺幣 1,477,313.04

元），由債權人代為受領。然臺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認債權人不得代位請求終止

終身保險契約，判決債權人敗訴。債權人不服，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臺

灣高等法院維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判決債權人敗訴。因訴訟金額未達上

訴最高法院之最低金額，該案至此於二審臺灣高等法院確定。 

2. 判決理由 

按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權利，得代位行使者，須非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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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此觀民法第 242 條但書規定自明。所謂專屬權，身分權與人格權屬之，固

無疑問；縱係財產權，若以人格上法益為基礎者，亦屬民法第 242 條但書所謂

之專屬權。故是否為專屬權，應依其權利性質判斷之，而非專依條文規定有無

「一身專屬」或「不得讓與或繼承」等文字以為判斷之依據。 

 保險法所定之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

等類型（保險法第 101 條至第 135 條之 4 參照）。查系爭保險契約為以外幣收付

之人身保險契約，給付項目包括生存還本保險金、滿期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殘廢保險金等，有系爭保險契約及保單在卷可參，是系爭保

險契約係以被保險人即訴外人方○霖（要保人）生存、死亡及因遭受意外傷害、

疾病所致之死亡、殘廢為保險事故之保險契約，而具有人壽保險契約之性質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既為被保險人即訴外人方○霖
（要保人）之生存或死亡及身體健康，均是屬於被保險人人格權，而人格權具

有一身專屬性，亦即人身保險中之生命保險及意外保險，基於人身無價、某些

生命保險兼具生命法益及身體健康法益，具有一身專屬性等因素，應無代位權

規定之適用，是系爭保險契約之終止權，自屬以人格上法益為基礎之財產權，

而專屬於債務人一身之權利，故上訴人主張其可依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代位訴

外人方○霖（要保人）行使系爭保險契約之終止權，核非有理。 

 上訴人又主張依據保險法第 28 條之規定於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及保

險公司得終止契約，或依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規定進行清算程序時，保險

人亦可終止保險契約，可見系爭保險契約之終止權，並非債務人之一身專屬權

云云，惟該等規定乃為因應破產法上之破產制度或參照破產制度而設計，就債

務人屬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或現存之清算財產，迅速予以變價成現金分配予債權

人，而為保險契約之法定終止事由，自與本案情形不同，自無從比附援引。至

上訴人於上訴後，於上訴理由（一）狀所舉學者之見解，並非目前有效之判例

或司法院解釋，本院自不受其拘束。另上訴人所舉本院下級法院之判決，亦無

拘束本院之效力，又本件之情形與原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592 號判決案情，並

不相同，自無從援引，本件之保險契約既未終止或解除，自無保險金可得領取

可言。 

第二款 學說 

 目前我國學說皆肯定債權人得代位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惟是否在任

何情況下皆允許債權人行使代位權，有不同見解： 

第一目 肯定說 

 我國多數學說認為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並不具一身專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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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有從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推論，破產管理人在破產程序中得代債務人終止保

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因此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並非一身專屬性之權

利 53。有從認定為一身專屬權利，無法保障要保人角度出發 54，若債權人無法

代位終止保險契約，而要保人通常無資力繳納保費，依民法第 340 條規定，保

險人不得啟動保費墊繳機制。保險人僅能依保險法第 116 條第 1 項規定對要保

人催告 30 日後，該人壽保險契約進入 2 年停效狀態。然此一結果對要保人而

言，更無法達到其投保人壽保險，保障被保險人之目的。而此說原則上優先保

障債權人之利益，僅在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例外不允許債權人代位終止保險

契約。 

第二目 部分肯定說 

此說認為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惟其前

提係在不違反權利濫用原則。至於何謂構成權利濫用原則之情形，其舉出下列

5 種情形 55：A. 被保險人即將確定身故；B. 債務與保單價值準備金額不成比

例；C. 債務人已向保險人為保單質借，並將質借金額返還債務；D. 在人壽與

健康混合險種，終止保險契約將使保險人停止給付住院保險金或殘廢保險金；

E. 被保險人因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後，因年齡限制無法投保人壽保險。此 5 種情

形似不以債權人利益為優先，可能將部份限制債權人代位權之行使。 

第三目 類型區分說 

 我國學說有將人壽保險區分為生活保障型保險與儲蓄型保險 56，其得根據

個案事實判斷，若保險契約的生活保障功能幾乎沒有，僅有儲蓄性質，債權人

得代位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若保險契約具有高度生活保障功能，債權人不得

代位要保人終止契約。惟人壽保險契約本有生活保障功能，縱使是儲蓄型人壽

保險亦有之。從而欲區分兩者，其標準非「有或無」生活保障，而係生活保障

的「高或低」，該標準之操作顯有難度存在 57。 

 要保人之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

約，在我國學說與司法實務中呈現分歧之見解，可說是近來最具爭議之法律問

                                            
52 陳典聖，對保單價值準備金強制執行程序之研究，法令月刊，66 卷 10 期，頁 100，2015 年

10 月；陳炫宇，債權人得否代位要保人終止人身保險契約？─評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易字

第 592 號判決，法令月刊，67 卷 3 期，頁 48，2016 年 3 月；葉啟洲，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

人之平衡保障─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鏡，255 期，頁 94，2016 年 8 月。 
53 陳典聖，前揭註，頁 101。 
54 陳炫宇，前揭註 52，頁 48。 
55 卓俊雄，保單借款與強制執行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保險專刊，31 卷 4 期，頁 380，2015 年

12 月。 
56 李木貴，債權人代位權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1，1995 年。 
57 陳炫宇，前揭註 52，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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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文以為從我國強制執行實務觀之，人壽保險契約並非不可強制執行之標

的。若肯認人壽保險契約得為強制執行，同樣作為債之保全手段之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規定，為何得解釋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乃一身專屬權利，使

債權人無法保權其債權？故本文肯認債權人得代位要保人之權利終止人壽保險

契約，以取得解約金滿足其債權。 

第三項 債權人代位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保險法第 110 條規定，要保人有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權利，若要保人與被

保險人皆為同一人，要保人之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之權利，

指定自己或他人為受益人？此涉及要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權利是否屬民法

第 242 條但書之專屬權利，因此有以下二說： 

第一款 非專屬權說 

此說認為受益人指定變更，係以要保人或第三人之財產關係發生變動為內

容，應係債權法上之財產行為 58。從而要保人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不具一

身專屬性，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指定變更受益人。 

第二款 專屬權說 

按民法學說見解，專屬權可區分為「享有上專屬」與「行使上專屬」59。

前者權利人無法自由處分之；後者則指該權利與法定資格不能分離。要保人指

定受益人之權利，應為行使上專屬權，但要保人並非該權利主體，係被保險人

隱藏性授權與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因此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具有一定信賴關係
60，故要保人之債權人自不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指定受益人 61。 

第三款 本文見解 

由於此一問題在我國未見相關案例，於外國司法實務上亦未有類似案例，

因此本文提出個人見解認為要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並非一身專屬性

之權利，但債權人不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行使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權

利。其理由如下： 

                                            
58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3。 
59 林誠二，金錢債權之專屬性，月旦法學教室，83 期，頁 16，2009 年 9 月。 
60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4。 
61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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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變更或指定受益人並非一身專屬性權利 

 要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保險法並無明文規定其具一身專屬性。

設若要保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與保險人訂立人壽保險契約，依民法第 79 條

規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否則契約效力未定。而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要保

人，其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行為，因屬單獨行為，依民法第 78 條規定，須得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否則法律行為無效。民法第 78 條乃針對限制行為能力人所

為財產上之法律行為而設。 

若將要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權利，解釋具有一身專屬性，則要保人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指定或變更受益人，因一身專屬性具有人格權之特質，則

無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62。如此一來，民法第 78 條保障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意旨

將落空。 

第二目 代位行使變更或指定受益人並無實益 

縱使將變更或指定受益人權利解釋為非一身專屬性，並不等同債權人得代

位要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蓋債權人代位行使變更或指定受益人後，保險契

約仍繼續存續，要保人並未喪失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因此要保人仍得按其意願

再次變更受益人。如此觀之，允許債權人代位行使該項權利，並無實益可言
63。 

 

第四項 債權人代位保單借款 

保險法第 120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險契

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考其立法目的，應是以保險人為債權人，要保人得

透過人壽保險向保險人為借貸。但保險人以外之債權人，得否透過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向保險人為借貸，以滿足其債權？以下本文先就保單借款性質為

說明，再論述債權人得否代位要保人為保單借款： 

第一款 保單借款之性質 

 保險法第 120 條規定保費付足一年以上，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得向保險人請

求借款。惟該條謂：「要保人得以保險契約為質」究指何意？另要保人未返還借

                                            
62 大森忠夫，保険金受取人指定・変更・撤回行為の法的性質，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

題，頁 101，1958 年 10 月。 
63 大森忠夫，前揭註，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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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保險事故發生後，依人壽保險示範條款第 19 條規定 64，保險人得扣除要

保人借款金額後，給付剩餘人壽保險金與受益人。為何要保人之未返還借款之

風險，須由受益人為承擔？上述問題引發我國學說就保單借款性質之爭論，計

有下列七說： 

第一目 預支現金說 

此說認為保單借款雖以借貸之名，實際上並非民法第 474 條之消費借貸契

約。保單借款之本質為現金預支 65，要保人與保險人間無真正債權債務關係，

因此要保人未返還借款，保險人不得訴請法院返還之。僅能依要保人與保險人

間之保單約款規定，請求返還之，抑或依現行人壽保單示範條款第 19 條規定，

保險人得扣除要保人借款金額後，給付剩餘人壽保險金與受益人。 

第二目 附有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 

此說認為保單借款係附有抵銷預約的特殊金錢消費借貸，因此要保人未償

還借款，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得以借款債務與保險金債務為相互抵銷
66。本說雖謂「抵銷」，然依人壽保險示範條款第 19 條規定，要保人與受益人

為不同人時，保險人仍得抵銷之 67，顯然不符民法第 341 條規定。採附抵銷預

約之消費借貸說者亦承認該抵銷不符民法抵銷規定，但要保人不返還借款，保

險人無法訴請之。此一情況相當於要保人短繳保費，卻仍領同額保險金 68。因

此基於保險契約之特性，應容許保險人得對非要保人之受益人主張抵銷。但有

認為抵銷預約當事人乃要保人與保險人，為何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得對

受益人為抵銷 69？ 

第三目 權利質權之消費借貸 

 此說認為要保人係以將來可能取得之保險金請求權為設定質權 70，其以保

險人為質權人，要保人為出質人。但有認為該質權標的並非「將來之保險金請

                                            
64 人壽保險示範條款第 19 條規定：「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解約金、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

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時，如要保人有欠繳保險費（包括經本公司墊繳的保險費）或保

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65 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林勳發，前揭註 7，頁 650。 
66 林群弼，前揭註 10，頁 603；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578。 
67 卓俊雄，論保單借款之屬性—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394 號評析，載：保險

相關法律問題評析（一），頁 93，2014 年 3 月。 
68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581。 
69 張冠群，要保人變更及要保人以保險單質借需否得被保險人同意？，月旦法學教室，127
期，頁 24-26，2013 年 5 月。 
70 鄭玉波，前揭註 37，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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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而係「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71。因此要保人與保險人間除成立消費借

貸契約外，尚存有以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為質的擔保關係存在。但有認為若質

權標的為「將來之保險金請求權」，其設定質權主體應為受益人，保單借款主體

卻為要保人，此顯然不符保險法第 120 條規定。再者，將來之保險金請求權不

適宜作為質權標的，該保險金請求權得否實現過於不確定 72。 

第四目 解約金一部先付說 

 此說認為解約金與保單借款，其計算基礎皆來自保單價值準備金 73。因此

要保人所得借款之金額，不過是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後，其所產生之解約

金一部分 74。從而保單借款之性質，為解約金之一部先付。但要保人在訂立人

壽保險契約後，是否必定終止保險契約而獲得解約金？此恐非絕對，從而要保

人若不終止保險契約，何來解約金之一部先付 75？ 

第五目 證券質權說 

 此說認為人壽保險單屬有記名證劵，因保單記載要保人之姓名，從而須依

民法第 908 條後段規定：「以其他之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並應依背書方法為之 

。」保險單須記載設定質權之意旨，並由要保人背書交付予保險人 76。此說將

保險契約視為有價證券，惟有學說反對之 77。且依據現行保險實務作法，要保

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並未將保單交由保險人占有，證券質權說顯與現行實

務作法不符 78。 

第六目 要保人特殊權利說 

 依早期財政部函釋 79見解，其謂保險法第 120 條規定之保單借款權，係專

屬於要保人之一種權能 (法律上資格、地位) ，限定要保人始得為主張，並非

可轉讓之債權或權利。學說認為保單借款關係並非消費借貸關係，要保人向保

險人借出之金額，可理解為解約金一部之先付。且要保人與保險人權利義務認

定困難，認保單借款數要保人之特殊權利，並無不可 80。但反對意見認為要保

                                            
71 陳猷龍，前揭註 10，頁 400。 
72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579。 
73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578。 
74 林群弼，前揭註 10，頁 603。 
75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580。 
76 劉宗榮，前揭註 4，頁 595。 
77 卓俊雄，前揭註 67，頁 92；葉啟洲，前揭註 4，頁 444。 
78 林群弼，前揭註 10，頁 605；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603。 
79 1996 年(民國 85 年)2 月 7 日台財保字第 852362545 號函釋 
80 張冠群，要保人變更及要保人以保險單質借需否得被保險人同意？，月旦法學教室，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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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殊權利說延續解約金一部先付說，從而存有解約金一部先付說之缺陷 81。 

第七目 要保人暫時支領特殊權利說 

 此說認為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並無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要保人向保險人為保

單借款，為其專屬之權利，係要保人暫時支領保險契約內含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因此要保人支領保單借款，保險人之給付保險金責任減輕。至於要保人與

受益人不同且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未返還保單借款，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得以要保人未返還保單借款對抗受益人，從而保險人得主張保

險金得扣除保單借款金額 82。 

 上述七說，早期學界通說採附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說 83，本文以為該說癥

結點在於得否適用民法抵銷規定。有學說以要保人短繳保費，不應領全額保險

金，類比要保人未返還借款之情形。惟短繳保費涉及對價衡平原則，而要保人

之所以得向保險人借款，乃保險人已評估其風險，從而撥出一部分保單價值準

備金，已與對價衡平原則無涉，顯難以類比。再者，從民法第 270 條及保險法

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要保人未返還保單借款，保險人得否對受益人抗辯而拒絕給

付保險金，涉及要保人向保險人借款，是否僅有一保險契約關係，抑或保險契

約關係與消費借貸關係並存？無論認定為何種關係，民法第 270 條及保險法第

22 條第 3 項僅賦予保險人抗辯之權利，無法得出保險人得對受益人主張抵銷之

法律效果。 

本文肯認通說所採之附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說，但應從保單借款源自解約

金債權為理解。解約金債權乃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所具有之確定

債權。要保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乃與保險人訂立借貸契約，且約定在保險

事故發生時，清償始屆期。理論上在保險事故發生後，解約金債權轉為保險金

給付與受益人。但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在事故發生時，保單借款債權清償期屆

至，且與解約金債權發生抵銷之效果。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自應給

付扣除解約金債權部分之保險金。 

第二款 債權人代位要保人之權利 

 要保人既有向保險人請求借款之權利，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

保人向保險人請求借款？我國未見相關案例探討，我國學說有按前述保單借款

之性質論述，進而推衍出不同見解： 

                                            
期，頁 26，2013 年 5 月。 
81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580。 
82 卓俊雄，前揭註 67，頁 94。 
83 林群弼，前揭註 10，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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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肯定說 

若採要保人特殊權利說，認為要保人的保單借款權利，係屬法律所賦予的

資格或地位 84。要保人本於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向保險人向保險人為借款，

係行使形成權，並非請求權，保險人原則上無拒絕借款之權利。因此要保人之

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行使保單借款之權利。 

第二目 否定說 

 此說認為債權人不得代位要保人行使保單借款請求權，蓋代位權之性質是

行使債務人固有權利，並非創設權利 85。其認為從保險法第 106 條規定觀之，

保單借款須得被保險人之同意，若謂要保人之保單借款權係屬形成權之性質，

為何須得被保險人之同意 86？因此要保人之保單借款權係屬請求權性質，保險

人得自由決定是否借款。 

 上述二說，本文以為否定說較為可採，若認保單借款為要保人之固有權

利，則保險人並無拒絕之借款予要保人之權利，此無異為強制締約。然強制締

約通常具有其公益性質，人壽保險契約之公益性質是否有必要透過強制締約方

式保障，誠值疑問。 

  

第五項 債權人撤銷指定或變更受益人行為 

 債務人為要保人時，其指定受益人或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是否構成民法第

244 條詐害債權行為？進而債權人得撤銷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此涉及債

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以下分就撤銷指定受益人及撤銷變更受益人行為論

述之： 

第一款 撤銷指定受益人 

第一目 司法實務見解 

司法院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曾就要保人之債權人，如認要保人指定他人

                                            
84 卓俊雄，前揭註 67，頁 93。 
85 陳炫宇，前揭註 52，頁 55；糸川厚生，債権者代位権による生命保険契約の解約・解約払

戻金請求事件，所報，68 号，頁 189，1984 年 9 月。 
86 卓俊雄，前揭註 67，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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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益人，有害其債權時，可否依民法第 244 條之規定，撤銷指定受益人之行

為之問題，提出討論： 

1. 否定說 

債權人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者，須具備

下列之條件： (一)為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 (二)其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 (三) 

其法律行為係以財產權為目的 (四)如為有償之法律行為，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

其行為有害於債權人，受益人於受益時亦明知其事情。要保人指定他人為受益

人雖有害及債權，但其指定行為與民法第 244 條撤銷權行使之規定不合，且人

壽保險制度之主要目的，係要保人為安定自己老年之生活，或確保被扶養人或

其他與自己有特殊關係之人得到保險金之制度。故究指定何人為受益人，應尊

重要保人之意思，其性質係要保人之一身專屬權，故債權人不得以其指定行

為，有害債權而行使撤銷權。 

2. 肯定說 

民法第 244 條所謂有害及債權是指現實有害及債權或有害及債權之虞。人

壽保險要保人不指定受益人時，保險金額為其財產或遺產，但指定受益人時，

即不得為其遺產，如此即有害及要保人之債權。另要保人保險費之支付亦有害

及債權。且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其性質並非親屬法上之行為，而係債權法上之

行為，且由此行為將使要保人之財產，發生增減之結果，故如要保人指定受益

人之行為有害及債權，其債權人應可行使撤銷權。 

3. 研討結論 

研討結論與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皆採肯定說見解。其認為保險契約之

要保人，得於保險契約訂定時或訂定後，指定受益人，經指定之受益人，得於

保險事故發生時，直接對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給付。故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將

使要保人財產發生增減之結果，如其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有害及要保人之債權

時，應可依民法第 244 條之規定，撤銷要保人之指定行為。 

第二目 學說見解 

1. 肯定說 

 有學說贊成上述司法業務研究會之肯定說見解，且認為要保人指定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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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單方行為，並無對價取得關係，在有害及債權時，可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要

保人所為之指定 87。 

2. 生活保障區分說 

 此說認為應區分該人壽保險金是否具有保障受益人之生活利益 88，若僅具

儲蓄性質，應無保障受益人之生活利益，債權人得撤銷要保人指定受益人行

為；若人壽保險金具有生活保障性質，則債權人則不得撤銷要保人指定受益人

之行為。 

3. 保險金類型區分說 

 此說認為我國人壽保險金並非僅指被保險人身故時，受益人可得領取之身

故保險金，在保險實務上尚有滿期保險金及祝壽保險金之種類。其認為身故保

險金之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僅係事實上期待。因而保險事故發生前，要

保人指定受益人，該受益人權利尚未取得，要保人責任財產並未減少，該指定

變更受益人行為，非民法第 244 條撤銷權行使對象 89。至於我國實務上常有要

保人將滿期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指定他人為受益人之現象，此說認為滿期保險

金係以被保險人生存為給付條件，無如身故保險金指定受益人之必要 90，因此

要保人指定他人為滿期存保險金之受益人，應解釋為債權轉讓，從而得為民法

第 244 條撤銷權之客體。另祝壽保險金與滿期保險金類似，亦無指定他人為受

益人之必要 91。同理，若指定他人為祝壽保險金之受益人，得為民法第 244 條

撤銷權之客體。 

 債權人得否撤銷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本文採肯定說見解，若認要保

人指定受益人之法律關係乃贈與行為，則該贈與行為有害債權時，本得依民法

第 244 條撤銷要保人(債務人)之贈與行為。至於以人壽保險契約有無生活保

障，決定得否撤銷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將生如何認定人壽保險契約有無生活保

障之難度。另以保險金類型決定債權人得否撤銷該受益人之見解，其謂人壽保

險受益人之指定不得撤銷，生存保險受益人之指定得撤銷之。觀其本質，乃否

定債權人得撤銷受益人指定。 

                                            
87 劉宗榮，前揭註 4，頁 605。 
88 李木貴，債權人撤銷權之硏究 : 以基本理論體系及基本案例體系為中心，頁 165，1996 年 6
月。 
89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9。 
90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8。 
91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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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撤銷變更受益人 

目前我國司法實務判決涉及撤銷變更受益人者，計有三件，其分別為臺灣

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180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沙小字第

364 號判決，以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 

論者有以為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180 號判決肯認指定他人為受

益人有害其債權時，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指定受益人 92。惟該案判決

主要係以要保人(債務人)與受益人間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因此該指定受益人

之法律行為無效 93，並未觸及民法第 244 條規定之核心。 

事實上真正觸及要保人指定變更受益人之行為，得否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

撤銷者，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沙小字第 364 號判決，以及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以下簡介此二則案例： 

第一目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沙小字第 364 號判決 

1. 案例事實 

甲與乙為夫婦，乙曾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A 公司投保生存保

單，20 年期滿，乙仍生存，其指定受益人可領取生存保險金 1,000,000 元。甲

與乙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家上第 48 號判決離婚，並由丈夫甲

取得子女丙、丁 2 人之監護權，判決於 2007 年(民國 96 年)12 月 25 日。該判決

主文載明自 2007 年(民國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丙、丁成年之日止，乙按月於每

月 5 日給付甲關於丙、丁之扶養費各 6,312 元，如有一期遲付履行其後之給付

視為全部到期。 

乙自 2008 年(民國 97)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13 年(民國 102 年)9 月 30 日止，

積欠扶養費共計 1,937,360 元，因此甲在 2012 年(民國 101 年)9 月 17 日向法院

聲請扣押乙投保 A 保險公司之生存保單。其後甲始知乙在 2008 年 9 月 26 日變

更其保單號碼 1500630730 號生存保險金受益人為戊之行為，乃甲取得丙、丁扶

養費債權之後所為。因此甲向法院起訴主張，乙蓄意及惡意隱瞞脫產行為，已

嚴重損害甲債權行使，請求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指定受益人之行為。由於本案

乙及戊均未出庭，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為一造辯論判決甲勝訴。 

                                            
92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05。 
93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180 號判決：「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無效，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楊○麗、楊○圍 2 人

間就上開保險契約受益權利移轉之行為無效乙情，承上所述，既屬可採，上訴人楊○圍自應將

其所受移轉之保險契約受益權利回復原狀返還上訴人楊○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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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理由 

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判決甲勝訴，其判決理由如下： 

「本件原告甲主張被告所有之系爭保險契約仍有保險價值，而被告乙積欠

原告甲債務未清償，然依上開原告甲所提出之被告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資料被告乙又無其他可供清償

之財產，則被告乙就仍有保險價值之系爭保險契約生存保險金受益人變更之行

為，已使被告對原告之債務有履行不能或履行困難之情形而損及原告之債權無

疑。原告甲既為被告乙之債權人，被告乙就上開變更保險契約生存受益人之行

為，有害及原告之債權，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法院撤銷之，並請求被告

回復原狀。從而原告之請求，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第二目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 

1. 案例事實 

甲與乙為夫婦，乙曾在 1997 年(民國 87 年) 9 月 25 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兼

被保險人，向 A 公司投保「宏福還本終身保險」(下稱生存保單)，20 年期滿，

乙仍生存，其指定受益人可領取生存保險金 1,000,000 元。甲與乙其後經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家上第 48 號判決離婚，並由丈夫甲取得子女丙、丁之

監護權，判決於 2007 年(民國 96 年)12 月 25 日。該判決主文載明自 2007 年(民

國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丙、丁成年之日止，乙按月於每月 5 日給付甲關於丙、

丁之扶養費各 6,312 元，如有一期遲付履行其後之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乙自 2008 年(民國 97)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13 年(民國 102 年)9 月 30 日止，

積欠扶養費共計 1,937,360 元，因此甲在 2012 年(民國 101 年)9 月 17 日向法院

聲請扣押乙投保 A 保險公司之生存保單。其後甲始知悉乙在 2008 年(民國 97

年) 9 月 26 日將保單號碼 1503492162 號生存保單之生存保險金受益人變更為其

母親戊。 

 甲主張 A 保險公司將於投保第 20 週年日即 2018 年(民國 107 年) 9 月 25 日

給付新受益人庚生存保險金 1,000,000 元，乙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有害債權人，請

求撤銷乙變更受益人之行為。由於甲在一審未出庭為言詞辯論，臺中地方法院

簡易庭以一造辯論判決乙與戊勝訴，甲不服上訴至臺中地方法院合議庭，但甲

仍未出庭為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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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理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觀諸上訴人所提保單條

款影本第 11 條第 2 項記載：『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第二十保單週年

日仍生存且本契約持續有效時，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生存保險金』。』等

語，可見被上訴人乙須俟其於該契約有效期間內之第 20 保單週年日即 107 年 9

月 25 日仍生存且該契約持續有效，始得得請求 A 保險公司給付生存保險金，

而上開條件目前尚未成就，被上訴人乙對 A 保險公司之生存保險金給付請求

權，充其量僅為期待權，並非現存之財產。被上訴人乙雖將系爭保險之生存受

益人變更為被上訴人戊，然到期之生存保險金仍受 A 保險公司抵償被上訴人乙

前以系爭保單質借之款項，被上訴人戊對系爭保單，亦不得為借款或為其它權

利主張，此據受告知訴訟人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 95 頁背

面）。可知，被上訴人乙雖變更系爭保單之受益人，惟被上訴人就系爭保單現實

之權利並無隨之轉移，上訴人據上開規定，主張撤銷被上訴人乙變更系爭保單

受益人為被上訴人戊之行為，即無所據；且於系爭保單到期前，被上訴人乙仍

保有變更受益人之權力，則上訴人主張撤銷前揭之變更保險受益人，亦難達其

保全債權之目的。」 

此二則判決皆為同一當事人，但涉及不同保險契約，其結果竟然相異。故

依目前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債權人得否撤銷要保人指定變更受益人之行為，尚

有爭議。 

第六項 強制執行解約金 

 近來債權人得否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向執行法院終止

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受償，在學說與實務皆有許多討論，以

下分就司法實務與學說見解介紹之： 

第一款 司法實務 

按目前我國民事執行實務，債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命令，扣押債務人之人

壽保單後，執行法院再發支付轉給命令，終止債務人與第三人(保險人)間人壽

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然執行法院是否有權進行換價程序？亦即執行法院

得否以核發執行命令為由，單方終止債務人與保險人間人壽保險契約，在我國

司法實務上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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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不得換價說 

 有認為解約金債權之發生，取決於債務人(要保人)是否行使之，該債權屬

附條件之債權，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3 項規定，無法依執行命令進行換價

程序 94。有認為從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具一身專屬性，因而無法

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由債權人代位終止之。同理，執行法院似無法以強制力終

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95。近期有認為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雖

不具一身專屬性，但解約金源自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歸保險人形

式上所有，不得為執行標的 96。 

第二目 得換價說 

關於執行法院得否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對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進行換價？有認為解約金來自保單價值準備金，而保單價值準備金屬債務人

之責任財產，法律上並無禁止扣押、讓與或不得強制執行之限制，因而執行法

院得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使債權人取得解約金受償 97；有認為解約金非附條件

之債權，保險人給付的時機可能有所變動，但其給付義務在法律上可認為係屬

確定，並可由要保人任意決定請求解約金時機。且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

權利，不具專屬性，從而執行法院得依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98；近期更有認為，執行法院本於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之收取權，以執

行法院地位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99。 

第二款 學說 

第一目 不得換價說 

 有認為債權人為滿足其債權，聲請執行法院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並不符比例原則。在現行法規定下，債權人可選擇

對債務人損害最小之手段。例如債權人可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債務人(要保

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其借款金額與解約金額相差不遠，但前者仍可使人壽

                                            
94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1223 號裁定。 
95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1334 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1169 號裁定、臺

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1049 號裁定。 
96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抗字第 140 號民事裁定。 
9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事聲字第 298 號裁定。 
98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抗字第 2175 號裁定。 
99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抗更(一)字第 1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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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繼續存在，後者則使人壽保險契約不復存在，顯然有其他手段可供替

代，無須由執行法院以強制力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第二目 得換價說 

有認為若按不得換價說之見解，收取命令之收取權能受到過度之限縮。若

如此限縮收取命令，則扣押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債權或債務人的基金 100，將無法

透過收取命令以滿足債權人之債權。而為保障債務人或其同居家屬可能依賴人

壽保險維持生活的事實，有學說認為透過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 1 項規定，執

行法院可例外不予以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101，並無必要全盤否定執行法院終止人

壽保險契約之可能性。 

 上述學說與司法實務見解就債權人是否有權干涉人壽保險契約之終結，其

立論基點有所不同。有站在債權人優先保護立場，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前無保

護之必要，從而允許債權人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人壽保險契約；有站在保護受益

人之立場，認人壽保險契約係為保障受益人，因而不允許債權人聲請法院強制

執行人壽保險契約。究應採何立場，涉及現行法規下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以及

立法者對此問題之意向。 

第七項 要保人或受益人進入破產或消債程序 

 由於我國現行破產制度運作之不彰，且消費者卡債務問題漸趨嚴重，消費

者亟需透過破產程序重新開始經濟生活。因此 2008 年所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下稱消債條例)，實質上取代現行破產制度之運作。因此當消費者為債務

人進入消債程序，其人壽保險契約法律關係，消債程序債權人得為何種程度之

干預，以下分就債務人為要保人及債務人為受益人之情形為說明： 

第一款 破產程序 

第一目 要保人破產 

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

存在，但破產管理人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三個月內終止契約。其終止後之保

險費已交付者，應返還之。」此條規定置於總則，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皆可適

用。惟該規定適用主體為「要保人」，但在人壽保險尚有「受益人」或「被保險

                                            
100 陳典聖，前揭註 52，頁 105。 
101 葉啟洲，可受強制執行之人身保險請求權種類探討，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258，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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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破產」之情形均未列入，因此有認為應目的性限縮解釋，限於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同一之情形 102。若按此一見解，則該條所謂「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存

在」，應如何解釋？有學說認為應區分下列情形 103： 

1. 已指定受益人 

 在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皆為同一人，要保人已指定受益人。應優先適用保險

法第 123 條後段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有受益人者，仍為受益人之利

益而存在」，而不適用保險法第 28 條所謂「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存在」。亦

即，立法者認為此時受益人之保障優於要保人之債權人。因此要保人破產時，

受益人得經要保人之同意，取代要保人在保險契約中的地位。並由成為要保人

之受益人，提供「相當於保險契約終止時，要保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之數額(解約

金)」與破產管財團，使該人壽保險契約排除於破產債權之外 104。此一解釋結

果，與適用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 105及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 106介入權規定之

結果相同。 

2. 未指定受益人 

 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皆為同一人，要保人未指定受益人時，則應優先適用

                                            
102 此一見解主要以被保險人為契約主體，因此採目的性限縮解釋，限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

之情況。參見江朝國，前揭註 9，頁 770。但有認為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要保人，其本意應係規

範被保險人。參見陳猷龍，被保險人破產對於保險契約之效力，月旦法學雜誌，試刊號，頁

16-17，2002 年 10 月。 
103 劉宗榮，前揭註 4，頁 633。 
104 劉宗榮，前揭註 4，頁 633。有不同見解認為依保險法第 123 條後段規定，破產管理人反而

可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未將保險法第 28 條與保險法第 123 條後段規定一併看待。參見江朝國，

前揭註 39，頁 660。 
105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當保險請求權被扣押或強制執行，或要保人之財產開始破

產程序時，記名受益人得經要保人同意，介入保險契約，取得要保人之地位。受益人介入保險

契約者，須於如終止契約時要保人所能向保險人請求之額度內，滿足執行債權人或破產財團之

債權。（第一項）未經指定或未記名指定受益人者，要保人之配偶、伴侶及子女有相同之權利。

（第二項）前揭介入應通知保險人，始生效力。該通知應於有權介入者知有扣押時起或自破產

程序開始時起，一個月內為之。（第三項）」引自葉啟洲，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平衡保障

─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鏡，255 期，頁 97，2016 年 8 月。 
106 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規定：「扣押債權人、破產管理人或死亡保險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本條

第 2 項與第 62 條皆稱終止權人）得終止該死亡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限於第 63 條所規定之責任

準備金，本條第 2 項與第 61 條第 1 項皆同），保險人在收受終止契約通知時起一個月後，生終

止之效力。（第一項）受益人（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除要保人外，限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親

屬，抑或被保險人，在本條第 3 項及第 61 條皆以介入權人稱之）經要保人之同意，在前項期間

經過中，通知繳納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若該當通知之日同時發生終止死亡保險契約

之效力時，保險人應向終止權人給付解約金。但已對保險人通知給付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終止

權人者，不生終止效力。（第二項）在第 1 項所規定之扣押程序、要保人破產、再生或更生程序

下，終止權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介入權人依前項規定為給付及給付通知，視為保險人在該

當扣押程序、要保人破產、再生或更生程序中，已給付終止契約後之解約金。（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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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 28 條「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存在」規定。此時立法者已選擇要保人

之債權人保障優於不存在之受益人，因此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惟

學說認為我國應仿照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第 2 項規定，使要保人之配偶或

子女，經要保人同意，取代要保人在保險契約中的地位。並由成為要保人之配

或子女，給付「解約金」與破產財團，將人壽保險契約排除於破產債權之外。 

3. 現行法解釋之侷限 

 本文認為上述學說見解之結論雖有值得採納之處，惟從現行法架構觀之，

該解釋已是「超越法律的法的續造」107，其與現行法規定有下列不吻合之處： 

(1) 破產法 

上述學說將其區分為未指定受益人與已指定受益人之情形，以保險法第 28

條及第 123 條後段規定相互比較，似可推論出立法者在不同情況下所為之不同

價值判斷。即使認為保險法第 123 條規定明文保障指定受益人，任何保障受益

人之方法，應建立在兼顧要保人破產財團利益下 108。要保人已進入破產程序，

依破產法第 75 條規定，已無法任意移轉其財產上權利(要保人之法律地位)，該

權利應歸破產管理人行使之，自難認要保人得移轉其地位與受益人，進而損害

破產財團之利益。 

(2) 保險法 

 若不考量要保人之破產財團之利益，認指定受益人得受讓要保人之地位，

可能牴觸我國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 109。蓋我國保險法並不要求受益人與被保險

人間具有保險利益，若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無親屬關係之第

三人為受益人。嗣後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受益人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數額，

將該人壽保險契約排除於破產財團之外，並請求要保人移轉其法律地位，原要

保人仍保有其被保險人地位。依保險法第 16 條保險利益之要求，要保人無法移

轉其法律地位與受益人。 

第二目 受益人破產 

 由於我國法院目前處理破產案件甚少，因此單純債務人為壽險受益人，且

被宣告破產之情形，並未在我國司法實務出現，難以得知我國司法實務就此問

                                            
107 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 277，2013 年 8 月。 
108 江朝國，保險法論文集(2)，頁 260，1997 年 3 月。 
109 葉啟洲，前揭註 52，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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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態度。但破產法第 82 條規定第 1 款規定：「左列財產為破產財團：一、破

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債務人(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對保險人之權利，是否屬於將來之請求權，而應列入

破產財團？ 

 若按本文就第三人利益契約角度出發，觀察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

律地位，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乃附條件權利，似乎應將此請求權列入破產財

團範圍。但按部分學說見解，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地位，其僅擁有單純

之期待，似不應該此期待列入破產財團。 

第二款 消債程序 

第一目 債務人為要保人 

 若債務人為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其進入消債程序後，該人壽保險契約

所生之財產上權利，是否皆受消債程序之債權人分配？  

1. 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消債條例第 24 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債務人所訂雙

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尚未完全履行，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但

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前項情形，他方當事人得催告監督人或管理

人於二十日內確答是否終止或解除契約，監督人逾期不為確答者，喪失終止或

解除權；管理人逾期不為確答者，視為終止或解除契約。」人壽保險契約屬於

該條所稱之雙務契約，若債務人為要保人，其進入消債程序，監督人或管理人

得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向保險人請求解約金 110。 

消債條例第 24 條與現行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類似，其相異之處乃前者適用

於消債程序中，債務人所有未履行之雙務契約；後者乃適用於破產程序中，債

務人(破產人)之保險契約。因此消債條例第 24 條規定與保險法第 28 條立法方

向皆相同，皆以允許債權人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2. 撤銷詐害行為 

 消債條例第 20 條規定監督人或管理人之撤銷權，該條規定與民法第 244 條

皆係詐害行為撤銷權，但兩者在行使要件與除斥期間有極大不同。就行使要件

而言，消債條例第 20 條監督人或管理人行使撤銷權，僅須意思表示為之即可

                                            
110 林洲富，論保險契約與強制執行要保人之權利，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229，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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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民法第 244 條債權人行使詐害行為撤銷權，須提起訴訟為之 112。就除斥期

間而言，消債條例第 20 條第 5 項規定撤銷權之除斥期間，自法院裁定開始更生

或清算程序之翌日起，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 245 條規定第 244 條撤銷

權之除斥期間，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 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

經過 10 年而消滅。因此從消債條例第 20 條及民法第 244 條規定觀之，此二規

定有互補之功能，若監督人或管理人罹於消債條例第 20 條第 5 項規定之撤銷權

除斥期間，其仍可向法院依民法第 244 條提起撤銷訴訟。 

 目前我國司法實務案例中，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與消債條例第 20 條有所關聯

者，僅見債務人於消債程序開始前，惡意移轉其人壽保險要保人地位之案例
113。此類案例皆已罹於消債條例第 20 條第 5 項除斥期間，監督人或管理人改依

民法第 244 條撤銷債務人移轉要保人地位之行為。我國司法實務雖形式上適用

民法第 244 條審酌債務人移轉要保人地位行為，但實質上考量消債條例第 20 條

規定意旨，其皆涉及債務人移轉其要保人地位與配偶或子女，應認定構成詐害

行為。 

第二目 債務人為受益人 

 債務人為受益人，其進入消債程序後，保險事故未發生，受益人所擁有之

人壽保險給付請求權(下稱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應列入財團債權？  

1. 保險事故未發生 

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得否列入財團債權？消債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一、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

一切財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

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第 2 款所謂將來行使之財產請

求權，例如附停止條件或附期限之債權。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屬附條

件之債權，似可列入清算財團。惟學說有指出消債條例不同於破產法採膨脹主

義，原則上採固定主義 114，該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若於清算程序中實現，不應

列入清算財團。因此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得否列入清算財團，仍有

                                            
111 張登科，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頁 43，2016 年 8 月。 
112 最高法院 56 年台上字第 19 號判例：「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所規定債權人撤銷權之行使方法，

與一般撤銷權不同，一般撤銷權僅依一方之意思表示為之為已足，而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規

定之撤銷權，則必須聲請法院撤銷之，因此在學說上稱之為撤銷訴權。撤銷訴權雖亦為實體法

上之權利而非訴訟法上之權利，然倘非以訴之方法行使，即不生撤銷之效力，在未生撤銷之效

力以前，債務人之處分行為尚非當然無效，從而亦不能因債務人之處分具有撤銷之原因，即謂

已登記與第三人之權利當然應予塗銷。」 
113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345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781 號判

決。 
114 張登科，前揭註 111，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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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許疑義。 

2. 保險事故已發生 

 若人壽保險事故在消債程序期間發生，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因而

實現，該保險金請求權是否應受更生或清算債權人分配？就此問題，我國司法

實務在民國 103 年(2014 年)第 9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21 號議案，曾有討論類似問題，以下分就該法律問題內容及本文意見為說明： 

(1) 103 年第 9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21 號議

案 

A. 法律問題 

債務人投保之醫療保險契約未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惟於裁定開始清算後，

債務人因手術得請領定額給付之保險金新台幣 26,000 元，則該保險金是否屬於

清算財團之財產？ 

B. 討論意見 

a. 甲說 

債務人投保之保險契約於裁定開始清算前已有效存在，其請領之保險金非

不得執行之標的，應認屬清算財團之財產。 

b. 乙說 

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於裁定開始清算前，並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供其解約時

領取，而其可否領取保險金繫於保險事故是否發生，並不確定，且其原因事實

既於裁定開始清算後發生，故不屬清算財團財產。 

C. 審查意見(基隆地方法院) 

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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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次按健康保險人

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

第 1 條、第 125 條定有明文。本件倘債務人手術醫療事故發生之原因事實在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之前已存在，雖其權利尚未發生，依本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

第 1 款後段規定因仍屬債務人「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故應納入清算財團

內。反之，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始住院進行手術醫療，並且嗣

後依約款向保險人請領醫療保險金者，則不應認此屬債務人之清算財團。另保

險契約一般咸認屬有償契約，此情形亦尚無適用本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第 2 款

逕認為清算財團之餘地。 

D. 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下稱研審小組意見) 

消債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之屬於債務人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

係指債務人基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之原因事由所生將來可行使之財產請

求權，雖其權利尚未可行使，惟其發生權利之原因事實既已存在，待將來一定

事實實現後，權利即能行使而言(消債條例第 98 條立法理由參照)。保險金債權

係以保險事故發生為停止條件之債權，題示情形，保險契約係成立於法院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前，如其保險事故發生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則該保險金

債權屬債務人之現在財產，非屬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自應列入清算財團。

如保險事故發生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該保險金債權即屬債務人將來可

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仍應納入清算財團。 

(2) 本文意見 

 在我國醫療保險條款約定上，並無受益人之約定，通常被保險人即為保險

事故發生後之保險金請求權人。前述法律問題並未指明債務人究為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不論債務人身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地位，抑或僅具備保險人之地

位，該問題之重點乃被保險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應列入清算財團。

研審小組認為不論保險事故發生原因在消債程序開始前抑或消債程序開始後，

均為清算財團範圍。此一見解是否可同樣適用於人壽保險受益人(債務人)之抽

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亦列入清算財團？仍有探討之餘地。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從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與債權人之角度，盡可能羅列我國現有文獻與

司法實務判決就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的討論。然本文認為其後關於人壽

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討論，應從下列面相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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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民法與保險法之關聯 

 本文從保險法及民法規定，觀察人壽保險契約之構造： 

第一款 受益人(第三人)指定方式 

從我國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可得知，第三人之確定係以第三

人是否為受益意思表示決定，顯然我國在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採法國民法第

1121 條規範模式。而同屬第三人利益契約之人壽保險契約，該受益人(第三人)

之確定，則係依保險法第 111 條規定，以要保人是否放棄處分權決定之，若要

保人未放棄處分權，其得隨時變更受益人；若要保人已放棄處分權，則該受益

人即屬確定。顯然民法第 269 條與保險法第 111 條規定在第三人(受益人)指定模

式上有所不同。 

考察保險法第 111 條之前身，1929 年的保險法第 68 條規定：「受益人經指

定後，要保人仍有以契約或遺囑處分其保險利益之權。但受益人已承諾受益

時，不在此限。受益人之承諾及要保人撤銷其受益之權利，非通知保險人，不

得與之對抗。」該受益人指定方式與民法第 269 條規定相同，均以受益人是否

為受益之意思表示，作為受益人是否確定之要件。我國既強調採取民商合一法

制，為何在保險法為不同於民法之特別規定？有認為從保險契約之性質，無法

預想受益人有拒絕受益之情形發生 115，或有認為係基於保險制度所具有之特殊

任務 116，因此在保險法設計與民法不同之規定。 

然而論者均未指出，以要保人是否放棄處分權作為受益人是否確定之方

式，究有何優點？再者，我國保險實務條款中，少見針對要保人放棄處分權為

規定 117，甚至有論者認為應廢除要保人放棄處分權之方式 118。從我國民法與保

險法規定之不一致觀察，可得出我國立法者似欠缺一貫性之思考。 

                                            
115 田邊康平著，廖淑惠譯，保險契約法，頁 28，1993 年 10 月。 
116 吳光平，論我國保險法上為他人利益之保險契約的解釋與適用─從大陸法系保險契約法之角

度觀察，玄奘法律學報，9 期，頁 139，2008 年 6 月。 
117 例如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房貸壽險專用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註條款(一)第
5 條規定：「『金融機構』經依本批註條款指定為受益人並經要保人放棄處分權後，除主契約約

定各項保險金之申請文件外，『金融機構』於申領身故保險金後應出具房屋貸款清償證明予本公

司轉交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又如合作金庫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

註條款(一)申請書內容為：本人(要/被保人)申請本批註條款，於附加批註條款當時為「金融機

構」之房屋貸款債務人時，約定身故受益人於「金融機構」與本人房屋貸款債權債務範圍內以

該「金融機構」為受益人，且依保險法第 110 條聲明放棄對前述受益人之處分權。 
118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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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受益人(第三人)之法律地位 

 由於我國保險法與民法就受益人之規定不盡相同，因而導致受益人法律地

位之不明確。按保險法第 111 條規定，要保人未放棄處分權且保險事故發生

前，受益人隨時可變更之，因而有認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無享有任

何權利，不過享有事實上期待。但按民法第 269 條規定，受益人在要保人與保

險人指定時，其已取得權利，受益人為受益之意思表示，不過是權利確定要

件，故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享有附條件之權利。 

 上述兩說，本文贊同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受益人享有附條件之權利，且其

法律地位次於要保人。亦即，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

時，應優先保護要保人。若再將債權人納入要保人與受益人間法律地位比較，

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已要保人之地位行使權利，是否債權人皆優先於受益

人保護。按保險法第 123 條後段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為受益人之利

益而存在。此條並非僅涉及保險契約關係人，更涉及債權人之利益，雖有學說

認為在債權人的利益考量下，應視該條後段規定為具文。然該條為何不謂：「為

要保人之利益而存在」抑或「為被保險人之利益而存在」，僅謂「為受益人之利

益而存在」？顯見立法者有意提升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只是在債權人與受益人

產生利益衝突時，按現行破產法之規定，仍以債權人之利益為優先。我國破產

法未考量人壽保險之特性為規定 119，是否能謂保險法第 123 條後段規定為具

文？亦即，若立法上有衡平債權人與受益人利益之方式，該條為受益人利益而

存在之立法，並不能認係具文。又從前述債權人干涉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之手段

討論可得知，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非所有情形皆為債權人法律地位優於受益

人。例如在保單借款與債權人代位指定受益人之情形，本文認為債權人之權利

行使權利須受到限制。故在特定情況下，似可推論出立法者仍欲保障受益人之

權利。 

第三款 三方法律關係之內容 

 我國學說認為人壽保險契約屬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按第三人利益契約法

律關係分類，其可區分為補償關係、對價關係，以及直接請求關係。在人壽保

險契約關係下，補償關係指要保人與保險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其主要由保險法

所規範。對價關係則係指要保人與受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我國學說與實務就

此部分並未說明，雙方當事人間法律關係為何？該法律關係之定性，可能影響

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人以外之人。例如前揭所舉之債權人得否撤銷要保人指定受

益人之行為，若未釐清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原因關係，將無法正確適用民法第

                                            
119 近期行政院提出破產法修正草案，將破產法改為債務清理法，但該草案仍舊未規範人壽保

險，僅規範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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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條撤銷權。 

直接請求關係指受益人與保險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按民法第 270 條規定，

保險人得以對抗要保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受益人。向來所關注者，乃要保

人未據實說明、未盡通知義務、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等免責事由，保險人得以

之對抗受益人，拒絕給付保險金。但我國在 2015 年增訂保險法第 29 條第 3 項

後，人壽保險之直接請求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其課與保險人通知受益人義務，

保險人若未履行，將發生私法上之法律效果。該義務違反要件及法律效果之範

圍應如何解釋，此恐非外國法之借鏡可探求，其屬我國立法者之創見。而此一

創見，是否意味受益人的保障將進一步加強？ 

第二項 受益人法律地位之重視  

第一款 受益人存在之目的 

人壽保險受益人存在之目的不同，將影響人壽保險受益人之立法與解釋，

我國學說認為人壽保險受益人存在目的有下列二說 120： 

第一目 需要填補說 

此說認為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對自己之生命具有保險利益，人壽保險係為

填補被保險人死亡所喪失的抽象損害。本於受損害之人應為需受填補之對象，

人壽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應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但人壽保險事故之發生

是以被保險人死亡為停止條件。從而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人將無法填補其抽象

損害，因此由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在其死後代為領取該保險利益 121。 

第二目 人類生命價值理論 

 此說乃美國主流見解，其認為人壽保險之目的，乃被保險人為家中生活經

濟支柱，被保險人死亡可能造成家庭成員生活困難 122，因此該受益人通常為被

保險人之家庭成員 123。從而人壽保險之所以設置受益人之目的，係為保障家庭

成員不因被保險人工作所得之中斷，而頓失經濟來源，在被保險人死後，受益

                                            
120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49。 
121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50。 
122 GEORGE E. REJDA & MICHAEL MCNAMAR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200 (12th ed. 2013). 
123 此一假設係來自美國早期州法保障尚未具法律地位之妻子或子女，因此美國學說在論述受益

人時，多強調家庭成員之保障。關於州法保障受益人(家庭成員)之立法，本文將在第四章第四

節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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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仰賴人壽保險金維持日常家庭生活，故人壽保險係為填補該金錢損失之不

利益 124。 

 本文贊同人類生命價值理論之見解，其假設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兼要保

人)為被繼承人，其指定受益人之目的是為保障其繼承人(家庭成員)，因此人壽

保險雖不具遺囑之要式性，卻有遺囑之功能，本文稱其具有遺囑替代功能 125。

從而人壽保險受益人所產生之法律關係，不能僅從保險契約關係加以觀察，尚

須從被保險人(兼要保人)與受益人間法律關係加以考量。 

第二款 保障遺囑替代功能之手段 

 如前所述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具有遺囑替代功能，當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

益人之利益產生衝突時，是否僅能保障一方利益？從前述第二節之討論，似可

得出有此二方式得平衡雙方間利益： 

第一目 保單借款 

 人壽保險契約現今多採取平準保費，保險人所累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類

似要保人將金錢寄放於保險人，因此其具有儲蓄之性質。保險法第 120 條第 1

項規定，要保人得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亦間接證明人壽保險契約所具的儲蓄

性質。在理論上，債權人得透過實體法與程序法規定，代要保人向保險人為借

款： 

1. 代位借款 

 若認為要保人向保險人借款權利，係屬法律所賦予之資格或地位，因此債

權人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要保人向保險人借款，以滿足其債權。惟民法第

242 條代位權之行使，不須以訴訟為之。在保險實務上，保險人在未有法院判

決可供依據之情形下，面對債權人行使實體法之代位權，保險人是否勇於同意

借款？其可能性極小。 

2. 執行命令 

 若認要保人向保險人借款之權利係法律所賦予的資格或地位，債權人可依

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收取命令，將該權利交由債權人行使，保險人收到

收取命令後，給付保單借款數額予債權人。惟此一作法雖理論上可行，但我國

                                            
124 江朝國，前揭註 39，頁 350。 
125 陳炫宇，夫妻離異後關於人壽保險受益人之解釋─以美國統一繼承法與保險契約法之交錯為

中心，軍法專刊，59 卷 5 期，頁 150，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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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院至今未採該作法 126。本文推測我國執行法院不採該作法之原因，或許

出於其非認要保人向保險人借款之權利乃係法律所賦予之資格或地位。向來執

行法院之執行命令，僅有結束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法律關係，抑或繼續維持債務

人與第三人間法律關係，並無創設債務人與第三人間法律關係。 

 上述代位借款及透過執行命令給付借款之作法，雖目前在我國司法實務之

實行可能性甚微，但本文其後將參照外國相關立法例之作法，分析其實行可行

性。 

第二目 受益人介入權 

 我國學說雖有在解釋論上採引用德日保險法所規定之受益人介入權制度，

但本文前已分析，在現行法規範下，並無如同已規範受益人介入權之解釋空

間。因此受益人介入權制度，僅能透過立法為之。惟在立法規範受益人介入權

前，或許應先思索受益人法律地位之界定。 

若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無享有任何權利，債權人強制執行該人

壽保險契約，並無損及受益人任何權利，因而有賦予受益人介入權之必要 127；

或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享有附條件之權利，債權人強制執行該人壽

保險契約，尚須考量受益人之利益，但原則上以債權人之利益為優先。因此在

損及受益人之利益考量下，賦予受益人介入權之機會。此二不同模式思考下，

對於介入權之設計，可能有所不同。前者思考模式為德國保險契約法所採，後

者則為日本保險法所採，本文認為按我國現行法解釋，應採後者之模式，因此

將在第五章介紹日本保險法介入權之規定。 

                                            
126 陳典聖，前揭註 52，頁 99。 
127 陳炫宇，前揭註 52，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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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地位 

 我國保險法關於受益人之定義，據學者考究，與美國加州保險法存有極大

之關聯性 1，因此有必要探討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俾瞭解立法者

之想法。由於美國法在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之認知不同，形成其與大陸法系國

家，甚至普通法系國家不同之發展。本章從 19 世紀美國法院對人壽保險受益人

法律地位之看法開始談起，並從詐欺移轉法、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聯邦破產法

規等面向，檢驗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第一節 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轉變 

 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期，歷經重大轉

變，而此一重大轉變乃既得權規則與人壽保險條款之增訂為其主要內容，以下

分就此二項目為說明： 

第一項 既得權規則(Vested Right Rule) 

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期，被保險人以自己生命向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

若被保險人曾經指定受益人，雖無須經過受益人之同意，但被保險人無法在保

險契約期間指定變更受益人 2。也就是說，因被保險人無法事後變更受益人 3，

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時，受益人享有確定權利(Vested Right)。受益人可享有人

壽保險金外，即使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合意變更受益人，在未經原受益人之同

意，其變更無效 4，此一現象被稱為既得權規則。既得權規則來自於美國保險

學者整理美國法院判決理由所得出，而法院判決多係基於個案事實所為之，因

既得權規則之主要內容甚難有理論之一貫性。以下介紹既得權規則之起源及其

內容： 

第一款 既得權規則之起源 

美國法院在人壽保險契約所創造出之既得權規則，在英國普通法並不承認

                                            
1 黃正宗，我國保險法之比較研析，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105，2009
年 12 月。 
2 ROGER W.COOLEY, BRIEFS ON THE LAW OF INSURANCE VOL. 4. 3755 (1905). 
3 此源於當初美國引進英國人壽保險契約格式時，未將變更受益人條款納入。參見 J. J. Thyson, 
Rights of Beneficiary and Transferee as Affected by Assignment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26 WASH. 
U. L. Q. 521, 521-522 (1941). 
4 Grover C. Grismore, Changing the Beneficiary of a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48 MICH. L. REV. 591, 
602 (1950);Herbert C. Brook, Change of Life Insurance Beneficiary, 1964 U. ILL. L.F. 426, 427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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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5，因此該規則乃美國所獨創 6。而首先出現既得權規則之案例，乃 1855 年

McCord v. Noyes 案 7，該案涉及紐約州 1840 年之 Verplanck 法案 8，該法允許

已婚婦女以其丈夫為被保險人，為已婚婦女之利益投保人壽保險。在丈夫死

後，由已婚婦女領取人壽保險金，且該人壽保險未超過 300 美元者，已婚婦女

得對抗其夫之債權人。 

因此美國保險學者 Bliss 引用 McCord 案，在其 1872 年人壽保險的書中提

及：「我們瞭解到保險契約之一般規則為保險契約及依保險契約所給付之金錢，

在保險契約簽發時，即歸該保險契約上所指定之受益人所有。而取得保險契約

之人，不論係透過契據、遺囑等行為，無法轉讓受益人之利益予他人。受益人

係有權取得保險金之人，且有當事人適格就該保險金向保險人提起訴訟。若保

險契約表明將其利益給予他人，則被保險人之法定代表人不得請求保險金，且

不得提起訴訟。(We apprehend the general rule to be that a policy, and the money to 

become due under it, belong the moment it is issued to the person or persons named in 

it as the beneficiary or beneficiaries, and that there is no power in the person 

procuring the insurance by any act of his, or hers, by deed or by will, to transfer to 

any other person the interest of the person named. The person designated in the policy 

is the proper person to receipt for and to sue for the money.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ured have no claim upon the money and cannot maintain an action therefor, 

if it is expressed to be for the benefit of some one else.)」9 

Bliss 前述關於既得權規則之論述，其後被美國各州法院所引用，甚至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亦採用此一見解。而關於既得權之用語，有學者指出早期美國法

院承認人壽保險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權利(equitable right)」，其後將此權利稱

為「既得權(vested right or vested interest)」10。 

第二款 既得權規則之內容 

 雖既得權規則廣泛被美國多數州法院所採用，但從上述可知，既得權規則

充其量只是人壽保險實務現象之描述。為何受益人在被保險人指定後，即成為

人壽保險契約之所有權人？因此以下介紹美國法院為既得權規則所創之理論基

礎，並說明不採用既得權規則之其他見解： 

                                            
5 Note, Rights of Creditors of an Insured Insolvent against His Wife and Children as Beneficiaries of a 
Life Policy, 23 COLUM. L. REV. 771, 771 (1923). 
6 Brook, supra note 4, at 428. 
7 3 Brady. 139 (1855). 
8 關於 Verplanck 法案之詳細介紹，參照本章第四節第一項。 
9 Bliss, Life Insurance, § 317 (1872)引自 William Reynolds Vance, The Beneficiary's Interest in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31 YALE L.J. 343, 347-348 (1922). 
10 Lewis D. Asper, Ownership and Transfer of Interests in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20 HASTINGS L. J. 
1175, 1177 (196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9 
 

第一目 既得權規則之理論基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888 年 Central Nat. Bank v. Hume 案 11之判決理由

中，亦曾對既得權規則為說明。然而既得權規則只說明現象，並未有其堅強之

理論基礎，因此 Vance 教授整理美國早期各州法院對於既得權規則之理解，其

認為其理論基礎可分為 3 類 12。從而本文以下參考 Vance 教授對州法院判決之

分類，並介紹 Hume 案之部分判決理由 13： 

1. Hume 案判決理由 

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既得權規則之理解，主要依據乃前述保險學者 Bliss 之說

明，其謂：「我們認為妻子或子女(受益人)，以其丈夫或父親為被保險人，符合

保險利益。而被保險人於生存期間，在未經受益人同意下，不得行使保險契約

之任何權利或贈與保險契約予他人。甚至被保險人死亡後，該保險金歸屬於受

益人，不屬於被保險人之債權人或法定代表人，此並無任何疑問。事實上，保

險契約之一般規則為保險契約及依保險契約所給付之金錢，在保險契約簽發

時，即歸該保險契約上所指定之受益人所有。而取得保險契約之人，不論係透

過契據、遺囑等行為，無法轉讓受益人之利益予他人。(We think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in the instance of contracts of insurance with a wife or children, or both, 

upon their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life of the husband or father, the latter, while they 

are living, can exercise no power of dispostition over the same without their consent, 

nor has he any interest therein of which he can avail himself, nor upon his death have 

hi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r his creditors any interest in the proceeds of such 

contracts, which belong to the beneficiaries, to whom they are payable. It is indeed 

the general rule that a policy, and the money to become due under it, belong, the 

moment it is issued, to the person or persons named in it as the beneficiary or 

beneficiaries; and that there is no power in the person procuring the insurance, by any 

act of his, by deed or by will, to transfer to any other person the interest of the person 

named.)」14 

2. 遺贈理論 

 有州法院將人壽保險契約認定為權利動產(chose in action)，因此被保險人

                                            
11 128 U.S. 195 (1888). 
12 WILLIAM REYNOLDS VANCE, HAND BOOK ON THE LAW OF INSURANCE 393 (1904). 
13 Hume 案之爭點並非在既得權規則，而係在詐害債權之認定，因此美國聯邦最法院在 Hume
案中對既得權規則之闡示，不過是傍論。 
14 128 U.S. 195, 206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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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受益人，係贈與動產予受益人 15。因此受益人擁有人壽保險契約絕對所有

權，相對地，被保險人則對人壽保險契約並無任何權利，其僅有繳納人壽保險

保費與維持契約存續之義務 16。此一見解符合當被保險人遲繳保費時，受益人

有權繳納遲延保費之法院判決 17。既受益人擁有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按此推

論，僅受益人有權就該人壽保險契約爭議提起訴訟，被保險人不得提起之。但

此一見解與法院承認被保險人得因保險人拒絕給付保險金責任，而提起訴訟之

作法有所不符 18。 

3. 信託理論 

 有州法院認為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係被保險人宣示將人壽保險契

約相關權利，信託受益人行使之 19。由於被保險人所指定之受益人，通常為妻

子、子女或受被保險人扶養之人，更可認為被保險人與受益人間成立不可撤銷

的信託(irrevocable trust)20，以保障受益人在被保險人死後，其所帶來之金錢損

失。 

而信託理論亦有助於法院處理受益人殺害被保險人之情形 21。例如被保險

人已指定受益人，但受益人殺害被保險人，此時不能認保險人已免除其給付保

險金之責任，因被保險人與其繼承人或其他受益人仍有信託關係存在，保險人

仍應給付保險金與非殺害被保險人之繼承人或受益人。而信託理論並未普遍被

法院接受，例如聯邦第五上訴巡迴法院在 Spicer v. New York Life Ins. Co.案 22

中，即否定信託理論之適用。 

4. 代理理論 

有州法院見解認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簽訂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

現實上卻由被保險人持有人壽保險契約，因此被保險人為受益人之代理人 23。

因此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簽訂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時起，受益人即取得

                                            
15 Lemon v. Phoenix Mut. Life Ins. Co., 38 Conn. 294 (1871). 
16 Vance, supra note 9, at 355. 
17 Mut. Life Ins. Co. v. Schaeffer, 94 U. S. 457 (1876); Western & Southern Life Ins. Co. v. Grimes, 
138 Ky. 338, 128 S. W. 65(1910); Langford v. Nat'l. Life Ins. Co., 116 Ark. 527, 173 S. W. 414 (1915) . 
18 Vance, supra note 9, at 355. 
19 Pingrey v. National Life Ins. Co., 144 Mass. 374 (1887); Small v. Jose, 86 Me. 120 (1893); Ryan v. 
Rothweiler, 50 Ohio St. 595 (1893);  
20 Alexander H. Robbins, Vested Interest of Beneficiary under a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 53 CENT. L.J. 
184, 185 (1901). Note, Vested Interest of a Beneficiary under a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 15 HARV. L. 
REV. 417, 417 (1902). 
21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 of the U.S. v. Weightman, L.R.A. 1917B, 1210 (1916); Johnston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85 W.Va. 70 (1919); J. T. W., Right of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of 
Insured's Estate to Recover Proceeds of Policy, 7 A.L.R. 828 (1920). 
22 268 F. 500 (1920). 
23 Whitehead v New York Life Ins. Co., 57 Sickels 143 (1886); Thompson v American Tontine Life & 
Sav. Ins. Co., 1 Sickels 674 (1871); Holmes v Gilman, 20 L.R.A. 566 (1893);Washington Life Ins. Co. 
v. Berwald, 97 Tex. 111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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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被保險人(代理人)欲處分該人壽保險契約，應得到受

益人(本人)之同意。然此一理論與現實差距過大，在實際案件中透過代理理論

解決者，往往無法得到滿意之解決方案 24。 

上述理論基礎皆無法合理說明為何人壽保險受益人在被指定當下，其獨享

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而非持有保單之被保險人？即使是按照利益第三人

契約理論，要約人與承諾人合意時，仍得撤銷第三人之權利 25。因此部分美國

州法院傾向將人壽保險契約與遺囑類比，而此類見解適用情形，通常發生在被

保險人指定子女為受益人，該子女先於被保險人死亡。因此法院依遺囑法理，

在被保險人死亡後，該人壽保險金應給付孫子女 26。從法院判決此種趨勢觀

察，將人壽保險契約類比為遺囑之作法，實際上有逐漸揚棄既得權規則之傾向

產生 27。 

第二目 既得權規則之例外 

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期，美國多數州皆採取既得權規則，甚至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亦採取之，僅有威斯康辛州法院採取不同見解。威斯康辛州當時的特

殊見解，被稱為威斯康辛規則 28。該州最高法院認為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指定

受益人後，被保險人並未喪失其人壽保險契約之利益，被保險人仍可處分或以

遺囑處分其保險契約。不論該人壽保險契約是否置入變更受益人條款，被保險

人仍為該保險契約之所有權人 29。但此一規則並不適用於受益人為已婚婦女之

情形，若受益人為已婚婦女，則依前述既得權規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仍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 30。 

第二項 增訂保險條款所帶來之改變 

 在 20 世紀初期，多數美國人壽保險契約皆有變更受益人條款與人壽保單轉

讓條款，此二條款深刻影響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以下分就此二條

款之內容及其影響說明之，最後討論現行美國人壽保險契約所有權之歸屬。 

                                            
24 WILLIAM REYNOLDS VANCE, HANDBOOK ON THE LAW OF INSURANCE 393-394(1904). 
25 I.d., at 394. 
26 P.H.R., Right of Beneficiary─Termination of Contingent Right of Child─Is Beneficiary's Right 
Testamentary or Contractual?, 65 U. PENN. L. REV. & A. L. R. 578, 578-579 (1917). 
27 VANCE, supra note 24, at 394. 
28 CHARLES W.FRICKE, THE LAW OF LIFE INSURANCE IN RE BENEFICIARY AND ASSIGNMENT 33 
(1903). 
29 Clark v. Durand,12 Wis. 223 (1860) Kerman v. Howard, 23 Wis., 108 (1968); Foster v. Gile, 50 Wis. 
603 (1881); In re Breitung's Estate, 78 Wis. 33 (1890); Strike v. Wisconsin Odd Fellows Mut. Life Ins. 
Co., 95 Wis. 583 (1897). 
30 FRICKE, supra note 28,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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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變更受益人條款 

既得權規則限制被保險人在指定受益人後，無法處分其所投保之人壽保險

契約。因此美國人壽保險公司為強化被保險人之法律地位，在其人壽保險契約

內置入變更受益人條款，由於該變更受益人條款在人壽保險實務之普及，隨之

影響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以下分就變更受益人條款內容及人壽保險受

益人法律地位之變化為說明： 

第一目 條款內容 

簽訂人壽保險契約雙方之當事人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被保險人在指定人

壽保險契約受益人後，依既得權規則，被保險人對該人壽保險契約即喪失任何

權利。此一見解顯然有悖於被保險人簽訂人壽保險契約時之真意 31，因此美國

人壽保險公司為確保被保險人之真意，開始在人壽保險契約置入變更受益人條

款(Change of Beneficiary Clause)32。據學者考察，在 1898 年聯邦破產法制定當

時，僅有一兩家人壽保險公司在其人壽保險契約置入類似條款 33。 

通常變更受益人條款規定：「被保險人得在本保險契約存續期間內，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總部變更受益人。但限於本契約尚未被轉讓，且依本公司關於保單

轉讓及受益人規則。該變更受益人自本公司在保險契約上簽署時生效。(The 

insured ma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policy, provided the policy is 

not then assigned, and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this company regarding assignments and 

beneficiaries, change the beneficiary or beneficiaries by written notice to the 

company, at its head office; such change to take effect on the endorsement of the same 

on the policy by the company.)」34 

第二目 變更受益人條款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隨著紐約州在 1905 年及 1906 年所作之 Armstrong 調查，根據該調查結

果，紐約州議會開始立法要求人壽保險公司採用保單示範條款(standard 

policy)，該保單示範條款置有變更受益人條款。受到紐約州立法之影響 35，多

                                            
31 Note, The Assignment of Life Insurance as Collateral Security for Bank Loans, 58 YALE L.J. 743, 
748-749 (1949). 
32 變更受益人條款賦予被保險人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卻要求被保險人書面通知，且經保險人書

面簽署同意，產生該變更受益人條款是保障保險人錯誤給付保險金，抑或限制既得權規則之疑

義。詳參見 Grismore, supra note 4, at 591-602. 
33 Isadore H. Cohen, Role of Life Insurance As an Asset in Bankruptcy: Part I, 28 VA. L. REV. 211, 235 
(1942). 
34 Sullivan v. Maroney, 76 N.J. Eq. 104, 108 (1909).  
35 James S. Burke, Designation of the Beneficiary, in THE BENEFICIARY IN LIFE INSURANCE, 8 (Dan M. 
McGill ed.,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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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美國人壽保險公司開始採用變更受益人條款，因此美國在 20 世紀時，變更受

益人之概念才廣泛被接受。而變更受益人之概念，相對地影響美國法院對人壽

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之理解，其出現兩種不同說法 36： 

1. 單純期待(Expectancy)說 

 此說認為被保險人得在人壽保險契約存續期間內變更受益人者，亦即被保

險人有意於人壽保險契約存續期間內，繼續享有人壽保險之利益。而受益人在

人壽保險契約存續期間內，僅有期待被保險人死亡後，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受

益人 37。該期待並非利益，亦非權利。此如同遺囑人於遺囑中指定他人在其死

亡後，受領遺產，該他人在遺囑人死亡前，不過是單純期待。 

有學說贊同單純期待說，例如知名保險法學者 Vance 教授認為，既得權規

則之發展源自紐約州 Verplanck 法案，其理論基礎源自於州立法者為保護已婚婦

女。但毋須為保護已婚婦女，而使所有類型之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均具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從而人壽保險受益人為已婚婦女外，其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不過係單純期待 38。近期保險法學者 JerryII 教授

贊同人壽保險契約既有變更受益人條款，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不過是單

純期待保險人將來給付保險金 39。 

2. 期待權(Contingent Right)說 

 此說認為變更受益人條款授予被保險人剝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部

分權利，即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若被保險人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欲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或轉讓人壽保險契約。在未經過受益

人同意前，被保險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或轉讓人壽保險契約，對受益人不生效

力 40。按此說見解，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仍享有一定之權利，惟其權利受

到限制 41。此說實際運用可在 Tyler v. Treasurer and Receiver General 案 42顯現，

麻州最高法院在該案認為，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在被保險人死後，保險人給

付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並非遺產，因受益人在生前已部分享有人壽保險金權利
43。 近期保險法學者 Stempel 教授則認為，即使有變更受益人條款之出現，美

                                            
36 Vance, supra note 9, at 358. 
37 Hicks v. Northwestern Mut. Life Ins. Co. of Milwaukee, L.R.A. 1915A,872 (1914); Mutual Ben. 
Life Ins. Co. v. Swett, 222 F. 200 (1915); McGowin v Menken, 223 N.Y. 509 (1918); McEwen v. New 
York Life Ins. Co., 42 Cal.App. 133 (1919); 
38 Vance, supra note 9, at 360. 
39 ROBERT JERRY II & DOUGLAS R.RICHMOND,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329 (5th ed. 2011). 
40 Holder v. Prudential Ins. Co., 77 S.C. 299 (1907); Sullivan v. Maroney, 76 N.J. Eq. 104 (1909); 
Indiana Nat. Life Ins. Co. v. McGinnis, 180 Ind. 9 (1913); Roberts v. Northwestern Nat. Life Ins. Co., 
143 Ga. 780 (1915); Lloyd v. Royal Union Mut. Life Ins. Co., 245 F. 162 (1917).  
41 Grover C. Grismore, The Assignment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42 MICH. L. REV. 789, 798 (1944). 
42 226 Mass. 306 (1917). 
43 I.d., at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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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仍擁有期待權 44。 

第二款 人壽保單轉讓條款 

 人壽保單轉讓之現象，於變更受益人條款出現前即已存在。但在變更受益

人條款出現前，人壽保險受益人與人壽保單受讓人甚難區別 45。而美國過去更

爭論人壽保單受讓人與被保險人間是否應具有保險利益，此關乎保單轉讓之有

效性。而在 20 世紀初期，多數美國法院見解已認為保單受讓人與被保險人間不

須具有保險利益 46，亦即開始承認保單轉讓之有效性。隨著 20 世紀初期變更受

益人條款之出現，人壽保單轉讓條款亦相應出現 47。從而產生人壽保單受讓人

與受益人之法律地位關係為何？以下先介紹人壽保單轉讓條款之內容，再就受

益人與人壽保單受讓人間衝突為說明： 

第一目 條款內容 

 人壽保單得否轉讓，取決於轉讓人(Assignor)、受讓人(Asignee)與保險人

(Insurer)三方。而保險人若欲設計其人壽保單可為轉讓，則會在其人壽保險契約

置入絕對轉讓條款或擔保轉讓條款。此二條款之區別，在於保單轉讓之目的。

若保單轉讓人欲使受讓人取得保單權利，則依絕對轉讓條款；若保單轉讓人欲

透過轉讓而擔保債務，則依擔保轉讓條款。雖有建議將此二種保單轉讓條款合

併為一，以絕對轉讓條款為主 48，但在現今美國學說上仍將保單轉讓區分為絕

對轉讓及附條件轉讓(包含擔保轉讓)49。以下就早期美國人壽保單轉讓條款之類

型為介紹： 

1. 絕對轉讓條款(Absolute Assignemnt Clause) 

絕對轉讓條款將人壽保單視為動產，保單受讓人擁有原保單持有人之全部

權利。此條款通常規定：「就目前所收到之人壽保單價值，我在此聲明轉讓、移

轉及移交由           人壽保險公司(全名)所簽發，號碼為           之人

壽保單所有權利、所有權及利益予                                   。 

而我也為本人、本人之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保證，上述轉讓予指名受讓

人、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具有效及充分性，且保證上述之人對該人壽保險

                                            
44 JEFFREY W. STEMPEL, STEMPEL ON INSURANCE CONTRACT 18-14 (3d ed. 2010). 
45 Robert Dechert, Assignments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 THE BENEFICIARY IN LIFE INSURANCE, 27 
(Dan M. McGill ed., 1956). 
46 Chas. G. Dibrell, Life Insurance Policies-Transfers By Third Party Owners, 4 FORUM 26, 29 (1969); 
Robert S. Bloink, Catalysts for Clarification: Modern Twists on the Insurable Interest Requirement for 
Life Insurance, 17 CONN. INS. L.J. 55, 64 (2010). 
47 Asper, supra note 10, at 1181. 
48 Dechert, supra note 45, at 28. 
49 STEVEN PLITT ET AL., COUCH ON INSURANCE § 37:1 (3d ed. 20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單具永久所有權，並不受侵害。」50 

2. 擔保轉讓條款(Collateral Assignment Clause) 

「就目前所收到之人壽保單價值，在此聲明轉讓、移轉，由            

人壽保險公司所簽發，號碼為          ，以           為被保險人，該人壽

保單之所有權利、所有權及利益予           ，作為借款金額            ，

利息           之擔保。但應理解依據該保險契約之所有條件，該保險的所有

盈餘分配給付與被保險人或為被保險人之利益而使用。 

被保險人放棄在保險契約期間中之保單轉讓權利與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

利。 

而本公司(人壽保險公司)被授權在保單屆期時，從保險金中扣除積欠擔保

債務金額，並將其金額給付與保單受讓人；若扣除後尚有餘額，則給付與指定

受益人。 

若未履行清償擔保債務，本公司得依照一般規則，要求保單受讓人單獨簽

署解約金收據，由本公司給付解約金以滿足保單受讓人之債權；若解約金尚有

剩餘，應給付予          。」51 

第二目 受益人與保單受讓人之權益衝突 

 在承認人壽保單得為轉讓前提下，學說認為保單現金價值相關權利、變更

受益人權利及請求人壽保險金權利(下稱為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人壽保單

受讓人皆得享有之 52。如此將產生當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後，被

                                            
50 For Value Received, I hereby assign, transfer, and set over all my right, title and interest in Policy 
No           issued on the life of by           (Full Name)LIFE INSURANCE COMPANY, 
to……………………………………of………………………………………………………………… 
and I do also for myself, my executors and administrators,guarantee the validity and sufficiency of the 
foregoing assignment to the above named assignee, executors, administrators, and assigns, and their 
title to the said Policy will forever warrant and defend.引自 FRICKE, supra note 28, at 49. 
51 For Value Received……………….hereby assign and transfer unto……………….of……………. ,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of ……………. dollars ($…………….) with ……………. interest, 
all……………. right, title and interest in and to Policy numbered…………….issued by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upon the life of……………., of……………., subject to all the 
conditions of said policy, it being understood, however, that all distributions of surplus apportioned to 
this policy may be paid to or us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sured. 

The insured waives, during the life of this assignment, the right (if any there be), reserved in said 
policy to make change of beneficiary. 

And said Company is authorized, on maturity of said policy, to deduct from the proceeds thereof, 
the amount of the indebtedness hereby secured and to pay the same to the Asignee ; the balance of said 
policy, if any remain, to be payable as designated therein. 

In case of default in the payment of the indebtedness hereby secured, the Company may, upon the 
demand, and the sole signature of the Assignee to the surrender receipt, pay and satisfy the claim of the 
Assignee from out of the cash surrender value of said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general rules 
then in use ; the balance of said value, if any remain, to be paid to………………., which payment shall 
be in full satisfaction of said policy.引自 FRICKE, supra note 28, at 56. 
52 Grismore, supra note 41, at 79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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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又將人壽保單權利轉讓他人者。則保險事故前，被保險人得否為取得解

約金而終止契約？抑或保險事故發生後，人壽保險金應優先給付何人？此更涉

及被保險人、受益人、保單受讓人三方法律地位之比較。以下先就人壽保單之

可轉讓權人為說明，再比較被保險人、受益人、保單受讓人三方法律地位： 

1. 可轉讓權人 

 在人壽保險契約皆有變更受益人條款之前提下，可轉讓人壽保單之人，得

分為下列二種情形： 

(1) 保留變更受益人權利 

 當被保險人在人壽保險契約存續期間中，仍有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可認為

該被保險人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 53，其得轉讓人壽保單予他人，縱使被

保險人已指定受益人。然美國法院有不同理由支持此一結論，以下分別說明其

理由： 

A. 單純期待說 

 此說立基於反對既得權規則，既得權規則係指受益人在人壽保險契約締結

時起，取得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但隨著變更受益人條款之出現，受益人從

不可撤銷轉變為可撤銷，因此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不過係單純期待，被保險人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 54。例如在 Mutual Benefit Life 

Ins. Co. v. Swett 案 55中，被保險人以其生命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妻子為受益

人，其後被保險人(丈夫)與受益人(妻子)共同聯名將該人壽保單轉讓與銀行，作

為擔保借款之用。該案受益人主張其將人壽保單轉讓與銀行，並無對價關係，

該保單轉讓行為無效。聯邦第六上訴巡迴法院謂：「受益人在被保險人死亡前，

並無既得權利可轉讓，且直到提起訴訟前，無可轉讓或移轉之保單利益。當被

保險人為保單轉讓時，因被保險人享有對該保單絕對轉讓之權利，受益人對該

保單並無財產上權利，僅單純期待，故受益人並未轉讓該保單，為被保險人擔

保借款。既受益人未擔保借款債務，則被保險人與受益人聯名轉讓保單行為，

對受益人不生效力，也不須有對價關係存在，因受益人未轉讓任何財產價值。

即使銀行無受益人之同意，其擔保權利不受影響。而該保單並不歸受益人所

有，係歸被保險人所有。」56 

                                            
53 Grismore, supra note 41, at 796. 
54 此一見解主要源自於紐澤西州，因此被稱為紐澤西觀點，參見 W.R.D., The Effect of 
Assignment upon the Interest of a Life Insurance Beneficiary, 47 VA. L. REV. 89, 94-95 (1961). 
55 222 F. 200 (1915). 
56 I.d., at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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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說認為此一判決係採單純期待說，係將人壽保險契約想定為財產上權

利，被保險人在生前擁有此一財產上權利，在死後轉讓其財產上權利與受益

人。也就是說，將指定受益人類比遺囑 57。但其認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其享有期待權，被保險人得在事故發生前，變更受益人影響原受益人之權

利行使 58。然而採取期待權說，並不影響被保險人有權轉讓人壽保單之結論。 

B. 變更受益人等同保單轉讓說 

 此說認為被保險人欲轉讓人壽保單予受讓人，其本意係為使保單受讓人優

先於受益人取得人壽保險金之權利，被保險人唯一可使其意思表示生效之方

法，僅有透過變更受益人之方式，從而保單轉讓應等同於變更受益人 59。然此

說有其缺陷存在，蓋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變更，須遵守保險人所約定之變更

受益人要件，轉讓人壽保單之要件並不完全符合變更受益人要件，從而美國法

院多不採轉讓人壽保單與變更受益人要件相同之見解 60。 

 而美國法院在數個判決中，亦多次強調變更受益人與保單轉讓之不同，其

謂：「轉讓係指移轉其財產上之權利或利益與他人，且一般來說，應確保移轉標

的之有效性。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係指定之權利，該指定之權利應依保險契約合

意內容為行使。」61 

 (2) 放棄變更受益人權利 

 若被保險人放棄變更受益人權利，或人壽保險契約未有變更受益人條款，

則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時，依既得權規則，該受益人取得該人壽保險契約相關

權利，被保險人喪失該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因此在該人壽保險契約中，有

權轉讓人壽保單者乃受益人 62，被保險人此時若轉讓人壽保單予他人，該人壽

保單受讓人無法對抗受益人。 

                                            
57 Grismore, supra note 41, at 798. 
58 Grismore, supra note 41, at 798-799. 
59 Martin v. Stubbing, 126 Ill. 387 (1888); Atlantic Mut. Life Ins. Co. v. Gannon, 179 Mass. 291 
(1901); Merchants Bank v. Garrard, 158 Ga. 867 (1924); Baldwin v. Wheat, 170 Ga. 449 (1930); 
Carnes v. Franklin Life Ins. Co., 81 F. 2d 800 (1936); Shay v. Merchants Banking Trust Co., 335 Pa. 
101 (1939). 
60 Grismore, supra note 41, at 799. 
61 Mutual Benefit Life Ins. Co. v. Swett, 222 F. 200 (1915).Equitable Life Ins. Co. of Iowa v. Mitchell, 
248 Ill.App. 401 (1927);Taylor v. Southern Bank & Trust Co., 227 Ala. 565(1933) 
62 J. S. C., Does Assignment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by the Insured Effect a Change in the 
Beneficiary, 73 U. PA. L. REV. 295, 296 (1925); Note, Limitations on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Beneficiary in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42 HARV. L. REV. 250,251 (1929). N. L. P., Assignment without 
Formal Change of Beneficiary of Life Insurance Policy─Having Revocable Beneficiary Clause, 85 U. 
PA. L. REV. 203, 203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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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方法律地位之比較 

 欲比較被保險人、受益人及保單受讓人之法律地位，以下區分保單轉讓人

為何人，作為檢討此三方法律地位之基礎： 

(1) 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欲轉讓其人壽保單予第三人，通常被保險人有變更受益人之權

利，因此被保險人轉讓人壽保單與受讓人，該保單受讓人權利源自於被保險

人，保單受讓人法律地位與被保險人相同。若該人壽保險契約有指定受益人，

則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低於被保險人與保單受讓人 63。相反地，若被保險人已放

棄變更受益人權利，即使被保險人作成人壽保單轉讓之形式，實質上被保險人

未轉讓任何權利，受益人方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此時被保險人及保單

受讓人之法律地位低於受益人。 

(2) 受益人 

 受益人欲轉讓人壽保單予第三人，則該受益人須為不可撤銷之受益人

(irrevocable beneficiary)64，依既得權規則，該受益人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

利。在受益人與被保險人共同為絕對轉讓(absolute assignment)人壽保單情況

下，該保單受讓人可取得變更受益人之權利 65。此時保單受讓人之法律地位高

於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但通常情況下，受益人無移轉變更受益人權利之意，因

此尚須視人壽保單轉讓條款如何約定。 

第三款 人壽保單所有人(Policyholder)之概念 

 前述所討論者，均涉及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其保險契約相關權利究歸何

人所有？在美國保險教科書或判決中，常可見到保單所有人(Policyholder)之用

語，其主要指稱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之人。依照 Stempel 教授之定義，

保單所有人係指被保險人，但有時購買保險契約或維持保險契約之人，並非被

保險人，因此該購買保險契約人與被保險人間須存有保險利益 66。然 Stempel

教授對保單所有人之定義，係屬通則性定義，並未針對人壽保險所有人概念為

說明。因此綜合前述說明，人壽保單所有人涵蓋被保險人、受益人及保單受讓

人三種類型： 

                                            
63 W.R.D., supra note 54, at 99. 
64 Norman Baker, Assignments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27 MARQ. L. REV. 171, 179 (1943). 
65 I.d., at 180. 
66 STEMPEL, supra note 44, at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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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被保險人 

 若人壽保險契約中有變更受益人條款，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並未放棄其

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則該被保險人為人壽保單所有人，其在人壽保險存續期

間，得任意終止保險契約並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行使保單借款權利、行使

繳清保險權利或行使展期定期保險權利。且上述權利之行使，不需經受益人之

同意。此一狀況下之受益人，其法律地位低於被保險人。 

第二目 受益人 

若人壽保險契約中有變更受益人條款，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但被保險人

放棄變更受益人權利。依既得權規則，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時，該受益人溯及

既往保險契約簽發時，取得與被保險人相同之權利。即受益人得任意終止保險

契約並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行使保單借款權利、行使繳清保險權利或行使

展期定期保險權利 67。因此該受益人可被認定是人壽保單所有人，其享有相當

於權利之法律上地位。 

第三目 保單受讓人 

 保單受讓人之權利，取決於轉讓人壽保單權利人擁有之權限。而可轉讓人

壽保單權利人之類型有二：其一為不可撤銷之受益人，依既得權規則，其二為

被保險人。該二類保單轉讓權人所為轉讓之權利，除保險契約特別約定外，所

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歸保單受讓人享有。該保單受讓人可再為轉讓，再轉

讓之保單受讓人，其權利義務與原始保單轉讓權人相同。因此保單受讓人亦為

保單所有人之一，其得行使任意終止保險契約並請求保險人償付解約金、行使

保單借款權利、行使繳清保險權利或行使展期定期保險權利。 

第二節 詐害債權與人壽保險金給付 

 前節提及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美國法院原採既得權規則，在 20 世紀

初期人壽保險公司採用變更受益人條款，使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開始發

生轉變。然在 20 世紀前，美國人壽保險契約未有變更受益人條款，依既得權規

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乃人壽保險契約之所有權人，因此被保險人與

保險人簽訂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此一類型案例

多發生在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初期，於 20 世紀中期前已大致解決。 

雖美國各州在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初期，人壽保險法規已相對完備，但

                                            
67 PLITT ET AL., supra note 49, at § 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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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相當程度仰賴英國法院之見解。尤其債權人之詐害債權撤銷權制度，主要源

自英國，因此有必要就英國詐欺移轉法為介紹。而 19 世紀後，美國人壽保險之

蓬勃發展，開始出現債務人投保壽險規避債務之現象，因此詐欺移轉法作為保

護債權人之法律，如何與人壽保險法規為調和？由於美國各州立法政策有所不

同，以下主要介紹州法院及聯邦法院在具體案例上所表示之見解：  

第一項 普通法(詐欺移轉法)之適用 

第一款 英國 1571 年詐欺移轉法之(Fraudulent Conveyances Act 1571)介紹 

美國過去為英國殖民地，因此過去在英國統治時期所施行之法規及判例，

若經殖民地時期之美國法院所採用，即使美國獨立後。該英國法規及判例仍能

成為美國之普通法(Common Law)，為美國法院所加以引用，英國 1571 年的詐

欺移轉法 68即為適例 69。由於該法涉及許多英國封建土地制度，因此依美國學

者 Garrard Glenn 對該法之簡要介紹如下 70： 

 該法第 1 條規定：「本法為有關詐欺移轉的法律，對債權人及法律上有正當

請求權者為隱藏、拖延，或基於詐欺意圖為領地轉讓(feoffments)、贈與(gifts)、

移轉(grants)等其他詐害行為時，該詐欺性行為無效。」 

 第 2 條規定：「依前條規定被宣告係以詐欺意圖為移轉土地、動產、牲畜等

詐害行為，對被妨礙(disturbed)、被隱藏(hinder)、被拖延(delayed)、被詐欺之人

及其繼承人、受讓人、財產管理人而言，視為明確且完全的(clearly and utterly)

無效。」 

 第 3 條規定：「前述詐害行為當事人，得沒收因詐害行為取得標的物之一年

收益或動產價值。被沒收財物的半數歸女王陛下，其餘半數歸被詐害之債權人

所有。若詐害行為當事人被判決有罪，應在半年內入監服刑。」若從該條規定

觀之，沒收係屬刑罰規定 71，而非民事法規定。 

 第 6 條規定：「受讓人依有效對價(good consideration)並善意受讓標的物，

且移轉標的物當時，不知債務人詐害債權之意圖者，不適用本法規定。」 

第二款 詐欺意圖(Actual Fraud)之證明 

 儘管英國已透過詐欺移轉法之制定，禁止債務人透過任何行為規避債權人

追討債務，然而詐欺移轉法要求債權人須證明債務人有詐欺意圖，可想而知該

                                            
68 13 Eliz 1, c 5. 
69 Peter A. Alces & Luther M. Dor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New Uniform Fraudulent Transfer Act, 
U. ILL. L. REV. 527, 530 (1985). 
70 GARRARD B.GLENN, FRAUDULENT CONVEYANCES AND PREFERENCES 7 (Rev. ed. 1940). 
71 Max Radin, Fraudulent Conveyances in California and the Uniform Fraudulent Conveyance Act, 27 
CAL. L. REV. 1, 2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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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意圖甚難證明。蓋他人若未將心中所想表現於外，任何人欲證明他人心中

所想，似僅能透過間接事證加以證立。因此英國司法實務有感於詐欺意圖之證

明困難，發展出減輕債權人舉證責任之方法。英國在 1601 年的 Twyne’s 案 72

中，透過「詐欺表徵(badges of fraud)」概念，藉以推定債務人有詐欺意圖，並

同時減輕債權人之舉證責任。以下簡介 Twyne’s 案之案例事實及判決理由： 

第一目 案例事實 

 檢察總長 Coke 向星室法院(Star Chamber)告發，居住在 Hampsphere 的居民

Twyne 有詐害行為，因而開始本案之審理。Pierce(以下簡稱 P)積欠 Twyne(以下

簡稱 T)400 英鎊，同時也積欠 C(姓名不詳)200 英鎊。而 C 曾對 P 提起請求返還

借款之訴，但 P 在訴訟係屬中將其價值 300 英鎊之動產及牲畜，秘密地贈與

T，作為清償對 T 債務之用。但事實上 P 仍持續占有其所贈與之動產與牲畜，

其曾將動產一部分出賣與他人，甚至牲畜仍烙印 P 的標誌。 

 其後 C 取得對 P 的勝訴判決，且已經 Southampton 執行官(sheriff)核可，發

出強制執行命令(fieri facias)。執行官依據強制執行命令對前述動產為強制執行

時，T 指示數人抗拒該強制執行。T 主張上述動產乃 P 所贈與，該贈與乃基於

有效之對價，因此 T 已取得上述動產之所有權，不得對其強制執行。從而 P 對

T 所為之贈與，是否為債務人具有詐欺意圖所為之贈與，乃本案之主要爭點。 

第二目 判決理由 

星室法院認為 P 對 T 所為之贈與，乃債務人具有詐欺意圖所為之贈與，其

理由如下： 

(1) 該贈與具有詐欺意圖之表徵(the signs and marks of frauds)，P 對 T 所為贈與

項目甚至包含日常生活必需品。 

(2) 贈與人(P)，仍持續占有上述動產，且以自己所有物般為使用上述動產。 

(3) 該贈與乃秘密為之，而秘密贈與通常有其疑慮存在(dona clandestina sunt 

semper suspiciosa)。 

(4) 該贈與為訴訟係屬中所為。 

(5) P 與 T 之間主張有信託關係，然詐欺意圖通常以信託為外表所表現。 

(6) 若契據(deed)內容文字表示該贈與係基於誠實且善意(bona fide)則不具詐欺

意圖，但本案契據內容文字過於異常，有其疑慮存在(et clausulæ inconsuet' 

semper inducunt suspicionem)。 

                                            
72 (1601) 3 Coke 80, 76 E. R.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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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Twyne’s 案對美國司法實務之影響 

 美國雖在獨立建國後，其各州仿效英國 1571 年的詐欺移轉法，制定該州專

屬的詐欺移轉法 73。然而美國畢竟採用普通法系統，若英國 1571 年的詐欺移轉

法與制定法(州法或聯邦法規)，有所牴觸時，應認立法者有意排除英國 1571 年

的詐欺移轉法之適用；若制定法有所不足時，英國 1571 年的詐欺移轉法可有所

補足，法院得將英國 1571 年的詐欺移轉法視為普通法而裁判之。同理，依英國

1571 年的詐欺移轉法規定所為之裁判，當然可被美國法院加以援用。因此

Twyne’s 案所採的減輕債權人證明詐欺意圖之方式，美國法院除予以援用外，

更發展出新的模式。以下分別介紹 Twyne’s 案在美國所發展出的詐欺表徵與推

定詐欺制度。 

第一目 詐欺表徵(Bandage of Fraud) 

英國 Coke 法官引用星室法院在 Twyne’s 案的 6 項判決理由，作為詐欺表徵
74。然該表徵本身並不構成詐欺之要件，僅是能從該表徵所呈現之情況，推論

出債務人有詐欺意圖 75，此一見解亦為美國多數法院所採納 76。且配合美國審

判制度，法官有義務將此詐欺表徵事實提示陪審團，使陪審團能就該詐欺表徵

為考量，進而認定債務人是否有詐欺意圖 77。 

又詐欺表徵並不限於 Twyne’s 案所列之 6 項標準，該詐欺表徵會隨著時代

演變而不斷增加。例如內部人(insider)交易屬詐欺表徵之一，在現今美國多數法

院已是多數見解 78。由於詐欺移轉法是屬州立法範圍，1985 年的模範詐欺移轉

法(Uniform Fraudulent Transfer Act)第 4 條 b 項規定嘗試將各州法所共通之詐欺

表徵明文表列 11 項，而目前美國共計有 46 個法領域採用 1985 年的模範詐欺移

轉法 79。 

                                            
73 英國 1571 年的詐欺移轉法，其不適用在無實體財產，因此保險契約本不在詐欺移轉法適用

範圍。美國各州制定的詐欺移轉法，其部分目的係為填補此一缺陷。參見 Note, Life Insurance 
Transfers and Fraudulent Conveyances, 14 TEMP. L.Q. 235, 236 (1940). 
74 I.d., at 812-814; Paul P. Daley & Mitchel Appelbaum, Modernization of Massachusetts Fradulent 
Conveyance Law, 82 MASS. L. REV. 337, 338 (1998). 
75 Frederick S. Wait, A Treatise on Fraudulent and Creditors' Bills, 400 (3d ed. rev. 1897). 
76 Thames v. Rembert's Adm'r, 63 Ala. 561 (1879);Weaver v. Owens, 16 Or. 301 (1888);Hickman's 
Ex'r v. Trout, 83 Va. 478 (1887); McMillan v. Reeves, 102 N.C. 550 (1889); Harwick v. Weddington, 
73 Iowa 300 (1887); Williams v. Barnett, 52 Tex. 130 (1879); Zimmer v. Miller, 64 Md. 296 (1885); 
Wheelden v. Wilson, 44 Me. 11 (1857) 
77 Sleeper v. Chapman, 121 Mass. 404-409 (1876). 
78 PETER A.ALCES, THE LAW OF FRAUDULENT TRANSACTIONS § 5:33 (2016). 
79 http://www.uniformlaws.org/LegislativeFactSheet.aspx?title=Fraudulent%20Transfer%20Act%20-
%20now%20known%20as%20Voidable%20Transactions%20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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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推定詐欺(constructive fraud) 

 在 Twyne’s 案例事實中，可間接得出兩個面向討論 80：其一乃債務人 P 擁

有 300 英鎊資產，卻總計積欠他人 600 英鎊(積欠 T 400 英鎊及積欠 C 200 英

鎊)。顯然 P 已無清償能力(insolvency)而移轉資產於他人，是否可據此認為債務

人 P 構成詐害債權？其二債務人移轉資產對象為債權人 T，而非債權人 C，此

涉及債權平等原則之問題。此一問題之討論，本文將留待美國破產法章節為說

明。 

在前述第一個面向討論中，有不少美國法院透過 Twyne’s 案，開始間接推

論當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時，其移轉資產於他人之行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81。其中最為有名的案例即為 Reade v. Livingston 案 82，其認為無清償能力之債

務人自願性移轉其資產行為，對債權人而言，構成詐害債權行為。此一見解將

造成無清償能力之債務人即使係基於善意，贈送聖誕禮物與家人，債權人仍得

主張該贈與無效之不合理結果 83。 

為導正美國部分法院單純以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不問債務人主觀是否

具詐欺意圖，即認債務人移轉資產乃詐害債權行為之見解。1918 年的模範詐欺

移轉法 84(Uniform Fraudulent Conveyance Act)除維持「詐欺表徵」制度外，另在

該法第 4 條承認美國司法實務所創設之「推定詐欺」制度。即債務人陷於無清

償能力時，其移轉資產與他人之行為，尚須欠缺「合理對價關係(fair 

consideration)」，推定債務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此一制度與詐欺表徵最大之不

同，乃推定詐欺不須證明債務人有詐欺意圖，反而係考量債務人移轉資產之受

讓人，其主觀上是否具有善意(good faith)。且該善意要件同時輔佐判斷債務人

移轉資產，是否具備合理對價關係 85。 

第二項 詐欺移轉法與人壽保險之競合 

 早期詐欺移轉法規範之客體皆為有形動產或不動產，然而隨著時代之演

變，無形體之財產利益在一般家庭生活亦相形重要。人壽保險契約在保險事故

未發生前，其財產利益亦應為詐欺移轉法之規範對象。以下本文就債務人投保

之初繳納保費，使特定人(配偶或子女)取得保險金之行為，以及債務人投保人

                                            
80 水野吉章，詐害行為取消権の理論的再検討 (2)，北大法学論集，59 卷 1 号，頁 493，2008
年 5 月。 
81 Alces & Dorr, supra note 69, at 533. 
82 3 Johns.Ch. 481 (1818). 
83 James Angell McLaughlin, Application of the Uniform Fraudulent Conveyance Act, 46 HARV. L. 
REV. 404, 407-408 (1933). 
84 1918 年的模範詐欺移轉法(Uniform Fraudulent Conveyance Act)，其後被 1985 年的模範詐欺移

轉法(Uniform Fraudulent Transfer Act)所取代。 
85 Note, Good Faith and Fraudulent Conveyances, 97 HARV. L. REV. 495, 505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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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保險後，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之行為。上述二行為與詐欺移轉法產生競合

之情形。 

第一款 推定詐欺與繳納壽險保費之關聯 

在 1918 年模範詐欺移轉法制定前，美國部分法院認為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

力狀態，其自願性移轉資產予他人，不問債務人主觀是否具備詐欺意圖要件，

仍構成「推定詐欺」。但當時多數法院則認為，即使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狀

態，尚需在無合理對價關係下移轉資產，方構成推定詐欺 86。因此債務人以自

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其在無清償能力狀

態繳納壽險保費，是否構成詐害債權行為？涉及推定詐欺是否還需有合理對價

關係此一要件存在。此一爭議，本文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Hume 案判決作成前

後為觀察： 

第一目 Hume 案作成前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Hume 案作成前，由於對推定詐欺之構成要件有所爭

論，因此各州法院產生適用詐欺移轉法與不適用詐欺移轉法之見解： 

1. 否定適用詐欺移轉法 

此說認為陷於無清償能力債務人，若具有丈夫身分，得以自己為被保險人

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若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期間所繳交

之保費為合理範圍者，債權人不得提起詐害債權之訴，請求交付保費金額 87。

因此該說認為債務人即使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若在合理對價關係下，債務人

移轉資產行為，仍不構成詐害債權。而該保費為合理範圍者，即為合理對價關

係之彰顯。例如 Foster v. Brown 案 88中，印第安那州最高法院認為一個男人即

使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仍有正當理由在每年捐出一筆小額款項投保人壽保

險，以便在他死亡後，得透過人壽保險金以扶養其妻子或子女 89。 

而肯塔基 1870 年的州法規定：「人壽保險契約指定受益人為已婚婦女，不

論該保單是由婦女、其丈夫或任何人取得者，應確保供該婦女或其子女之利益

為單獨使用，且免於該婦女或其丈夫之債權人之請求。」90在 Thompson v. 

                                            
86 Stefan A. Riesenfeld, Life Insurance and Creditors' Reme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UCLA L. REV. 
583, 607 (1957). 
87 R. E. H., Right of Insolvent to Insure Life for Benefit of Relatives, 31 A.L.R. 51 (1924). 
88 65 Ind. 234 (1879). 
89 I.d., at 238. 
90 Thompson v. Cundiff, 11 Bush 567, 572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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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diff 案 91中，肯塔基州上訴法院透過解釋該州法規定 92，認為州法允許債務

人繳交合理保費投保人壽保險，以自己妻子為受益人，除非能證明債務人有詐

害債權之意圖，否則債權人不得請求保險人給付債務人已繳交之保費 93。 

在 Appeal of Eliott's Ex'rs 案 94中，賓州最高法院區分兩種情形，若債務人

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並轉讓與其妻子，構

成詐害債權行為，債權人得請求保險人交付保險金。但在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

力狀態，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妻子為受益人之情形，則有

可能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95。 

2. 肯定適用詐欺移轉法 

 此說認為債務人既已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

保險並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其繳交保費乃債務人自願性移轉資產與他

人，符合「推定詐欺」情形，該繳交保費行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例如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在 Fearn v. Ward 案 96中認為，債務人既已陷入無

清償能力，其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其子為受益人，乃債務

人對第三人之贈與，符合「推定詐欺」情形。雖然法律規定父親對子女有扶養

義務，然而在父親死後不能履行該扶養義務後，債務人對債權人為履行之義

務，將優先於扶養義務 97。而在 Stigler v. Stigler 案 98中，維吉尼亞州法規定：

「債務人為任何被法律視為無對價的移轉、轉讓或抵押時，對債權人無效。」
99因此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判決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以自己為被保險

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妻子為受益人，依其州法意旨，債務人給付保費之行

為，對債權人無效。債權人除可請求保費外，更可請求保險金 100。顯然維吉尼

亞州最高法院透過州法的擴大解釋，認為債務人給付保費與保險人之行為，視

為無合理對價關係存在。 

 雖密西根州 1870 年州法規定，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其投保之人壽

保險指定妻子為受益人，若每年所繳保費不超過 300 美元，則不構成詐害債權

行為 101。但在 Pullis v. Robison 案 102中，債務人在 1870 年州法規定前，即陷入

無清償能力狀態，並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其妻為受益人。密西根州最高法院認

為在該法制訂前，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繳交人壽保險之保費，符合「推定

                                            
91 I.d., at 567. 
92 Riesenfeld, supra note 86, at 607. 
93 I.d., at 574. 
94 50 Pa. 75 (1865). 
95 I.d., at 83-84. 
96 80 Ala. 555 (1887). 
97 I.d., at 560. 
98 77 Va. 163 (1883). 
99 I.d., at 168. 
100 I.d., at 168-169. 
101 Wag.St. p. 936, §§ 15, 18(1870). 
102 73 Mo. 201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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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之情形，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103。 

第二目 Central Nat. Bank v. Hume 案 104 

 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妻子

或子女為受益人。債務人繳交該壽險保費行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由於各州

對於此問題之態度不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似乎嘗試調和各州法院見解之不

同。以下分別介紹 Hume 案之案例事實與判決理由： 

1. 案例事實 

Hume 先生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維吉尼亞保險公司投保 9 年期(1872 年 4

月 23 日至 1881 年 4 月 23 日)人壽保險，年繳保費 230.89 美元，保險金額為

10,000 美元，指定 Hume 的妻子與子女為受益人。Hume 在 1880 年以自己為被

保險人向哈特福人壽暨年金保險公司投保 5 張人壽保險，每張保險金額 1000 美

元，每張保費 10 美元，在 Hume 死前已支付 41.5 美元保費。在 1881 年 2 月 17

日， Hume 向馬里蘭保險公司投保一張保額 10,000 美元之人壽保單，以妻子為

受益人。根據康乃狄克州法規定，Hume 向維吉尼亞保險公司與馬里蘭保險公

司所投保的保單，其受益人免於 Hume 債權人追索。其後 Hume 在 1881 年死

亡，證據顯示 Hume 在 1874 年時，其財務已陷入惡化，且積欠大筆債務。因此

債權人主張 Hume 在 1874 年開始繳交保費，並以自己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之行

為，構成詐害債權，請求撤銷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予 Hume 妻子與子女之行

為。 

 此案經哥倫比亞特區最高法院審理後，特區最高法院認為 Hume 之妻子可

領取相當於 Hume 先生自 1874 年以來所繳交保費數額之保險金。因此 Hume 的

妻子與債權人皆不滿此一判決結果，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聯邦最高法院

判決債權人敗訴，Hume 之妻子與子女可領取全部保險金。 

2. 判決理由 

本案有二大爭點 105：其一為債權人是否得依撤銷詐害債權訴訟，向保險人

請求保險金？其二為債權人是否得依撤銷詐害債權訴訟，請求保險人給付債務

人所繳交之保費？關於此二爭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均採取否定之態度，其判

決書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Fuller 主筆，且全體大法官一致通過債權人敗訴

                                            
103 I.d., at 210. 
104 128 U.S. 195 (1888). 
105 在 Hume 案判決理由中，Fuller 大法官曾對既得權規則(vested interest rule)為清楚說明，其詳

細內容參見本章第一節第一項關於既得權規則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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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就第一個爭點，Fuller 大法官區分為兩種情形：若債務人以自己名義為要

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其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則債權人不得透過詐害債權訴

訟為之；若債務人以自己名義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未指定受益人，其後將保

單轉讓於他人，則債務人可能構成詐害債權。前者之所以無法構成詐害債權之

情形，乃債務人投保當時即已指定受益人，該保單之利益在契約訂立時即歸屬

受益人所有，債務人根本未享受該保單利益，則無移轉自己財產與他人以規避

債務之疑慮。後者為債務人在保險契約訂立時，既未指定受益人，則該保單利

益歸債務人所有，債務人其後將保單轉讓與他人。乃屬債務人將自己責任財產

一部分移轉與他人，有構成詐害債權之可能性。在本案中，Hume 先生在投保

人壽保險之初，即已指定其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該保單利益原本即不屬於自

己所有，因此無詐害債權之疑慮，債權人不得依詐害債權訴訟向保險人請求保

險金。 

就第二個爭點，Fuller 大法官並不否認可能有債務人為規避債務，而投保

大量保險契約，且其所應繳交之保費顯然超過債務人財務之狀況。此一狀況債

務人可能構成詐害債權，債權人得提起詐害債權訴訟，請求保險人給付債務人

所繳交之保費。但在本案中，Hume 所繳交保費並不構成保險金之基礎 107，且

其指定妻子為受益人，其妻子不知 Hume 在繳交保費當時已無清償能力。因此

Hume 繳交保費，並指定妻子為受益人行為，債權人不得透過詐害債權訴訟，

請求保險人給付債務人所繳交之保費。 

而 Fuller 大法官主要對此二爭點採否定態度之理由如下： 

若客觀上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主觀上債務人本身知悉自己財務狀況不

佳，且債務人有隱藏資產、拖延債務或詐欺債權人之行為，依法律規定債務人

被視為有詐欺意圖。但債務人是否有債害債權人之情形，須個案認定之。例如

Keeper 爵士在 Partridge v. Gopp 案認為債務人應在透過贈與價值及數量推定有

詐害債權人意圖前，先清償債務。若欲推翻該詐欺意圖，必須債務人所為之贈

與，係基於義務為之。對照債務人為贈與時之清償能力，債務人取其部分財產

贈與他人，對債權人之損害最小。或在任何重大程度上，得減輕債務人將來支

出，且應考量債務人的財產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例如有立即性、無法避免或合

理支付債務人家庭生活支出，或債務人業務相關之必要費用，債權人不得請求

之。(Emerson v. Bemis, 69 Ill. 541.) 此一涉及債權人利益之爭議，或許有讓步承

認債務人可保留一部分財產供其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此似乎可用公共政策合理

化承認，法律如同道德般要求丈夫對妻子或子女的積極生活扶養義務，同樣地

可延伸至在丈夫(債務人)死後，免於妻子或子女陷入貧困狀態之義務。藉著允

許債務人保留適度比例之收入，投保保險作為妻子或子女將來生活之保障。於

                                            
106 在 20 世紀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案件結果以大法官全體同意通過居多。此一現象的

改變，在 Warren 擔任首席大法官後，開始傾向多數案件以多數決通過居多。參見 Lawrence M. 
Friedman 著，劉宏恩、王敏銓譯，美國法律史，頁 429，2016 年 9 月。 
107 128 U.S. 195, 209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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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形，債務人與保險人間交易，不能認債務人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於本案

中並無證據顯示，Hume 之妻子或保險人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因此債權人不

得請求債務人已支付之保費。 

3. Williston 教授之批評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ume 案所採之見解，遭到美國知名契約法學者

Williston 教授之反對，其反對理由如下： 

(1) 從英國司法實務見解觀察 

英國在 Schondler v. Wace 案 108中，承認人壽保險契約具有財產價值，其得

作為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財產。於 Taylor v. Coenen 案 109中，債務人以自己

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並以妻子為受益人，證據顯示債務人投保當時其

債務已超過資產。法院認為債務人不得以投保人壽保險係保障妻子為由，而得

自由從其資產一部分中繳納保費，債權人仍有權對債務人所繳納之保費追討
110。顯然英國法院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採取不同看法，其認債務人所繳納之保

費，仍屬債權人得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 111。亦即在英國法見解下，債務人陷入

無清償能力狀態時，其任何移轉資產之行為，將被推定為詐害債權行為。 

(2) 從普通法適用角度 

前述英國法院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Hume 案見解不同，或許尚應考量美國

州法規定。多數州對於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為妻子或子女，債權人得否請求保

險金？係有明文規範。其大致可分為三種模式： 

A. 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保險金免於強制執行 

如田納西州在 1846 年規定丈夫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妻

子或親屬為受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得免於債權人之請求 112，而佛羅里達州

                                            
108 (1808) 1 Campbell 487. 
109 (1876) 1 Ch. D. 636. 
110 I.d., at 642. 
111 Samuel Williston, Can an Insolvent Debtor Insure His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His Wife, 25 AM. L. 
REV. 185, 189 (1891). 
112 Code of Tenn. § 3135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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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愛荷華州 114、賓州 115、馬里蘭州 116、喬治亞州 117、北卡羅萊納州 118、密

西根州 119、紐澤西州 120亦有類似規定。 

B. 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超過一定金額方可請求 

多數州法是採取限制債務人繳交保費之金額，例如紐約州的已婚婦女法

(Married Women’s Act 1840) 第 1 條規定：「任何已婚婦女得以自己名義或經第

三人同意以其名義為受託人，進而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若已婚婦女為自己

利益，以丈夫為被保險人，不論係定期或終身，該保險契約之締結均為合法。

若已婚婦女在丈夫死亡後仍持續生存，依保險契約條款應給付其保險金，且該

保險金為其個人使用。丈夫之人格代表(representative)或債權人，不得請求該保

險金。但一年所支付之保費超過 300 美元者，超過之部分仍得請求之。」 

C. 即使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保險金仍可請求 

若債務人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而繳交保費，即使該保險契約指定妻子為受

益人，債權人仍得追討債務人已繳交之保費 121。例如伊利諾州 122、肯塔基州
123、緬因州 124、麻州 125及新罕布夏州 126。 

除上述三種州法規範模式外，仍有部分州未明文規範，因此在未明文規範

狀態下，應適用美國在殖民地時期的詐欺移轉法(Fraudulent Conveyances Act 

1571)127規定。雖詐欺移轉法屬英國法規，然法院可將此法規視為美國之普通法

規則予以適用。因此從前述英國法院適用詐欺移轉法的見解可得知，債務人在

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投保保險並繳交保費，債權人得以詐害債權訴訟請求給付

所繳交之保費。當時美國聯邦層級並無類似規定，因此若適用殖民地時期的普

通法(詐欺移轉法)，Hume 案不應得出如此結果 128。 

                                            
113 Eppinger v. Canepa, 20 Fla. 262 (1883). 
114 McLain’s Annot. Stat., §§ 1182, 2372. 
115 Prud. Dig. 802. 
116 Rev. Code, art. 51, §§ 24, 26.  
117 Code, § 2820. 
118 Const. X. 7. 
119 Howells Annot. Stat., § 4238. 
120 Rev. Stat., 640. 
121 Williston, supra note 111, at 190. 
122 Starr & Curtis Annot. Stat., c.73, § 111. 
123 Act. of Mar. 12, 1870. 
124 Rev. Stat., c. 75, § 10. 
125 Pub. Stat., c. 119, § 167. 
126 Gen. Laws, c. 175, §§ 1-3. 
127 13 Eliz 1, c 5. 
128 Williston, supra note 111, at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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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分標準之合理性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ume 案中提出若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以自

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債務人繳交保費之

行為，不構成詐害債權；若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以自己為被保險人，

投保人壽保險，未指定受益人或指定自己為受益人。其後債務人轉讓該人壽保

單於他人之行為，則構成詐害債權。此一區分是否合理，頗有疑問 129。 

 假設在 Hume 案中，債務人 Hume 先生非投保人壽保險，而係在無資力狀

態下，每年以妻子名義將固定金額(相當於 Hume 每年所繳交之保費)存款至銀

行。此一情形債權人得否提起詐害債權訴訟，請求給付存款金額 130？人壽保險

與銀行存款契約最大之不同，在於前者保險人給付超過所繳保費金額之保險

金，後者銀行給付存款加計利息。但若債務人存款至銀行，其後領出金額顯然

高於存款金額，是否可謂債務人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事實上債權人得主張債

務人將其金錢存入銀行，指定其妻為受款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然在債務人

給付保費與保險人，指定其妻為受益人時，債權人不得主張詐害債權行為之理

由何在 131？ 

(4) 踰越司法者之職權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ume 案認為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以保障妻子或子

女在其死後之生活，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若多數人民認為在此一情形應排除

詐欺移轉法之適用，人民應透過代議士制定法律，詳細規範債務人得行使之權

利 132。Williston 教授認為，債務人所有責任財產，均為債權人得請求執行標的

之見解，亦非妥適。其不反對在立法政策上，將債務人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

人之人壽保險，排除詐欺移轉法之適用 133。惟在尚未立法明文規定前，詐欺移

轉法並無例外規定，法院不應任意創設詐欺移轉法之例外。 

第三目 Hume 案後之發展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Hume 案確立債務人單純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所為

移轉資產的行為，並不構成推定詐欺。並嘗試說服其他州法院採此一見解，但

                                            
129 Williston, supra note 111, at 193 ; John W. Snyder, Applicability of Exemption Laws to the Law of 
Life Insurance, 35 CENT. L.J. 378, 382 (1892). 
130 Williston, supra note 111, at 193. 
131 贊同此見解，參見 Isadore H. Cohen , Creditors' Rights to Insurance Proceeds as Determined by 
Premium Payments, 40 COLUM. L. REV. 975, 979 (1940). 
132 Williston, supra note 111, at 198. 
133 Williston, supra note 111, at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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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部分州法院不採此一見解 134。例如麻州 135、紐澤西州 136及伊利諾州 137，

在 Hume 案判決後，仍堅持債務人在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下繳納保費之行為，

仍構成詐害債權。因此各州法院在詐欺意圖要件上認定，仍有所分歧。甚至在

州法關於豁免法規(exemption statute)解釋上，更呈現混亂之狀態 138。 

又 Hume 案判決結果雖為債務人繳納壽險保費行為不構成詐害債權，但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否定債務人大量投保壽險，仍有構成詐害債權之可能性。

因此若債務人繳納壽險保費構成詐害債權，且保險事故已發生(即債務人已死

亡)，債權人得向受益人追討款項金額為何？美國各州法院見解分歧甚大，以下

分別介紹之： 

1. 詐欺意圖要件之認定 

 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無法作為推定債務人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with 

intent to defraud)，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ume 案明確表示此一觀點。由於欲證

明債務人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仍屬困難，各州法院仍不放棄透過推定詐欺方

式，認債務人繳納保費有詐害債權人之情形。因此法院除考量債務人陷於無清

償能力狀態此一因素外，有以合理金額為判斷依據者，亦有維持無清償能力即

可推定詐欺觀點者。以下分別說明之： 

(1) 超過合理金額推定詐害債權 

多數州法院按照 Hume 案見解，除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外，尚須考量債

務人投保壽險金額是否合理，已決定債務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 139。例如明尼蘇

達州最高法院在 Ross v. Minnesota Mut. L. Ins. Co.案 140中認為，債務人即使陷入

無清償能力狀態，但其投保之壽險金額為合理金額。因此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

狀態下繳納保費，並不構成詐害債權。至於何謂合理金額，則交由法院根據債

                                            
134 Riesenfeld, supra note 86, at 608. 
135 York v. Flaherty, 210 Mass. 35, 40, 96 N.E. 53, 54 (1911) ; Bailey v. Wood, 202 Mass. 562, 570, 89 
N.E. 149, 153 (1909).  
136 Farmer Coal & Supply Co. v. Albright, 90 N.J. Eq. 132, 106 Atl. 545 (1919);Lanning v. Parker, 84 
N.J. Eq. 429, 94 Atl. 64 (1915); Merchants' and Miners' 
Transport Co. v. Borland, 53 N.J. Eq. 282, 31 Atl. 272 (1895) ; cf. Borg v. Mc Croskery, 120 N.J. Eq. 
80, 184 Atl. 187 (1936). 
137 Cole v. Marple, 98 Ill. 58 (1881) ; Houston v. Madduz, 179 IM. 377. 53 N.E. 599 (1899); Ramsey v. 
Nichols, 73 Il. App. 643 (1898). Novy v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 Co, 21 Ill App 2d 139, 157 
NE2d 673 (1959).目前伊利諾州尚遵循此一見解，參見 Thomas Pasquesi A. & Badenhausen, 
Thomas M., Life Insurance Proceeds are Exempt from Creditors-- Or are They?, 99 ILL. B.J. 254, 256 
(2011). 
138 Note, supra note 5, at 771. 
139 Alfred F.Conrad, Appraisal of Illinois Law on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1951 U. ILL. L.F. 96, 
103 (1951). 
140 154 Minn. 186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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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之處境為判斷。例如在 Hendrie & Bolthoff Mfg. Co. v. Platt 案 141中，債務人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身保險金總額達 100,000 美元，其中 40,000 美元為

意外險金額。科羅拉多州上訴法院認為該金額不足以推定債務人有詐害債權人

之意圖，亦無法證明債務人詐害債權之主觀要件。而在 Goodpaster v. Connar & 

Kimbrough 案 142中，債務人為一名父親，在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時，以自己為

被保險人，仍持續每年給付 190 美元保費，指定唯一之兒子為人壽保險受益

人。肯塔基州法院認為該保險金額屬合理金額，拒絕債權人提起詐害債權訴

訟。 

(2) 無清償能力推定詐害債權 

少數法院仍採債務人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繳交保費，構成詐害債權之見

解。例如 Levy v. Globe Bank & T. Co.案 143，肯塔基州上訴法院認為若債務人在

有清償能力狀態下取得銀行匯款，並用此款項支付受益人為妻子之壽險保費，

則債權人不得主張詐害債權。但若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則不允許債務人從

其財產支付保費而有益於妻子，不利於債權人。若債務人如此為之，則法律應

推定債務人繳納保費之行為乃詐害債權之行為。 

而在 Houston v. Maddux 案 144中，伊利諾州最高法院則透過解釋方式，達

成此一結果。在該州 1869 年 3 月 26 日通過的法律第 19 條規定：「任何已婚婦

女可合法以自己名義或經第三人同意以其名義為受託人，以自己或第三人被保

險人，或為自己利益，以其丈夫之生命為被保險人，約定特定期間或第三人一

般生存期間為保險契約期間。若已婚婦女存活至上述期間，依保險契約條款應

給付其保險金，且該保險金供其個人使用，丈夫之法定代表或債權人，不得請

求該保險金。若繳交該保險契約之保費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依據州限制法

規，應確保債權人可取得前述所繳交之保費附加利息之金額。」145 

伊利諾州最高法院認為該法第 19 條後段所稱之「詐害債權人之意圖(with 

intent to defraud his creditors)」係指債務人自願性地移轉其財產，且其造成隱

藏、拖延或詐欺債權人之結果，無須考量債務人在移轉財產當時之主觀意圖。

該案債務人在繳交人壽保險保費時，已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不必考量債務人

繳交保費時之主觀意圖，即可認定債務人詐害債權。 

                                            
141 13 Colo.App. 15 (1899). 
142 13 Ky.L.Rptr. 138 (1891). 
143 143 Ky. 690, 137 S. W. 215 (1911). 
144 179 Ill. 377 (1899). 
145 It shall be lawful for any married woman, by herself and in her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any 
third person, with his assent as her trustee, to cause to be insured, for her sole use, the life of her 
husband, for any definite period or 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 and in case of her surviving such 
period or term, the sum or net amount of the insurance becoming due and payable by the terms of the 
insurance, shall be payable to her, to and for her own use, free from the claim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usband or of any of his creditors: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the premium of such policy is paid by 
any person with intent to defraud his creditors, an amount equal to the premium so paid, with interest 
thereon, shall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said creditors, subject, however,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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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詐害債權之法律效果 

 債務人在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並

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若認定債務人繳納壽險保費屬詐害債權行為，於一

般情況，債務人已死亡(保險事故已發生)。此時債權人得向受益人追討金額，

係以債務人所繳納保費附加利息，抑或以受益人取得保險金額比例計算之？美

國各州有不同見解，以下分別說明之： 

(1) 保險金額比例說 

假設債務人 X 以自己生命投保 15,000 元保額之人壽保險，總計須給付保費

3,000 元。X 在有清償能力(solvency)階段給付保費 2,000 元，無清償能力

(insolvency)階段給付保費 1,000 元。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債權人得主張債務人

移轉保險利益與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其可向受益人或保險人請求 5,000 元

(15,000X1,000/3,000=5,000)。 

此說作法源於紐約州 1909 年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 146：「已婚婦女得以

自己或他人名義，經他人同意，作為他人之受託人，以其丈夫為被保險人，投

保一定期間或終身之保險。若已婚婦女在保險契約所約定期間生存，保險人依

據保險契約條款給付保險金，而其有權受領保險金。該保險金視為已婚婦女之

個別財產，原則上不受債權人或其丈夫之代表人追償。除非該保險契約之每年

保費已超過 500 美元，該超過部分之保費，按比例換算為保險金，該部分保險

金為丈夫債權人得追償範圍……」147該州法要求債務人(丈夫)不得繳交每年超

過 500 美元保費之保險，若每年繳納超過 500 美元，超過部分則以為債權人之

利益而投保壽險。例如 Kittel v. Domeyer 案 148及 Klee v. Hess 案 149即採此一作

                                            
146 Cohen, supra note 131, at 981. 
147 Domestic Relations Law Insurance Section 22 
A married woman may in her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a third person, with his consent, as her 
trustee, cause the life of her husband to be insured for a definite period, or 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 Where a married woman survives such period or term, she is entitled to receive the insurance 
money, payable by the terms of the policy, as her separate property, and free from any claim of a 
creditor or representative of her husband, except that where the premium actually paid annually out of 
the husband's property exceeds five hundred dollars, that portion of the insurance money which is 
purchased by excess of premium above five hundred dollars, is primarily liable for the husband's debts. 
The policy may provide that the insurance, if the married woman dies before it becomes due without 
disposing of it, shall be paid to her husband, or to his, her or their children, or to or for the use of one or 
more of those persons; and it may designate one or more trustees for a child or children to receive and 
manage such money until such child or children shall attain full age. The married woman may dispose 
of such policy by will or written acknowledged assignment to take effect on her death, if she dies 
thereafter leaving no descendant surviving. After the will or assignment takes effect, the legatee or 
assignee takes such policy absolutely. A policy of insurance on the life of any person for the benefit of 
a married woman, is also assignable and may be surrendered to the company issuing, the same, by her, 
or her legal representatives, with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assured. 
148 175 N. Y. 205 (1903). 
149 188 App. Div. 332,177 N. Y. Supp. 242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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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由於紐約州法向來為各州議會立法仿效之對象，類似紐約州 1909 年之家庭

關係法第 52 條州法規定，曾被部分州所仿效，其州法院採取債權人按比例取得

保險金之作法 150。然而紐約州在 1927 年制定保險法第 55a 規定後，放棄以債

務人每年繳納保費金額為基準，改以保險金不得請求之作法。有學說贊成紐約

州 1927 年的修正，其認為即使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

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債務人死亡後，該保險金並非債務人之

遺產，係受益人之財產。若受益人未積欠債權人債務，債權人並無正當理由取

得超過所繳保費金額之保險金 151。按債務人為詐害債權行為本身，重點應係其

基於詐欺意圖移轉資產之行為，從而債權人得撤銷者，乃債務人繳納保費行

為。至於因繳納保費所產生之保險金，債權人無權利為主張。 

因此，從債權人詐害債權撤銷權之角度，債權人並無取得保險金之權利。

然採債權人取得部分保險金之作法，雖無法理依據，在州法有明文規定之情形

下，並非不可行 152。例如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 153仍保留類似紐約州家

庭關係法第 52 條立法模式 154，其規定 155債務人投保之人壽保險，保單借款金

額超過 9,700 美元者，債權人方得聲請強制執行之。且其強制執行金額是以超

過 9,700 美元部分為主，並不包含 9,700 美元在內。債務人已結婚者，其得強制

執行之人壽保單，以超過得質借 19,400 美元為主。若債務人投保超過法定質借

金額之保險，債權人得按其超過比例強制執行保險金 156，此一見解已經加州最

高法院在 Jackson 案 157中予以承認。 

                                            
150 Stone v. Knickerbocker Life Ins. Co., 52 Ala. 589 (1875); Pullis v. Robison, 73 Mo. 201 
(1880);Cross v. Armstrong 44 Ohio St. 613, 10 N. E. 160 (1887); Fearn v. Ward(Hearing), 80 Ala. 555 
(1887);Red River National Bank v. DeBerry, 105 S. W. 998 (Tex. Civ. App. 1907); La Borde v. 
Farmer's State Bank, 116 Neb. 33, 215 N. W. 559 (1927); Dinkins v. Cornish, 41 F. 2d. 766 (E. D. Ark. 
1930). 
151 Cohen, supra note 131, at 983. 
152 COOLEY, supra note 2, at 3794. 
153 West's Ann.Cal.C.C.P. § 704.100 (2004). 
154 栗田達聡，カリフォルニア州民事訴訟法における生命保険債権保護，生命保険論集，170
号，頁 229，2010 年 3 月。 
155 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a)未滿期的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而不得

質借，不得請求對該人壽保險為強制執行。(b)可質借的未滿期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

金保險)，得為金錢債權執行標的，但可質借的人壽保險契約金額低於 9,700 美元者，不在此

限。若執行債務人已結婚，不論該人壽保險屬配偶一方或雙方擁有，抑或其中一方配偶非執行

債務人，配偶各自享有本條所規定的豁免金額(9,700 美元)，亦可合併計算豁免金額(19,400 美

元)。本項所提供的豁免金額，優先適用法院所審理的人壽保險契約以外之保險契約，若豁免金

額尚未耗盡，其次適用法院審理的人壽保險契約。(c)滿期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

險)給付，若對執行債務人、配偶及受撫養人屬生活上合理必需的，不得為強制執行。」 
156 Note, California Creditor Beneficiary’s Insurance Proceeds are Exempt from Execution, 14 
STANFORD L. R. 599, 599 (1962). 
157 363 P.2d 479, 14 Cal. Rep. 439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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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過法定保費額說 

 若州法限定債務人每年投保之保費金額，債務人所投保之壽險，超過州法

所規定之每年保費上限。即使認定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以自己為被保險人，

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乃構成詐害債權，債權人僅得請求超過法定保費之

金額。例如在 Harriman Nat. Bank v. Huiet 案 158中，南卡羅納州法與紐約州 1909

年的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類似，其限制債務人每年繳交壽險保費金額不得超

過 500 美元。聯邦第四上訴巡迴法院認為該案中，債務人是否陷於無清償能力

已非重心，債務人每年繳交保費金額超過州法所規定的上限，債權人得在債務

人死後，向其受益人請求超過法定上限之金額。但該案 Knapp 法官則持不同意

見，其認為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之要件，雖州法未明文規定，但該要件

可從該法規推論而出 159。 

(3) 保費附加利息說 

 有州法直接明文規定若債務人繳交保費構成詐害債權人行為，債權人僅得

請求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所繳交之保費數額，並附加利息 160。但部分州

法未明文規定，仍採債權人僅得請求保費附加利息之作法 161。而債務人在無清

償能力給付保費之行為，不限於金錢給付，更包括以保單紅利或保單價值準備

金墊繳保費 162。 

有學說認為從詐害債權制度觀察，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

險指定妻子或子女或他人為受益人，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繳納保費，乃

贈與利益予受益人 163。另從受益人法律地位觀察，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

未取得既得權(即保險金)，債務人移轉與受益人之利益，不能以保險金額為計

算。因此以保費作為詐害債權之金額，較為合理 164。 

                                            
158 249 F. 856 (1917). 
159 I.d., at 866. 
160 Or. Rev. Stat. §743.046 (4) (2016). 
161 In re Goodchild, 10 F. Supp. 491 (E.D. N.Y. 1935); Vieth v. Chicago Title & Trust Co., 307 Ill. App. 
99, 30 N.E.2d 126 (1st Dist. 1940); Farley v. First Nat. Bank, 250 Ky. 150, 61 S.W.2d 1059 (1933); 
Parks v. Parks' Ex'rs, 288 Ky. 350, 156 S.W.2d 90, 138 A.L.R. 782 (1941); Tolman v. Crowell, 288 
Mass. 397, 193 N.E. 60 (1934); Cook v. Prudential Ins. Co. of America, 182 Minn. 496, 235 N.W. 9 
(1931); Goren v. Loeb, 124 N.J. Eq. 335, 1 A.2d 861 (Ch. 1938); John Weenink & Sons Co. v. Blahd, 
73 Ohio App. 67, 28 Ohio Op. 116, 40 Ohio L. Abs. 57, 54 N.E.2d 426 (8th Dist. Cuyahoga County 
1943); Joseph v. New York Life Ins. Co., 104 Pa. Super. 22, 159 A. 67 (1932), aff'd, 308 Pa. 460, 162 
A. 441 (1932). 
162 PLITT ET AL., supra note 49, at § 66:42. 
163 Cohen, supra note 131, at 979-980. 
164 Max Schwartz,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 Bankruptcy Proceedings, 13 ST. JOHN'S L. REV. 18, 42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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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變更受益人或保單轉讓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Hume 案中區分，若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

人壽保險，指定其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則債權人不得透過詐害債權訴訟為

之；若債務人以自己名義為要保人兼保險人，未指定受益人，其後將保單轉讓

於他人，則債務人可能構成詐害債權。而美國有部分州將變更受益人與保單轉

讓等同視之 165，惟兩者實際上有些微差異 166。因此若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

人，投保人壽保險，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與他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由於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未處理此一議題，主要由各州決定，而各州態度有所不同，

以下從詐欺移轉法之適用及其法律效果為分析。 

第一目 詐欺移轉法之適用 

1. 否定詐欺移轉法適用 

 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其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人壽保單，是否有

詐欺移轉法之適用？若在無州法規定下，按照普通法原則，債務人變更受益人

應構成詐害債權 167。早期美國部分州立法僅排除妻子為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之

情形，其後部分州立法逐漸放寬排除範圍，最終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人壽

保單皆不適用詐欺移轉法。 

(1) 排除妻子為適用範圍 

較特別的是麻州，其 1932 年州法如此規定：「任何人壽保險契約指定保險

金給付已婚婦女，或在保單簽發後，轉讓、移轉或其他方式指定保險金給付已

婚婦女……應確保供該已婚婦女之利益或個別使用權利(即該保險金並非被保險

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標的)」168此州法規定明顯創造出在債務人變更指定受

益人或受讓人為妻子時，不適用詐欺移轉法之例外 169。按此州法操作，債權人

在下列兩種情形下，不得主張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行為為構成詐害債

權：其一為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指定繼承人為受益人，債務人仍

                                            
165 W.R.D., supra note 54, at 96. 
166 Note, Indiana Life Insurance Proceeds Exemption Statute and the Law of Fraudulent Conveyances, 
42 IND. L.J. 416, 424 (1967). 
167 James W. Heath, Exemption Statutes and the Right to Proceeds of Life Insurance, 9 MONT. L. REV. 
62, 64 (1948). 
168 2 Mass. Gen. Laws (1932) c. 176, § 126. 
169 Isadore H. Cohen , Fraudulent Transfer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88 U. PA. L. REV. 771, 782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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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更受益人為妻子。其二為債務人以自己之生命，為第三人利益而投保人壽

保險，在債務人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權利，第三人可轉讓保單予已婚婦女(妻

子)170。麻州最高法院早在此一立法前，於 Bailey v. Wood 案 171時，即已宣示債

務人轉讓保單予已婚婦女，該已婚婦女取得保險金權利應受保障，而得以對抗

債權人。但該保障範圍僅限於已婚婦女，若債務人轉讓保單予他人，則非詐欺

移轉法之例外 172。 

而肯塔基州 1893 年州法第 654 條 173與前述麻州州法條文類似，其規定：

「人壽保險契約表明為已婚婦女之利益而受讓、移轉、支付或信託，無論由何

人為上述移轉行為，應確保已婚婦女之利益或個別使用權利，而免於其丈夫、

丈夫之債權人或移轉行為人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174因此肯塔基州上訴法

院在 Morehead's Adm'r v. Mayfield 案 175中認為，債務人轉讓其人壽保單與其妻

子，並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176。但在 Planters' State Bank v. Willingham's 

Assignee 案 177中，肯塔基州上訴法院採取與麻州法相同之解釋，對於債務人轉

讓人壽保單與已婚婦女以外之人，仍構成債害債權行為 178。 

(2) 排除合法受益人 

 紐澤西州 1910 年保險法第 38 條前段規定 179：「當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或

以他人為被保險人而符合保險利益之保險契約生效後，合法受益人(並非被保險

人或其繼承人、保單受讓人、信託受託人)有權取得保險金，並得對抗被保險人

或其繼承人、保單受讓人、信託受托人之債權人。」180此立法有仿照前述麻州

州法雛型存在 181，但紐澤西州擴大變更受益人不適用詐欺移轉法之範圍。該州

衡平法院在 Borg v. McCroskery 案 182中，其事實涉及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

壽保險後，指定其兄弟為受益人。該案法院認為探求州法立法者意旨，該合法

                                            
170 I.d., at 782. 
171 202 Mass. 549 (1909). 
172 York v. Flaherty, 210 Mass. 35 (1911).  
173 Morehead's Adm'r v. Mayfield, 109 Ky. 51, 58 S.W. 473, 474 (1900). 
174 A policy of insurance on the life of any person expressed to be for the benefit of, or duly assigned, 
transferred or made payable to any married woman, or to any person in trust for her, or for her benefit, 
by whomsoever such transfer may be made, shall inure to her separate use and benefit, and that of her 
children, independently of her husband or his creditors, or any other person effecting or transferring the 
same or his creditors. 
175 109 Ky. 51, 58 S.W. 473 (1900). 
176 I.d., at 474. 
177 111 Ky. 64, 63 S.W. 12 (1901). 
178 R. S., Validity as Against Creditors of Change of Beneficiary of Insurance Policy from Estate to 
Individual, 6 A.L.R. 1173 (1920). 
179 2 Comp.St.1910, 2850. 
180 When a policy of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an person on his own life, or on another life in favor of 
some person other than himself having an insurable interest therein, the lawful beneficiary thereof, 
other than himself or his legal representatives, shall be entitled to its proceeds, against the credi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same. 
181 Cohen, supra note 169, at 784. 
182 19 Backes 80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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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之解釋應係被保險人指定者，皆為合法受益人 183。因此依紐澤西保險法

第 38 條規定，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變更受益人，並不適用詐欺移

轉法。 

事實上否定適用詐欺移轉法之州，現今皆與紐澤西州相同，將變更受益人

或轉讓保單之人，不限於已婚婦女。前述麻州 184與肯塔基州 185，皆規定債務人

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皆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亦即無詐欺移轉法之適用。 

2. 肯定詐欺移轉法適用 

 若肯定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有可能構成詐害債

權行為之立場。美國州法院亦產生債務人是否詐害債權，是否應以陷入無清償

能力即得推定之？抑或尚須債務人陷於無清償能力，且無合理對價關係或善意

情況下，方得推定詐害債權？以下說明兩種不同見解： 

(1) 單純陷於無清償能力 

阿拉巴馬州法允許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時，得投保人壽保險，指定

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但該州最高法院在 Love v. First Nat. Bank 案 186中表明：

「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無法透過轉讓保單或變更受益人方式，使其符合州法

豁免法規之規定，此已是定論。(It is definitely settled that a policy payable to 

one's estate cannot by assignment or change of beneficiary be brought within the 

statutory exemption.)」187亦即州法規定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

指定妻子或子女為受益人，得不適用詐欺移轉法。但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

人，投保人壽保險之初，未指定受益人或指定受益人非妻子或子女時，其後變

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行為，將被認為係詐害債權。由此判決可得知，該州最高

法院基本上採取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所為移轉財產行為，可被推定

為詐害債權行為。 

(2) 尚須符合對價關係或善意 

部分州法院雖基本上採取適用詐欺移轉法之立場，但不以債務人陷入無清

償能力下，移轉財產行為即推定為詐害債權。而係以債務人移轉財產行為不具

善意或合理對價關係下，方得謂詐害債權行為。例如賓州最高法院在 Fidelity 

Trust Co. v. Union Nat. Bank of Pittsburgh 案 188中認為，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狀

                                            
183 I.d., at 86. 
184 Mass. Gen. Laws ch. 175 § 125 (2016). 
185 Ky. Rev. Stat. Ann. § 427.110(1) (2017). 
186 228 Ala. 258 (1934). 
187 I.d., at 262. 
188 313 Pa. 467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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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下，變更受益人為信託公司，並無合理對價關係存在，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賓州最高法院在該案之見解應屬特例，況且該案未考量債務人之子女為該信託

之受益人 189。 

因此按賓州最高法院在 1901 年之 In re McKown's Estate 案 190中認為，債務

人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善意移轉人壽保單之利益僅有兩種方式。其一為債

務人投保當時指定受益人；其二為債務人投保後，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與已

婚婦女或子女。馬里蘭上訴法院在 Earnshaw v. Stewart 案 191中，亦採取與賓州

最高法院相同之立場，囿於該州州法保障已婚婦女與子女之目的，若債務人陷

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轉讓保單與已婚婦女，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但債務人

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轉讓保單予他人時，則認債務人並無善意，構成詐害

債權行為。 

第二目 詐害債權之法律效果 

早期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在 Coalter v. Willard 案 192中，認為人壽保險在未

發生保險事故前，並無保單現金價值之存在，因此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

單行為，並不構成詐害債權。然而此一見解隨著不喪失價值法(non-forfeiture 

law)193在各州普遍施行後，已逐漸被揚棄。因此若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構成

詐害債權行為，債權人得請求之範圍為何？ 

1. 保險金額說 

在阿拉巴馬州，債務人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投保人壽保險，債權人在主張

債務人詐害債權後，本得請求相當於保險金額之金錢，此乃該州向來遵循之法

則 194。該州最高法院在 Fearn v. Ward 案 195中認為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乃是投

資 196，若無州法的干涉下，債務人指定妻子或子女、變更指定受益人或轉讓保

單，皆是符合詐害債權行為，債權人得請求相當於保險金額之金錢。 

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 197及聯邦第四上訴巡迴法院 198亦認為在債務人即將

面臨死亡之際，將其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由法定繼承人變更為其兄弟之行為，

構成詐害債權行為，債權人得請求保險金額。其主要理由為通常情況下，係以

                                            
189 Gretchen S. Reed, Pennsylvania Life Insurance Exemption Statute, 22 U. PITT. L. REV. 757, 763-
764 (1961). 
190 198 Pa. 96 (1901). 
191 64 Md. 513 (1886). 
192 156 Va. 79 (1931). 
193 關於不喪失價值法的介紹，參照下節第一項之說明。 
194 E. W. H., Validity and Effect as Against Creditors of Change of Beneficiary or Assignment, 106 
A.L.R. 596 (1937). 
195 80 Ala. 555 (1886). 
196 I.d., at 564. 
197 La Borde v. Farmers' State Bank of Millard, 116 Neb. 33 (1927). 
198 Navassa Guano Co. v. Cockfield, 253 F. 883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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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現金價值為計算，但在例外情形下，債務人變更受益人當時，實際上受益

人可以確定債務人之死亡 199，應實際計算當時債務人可移轉之財產利益。 

此一見解認為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其移轉之財產價值，不能單

純以保單現金價值為判斷，而應隨時間變化決定其財產價值。例如債務人在死

亡前一天轉讓保單予他人，此時債務人移轉財產之價值，即不能以保單現金價

值為計算，而應以保險金額為計算。而從保險精算角度觀之，該見解或許並不

合理。但有 Cohen 律師極力贊成此一見解，其認為不應區分通常或例外情形，

蓋人終將一死(Death as it must to all men)，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受

益人或保單受讓人最終仍會取得保險金，只不過保險人延期支付保險金而已。

此一情形如同本票到期後，該本票之財產價值即為本票金額 200。然而美國多數

州法院似乎受到 Hume 案影響，由於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係為保

障自己之遺屬，若允許債權人取得全部保險金，將與該保障意旨不符。從而即

使認定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與他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僅允許債權

人可請求保單現金價值。Cohen 律師則認為以保障債務人遺屬之立場，禁止債

權人可請求保險金雖係最佳作法，但實際上法院並非依據法理為推論，只是為

達成特定目標而產生此一見解 201。 

2. 保費說 

即使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行為不構成詐害債權，有少數法院仍承

認債權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繳納保費，債權人仍有權取得保單現金價值之金

額 202。例如 Smith v. Milton 案 203中，肯塔基州上訴法院認為其州法僅是禁止債

權人在債務人指定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為妻子或子女時，不得請求保險金額。

並未禁止債權人請求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所繳交之保費，因此即使債務

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變更受益人為妻子，債權人仍得請求債務人所繳交保

費金額。 

3. 保單現金價值說 

若認定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行為構成詐害債權，多數 204認為債權

                                            
199 I.d., at 885-886. 
200 Cohen, supra note 169, at 777. 
201 Isadore H. Cohen, Fraudulent Transfer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88 PA. L. REV. 771, 778 (1940) 
202 Cole v. Marple, 98 Ill. 58, 38 Am. Rep. 83 (1880);Johnson v. Alexander, 125 Ind. 575, 25 N.E. 706 
(1890); Tuthill v. Goss89 Hun, 609, 35 N.Y.S. 136 (1895) ; State ex rel. Wright v. Tomlinson, 16 Ind. 
App. 662, 45 N.E. 1116, 59 Am. St. 335 (1897); Morehead v. Mayfield, 109 Ky. 51, 58 S.W. 473 
(1900); Lytle v. Baldinger, 84 Ohio St. 1, 95 N.E. 389, Ann. Cas. 1912B, 894 (1911); Planters' State 
Bank v. Willingham, 111 Ky. 64, 63 S.W. 12 (1901); Bailey v. Wood, 202 Mass. 562, 89 N.E. 149 
(1909). 
203 171 Ky. 819, 188 S.W. 877 (1916). 
204 E. W. H., supra note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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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僅得請求保單現金價值。例如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在 Davis v. Cramer 案 205中認

為，當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或轉讓保單符合詐欺移轉要件時，其法律效果為透過

法律程序，使債務人在當時擁有之財產移轉行為無效。在債務人(被保險人)死

亡前，只有保單現金價值符合在州詐欺移轉法定義下之財產 206 (Where a 

fraudulent conveyance or assignment is set aside, the effect, and the only effect is to 

make available for the payment of his debts such property as the debtor possessed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subject to legal process for the payment of his debts at the time 

the transfer was made. … Until the death of the assured nothing except the cash 

surrender value of an insurance policy is property, in the meaning of the statute 

declaring fraudulent conveyances and assignments void.)。而西維吉尼亞州最高法

院在 Mahood v. Maynard 案 207則認為，即使債務人在臨死前變更受益人為自己

的妻子，構成詐害債權行為。債權人僅能請求債務人在當時詐欺移轉之財產利

益(保單現金價值)，而非保險金額 208。 

第三節 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單強制執行 

 從歷史發展進程觀察，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人壽保單並無具財產價值，因

此保險事故發生後，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與詐欺移轉法之關聯，乃美國法院較

早處理之議題。其後隨著各州立法者創造人壽保單現金價值之法概念，在保險

事故發生前，人壽保單亦具有財產價值，債權人開始透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

扣押人壽保單已取得相當於保單現金價值為清償，此成為美國法院欲處理之棘

手問題。因此以下先介紹人壽保單之現金價值，再就美國州法院於保險事故發

生前，如何處理人壽保單現金價值所產生之問題： 

第一項 美國人壽保單之現金價值 

 在人壽保險契約中，被保險人有繳納保險費予保險人之義務，相對地，保

險人有承擔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所產生危險之義務。假設保險法未規定保費

墊繳機制，按契約法原理，要保人停繳保費，同時保險人無承擔危險之義務，

該保險契約可能立即失其效力(forfeiture)209，甚至經保險人催告而終止。然而人

壽保險屬繼續性契約，該契約存續期間可能長達數十年之久，要保人可能因經

濟陷於困難而暫時無法繳交保費，該保險契約即失其效力，甚至遭終止，對於

一般投保大眾甚為不利。例如美國在南北戰爭後，產生因戰爭無法繳交保費之

                                            
205 133 Ark. 224 (1918). 
206 I.d., at 244. 
207 114 W.Va. 385 (1933). 
208 I.d. 
209 福田弥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利害調整の法理，頁 170，2005 年 3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2 
 

保戶，其人壽保險契約是否已停效或終止 210，產生許多爭議。各州開始制定不

喪失價值法(non-forfeiture law)，創造出人壽保險具有財產價值，進而保護被保

險人。 

第一款 不喪失價值法之制定 

美國麻州最早在 1861 年就不喪失價值法為立法 211，當時並未引起太大注

目，其後紐約州 1907 年不喪失價值法引起各州重視後，美國各州紛紛立法禁止

人壽保險公司在被保險人停止繳費後，不得沒收其保單價值準備金。以下就麻

州及紐約州之不喪失價值法內容為介紹： 

第一目 麻州 

麻州在 1861 年制定不喪失價值法(An act to regulate the forfeiture of policies 

of life insurance)，其第 1 條規定：「經美國政府核可設立之保險公司，其所發行

之人壽保險契約，不得因停繳保費而失其效力。被保險人有權利在特定期間經

過後，繼續主張該人壽保險契約情況如下：當保費到期而未繳納，應認定依據

『綜合經驗』或『死亡精算率』，加計年利率百分之四的保單淨值，扣除被保險

人所積欠保費。即使保險公司載明遲延給付保費，該人壽保險契約仍終止，該

人壽保單淨值的五分之四，仍視為該保險之躉繳純保費，該保險承保條款內容

則視被保險人停繳保費期間之年齡、死亡率及利率決定之。」212 第 2 條規定：

「依前條規定，若被保險人在前述保險期間死亡者，且無被保險人停繳保費而

失效條款，保險人應給付保險金數額如同被保險人並未遲繳保費，任何保單條

款與本條規定不同者無效。但被保險人死亡後 90 天內，應通知保險人並提供死

亡證明。且保險人有權扣除的保險金數額為被保險人在死亡前，每年所繳納保

費的百分之六。」213 

                                            
210 COOLEY, supra note 2, at 2334-2335. 
211 BUIST M. ANDERSON, ANDERSON ON LIFE INSURANCE 328 (1991). 
212 Section 1. No policy of insurance on life, hereafter issued by any company charter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is Commonwealth, shall be forfeited or become void by the nonpayment of premium 
thereon, any further than regards the right of the party insured therein to have it continued in force 
beyond a certain period, to be determined as follows, to wit: The net value of the policy, when the 
premium becomes due and is not paid, shall be ascertained, according to the "combined experience"," 
or actuaries" rate of mortality, with interest at four per centum per annum. After deducting from such 
net value any indebtedness to the company, or notes held by the company against the insured, which 
notes, if given for premium, shall then be cancelled, four fifths of what remains shall be considered as a 
net single premium of temporary insurance, and the term for which it will insure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ge of the party at the time of the lapse of premium, and the assumptions mortality and 
interest aforesaid. 
213 Section 2. If the death of the party occur within the term of temporary insurance covered by the 
value of the policy, as determin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and if no condition of the insurance other 
than the payment of premium shall have been violated by the insured, the company shall be bound to 
pay the amount of the policy the same as if there had been no lapse of premium, anything in the policy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tice of the claim and proof of the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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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立法有 7 項重點 214：(1) 該法提供一計算保單淨值之死亡率標準。(2) 

該法承認在人壽保險契約期間，被保險人擁有相當於解約金價值之權利。(3) 

該法允許保險人以純保費轉換為展期定期保險。(4) 該法創造保單價值重要

性，即使該保單有借款或擔保。 (5) 此項立法通過後 3 年，未引起其他州立法

者之重視，多數州還是依契約法原理，被保險人停止繳費或終止契約，保險人

得沒收被保險人之保費。(6) 雖此項立法承認保險人有退還保費之義務，但實

際上是以保單之純保費與保費債務為抵銷，並未進一步承認保險人有退還具體

保費之義務。(7) 尚未透過特別準備金(Contingency Reserve)制度，預防被保險

人可能發生之保險事故或提前終止契約。其後，麻州 1861 年制訂的不喪失價值

法歷經數次修正，1877 年將該法適用範圍限於本州保險公司，1880 年增加減額

繳清保險必須在人壽保險契約訂立後 2 年才能生效，1881 年增訂放棄保費墊繳

的約款無效。在 1907 年，麻州不喪失價值法規定遲繳保費之被保險人，有三個

選項可供選擇。其一為減額繳清(Reduced Paid-up)，其二為展期定期保險

(Extended Insurance)，其三為償付解約金(Cash Value)。 

第二目 紐約州 

紐約州在 1879 年仿效麻州制定不喪失價值法 215，該立法有 2 項重點，其

一為該法容許被保險人得選擇減額繳清或保費墊繳；其二為該法僅是在避免被

保險人停止繳保費而使契約失效，因此承認人壽保單之現金價值。其後在 1907

年修改不喪失價值法，此次修法是因應 Armstrong 調查會議 216的報告，且其修

法內容成為各州不喪失價值法之典範 217。其規定：「任何壽險(除定期壽險 20

年以下者)在 1907 年 1 月 1 日以後由本州保險人簽發，該保險期間已經過 3

年、停繳保費而契約即將失效或被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之情形。保險人依本章第

84 條所規定之基準提列準備金及繳足的附加保費額，並扣除保險人債務及準備

金之五分之一，或依保單帳面金額每千分之二十五計算超過準備金的五分之

一，應要求如同該保單終止時，按約定給付解約金之數額。若未約定者，則該

保單仍繼續存在並維持該保險金額，包括繳足之附加保費額已低於保單負債之

情形，只要該解約金足以購買依被保險人停繳保費或失效期間之年齡，且符合

該保險人標準利率之躉繳保費不分紅展期定期保險。若係生死合險，其解約金

足以購買展期定期保險，應維持至約定滿期日，若有剩餘額則應購買生存險，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ompany within ninety days after the decease: and provided, also, that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educt from the amount insured in the policy the amount at six per 
cent, per annum of the premiums that had been forborne at the time of the death. 
214 NAIC, REPORTS AND STATEMENTS ON NON-FORFEITURE BENEFITS AND RELATED MATTERS 20-21 
(1941). 
215 1879 N.Y. Laws ch. 347    
216 此一會議由紐約州參議員 Armstrong 所發起，針對當時美國人壽保險業的缺陷進行調查，作

建議其解決方案。關於此一調查報告的詳細內容介紹，參見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13-15. 
217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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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險期間自原保險簽發日至約定滿期日。若有任何放棄本條規定所規定之權

利者，視為無效。本條所規定之解約金價值至少應等同展期定期保險或生存險

的純保費。本條所規定的展期定期保險應設有寬限期間。」218此次修法重點有

二：其一為紐約州保險法第 84 條明文規定計算解約金所依據的生命表與利率。

其二為要求展期定期保險之帳面價值至少應與解約金相當。 

第二款 不喪失價值法之主要內容 

 由於紐約州按照 Armstrong 調查會議之報告建議修訂保險法，因此各州開

始注意到停繳保費，保險公司將人壽保險費沒收，對被保險人似有不公，紛紛

制定不喪失價值法以保障被保險人。而不喪失價值法之前提，係立法者承認人

壽保險具有解約金數額之價值 219(Surrender Charge)，透過該保單價值準備金抵

充保費債務或轉換為具體金錢給付，其作法計有下列四種： 

第一目 繳清保險(Paid-up Insurance) 

 美國多數州之不喪失價值法皆要求保險人在被保險人停繳保費時，至少應

提供繳清保險與展期定期保險 220，使被保險人仍受保險之保障。繳清保險係指

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抵充被保險人未繳交之保費，通常實務作法為減額繳清保險

(Reduced Paid-up Insurance)，其指被保險人若停繳保費時，保險人約定被保險

人仍維持原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其效力，縮減原保險金額，並以保單價值準備

                                            
218 N.Y. Ins. Law Sec. 88 (1907) 
If any policy of life insurance (other than a term policy for twenty years or less), issued on or after 
January first, nineteen hundred and seven, by any domestic life insurance corporation, after being in 
force three full years shall by its terms lapse or become forfeited by the non-payment of any premium 
or any note there for or any loan on such policy or of any interest on such note or loan, the reserve on 
such policy comput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adopted by said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eighty-four of this chapter, together with the value of any dividend additions upon said policy, after 
deducting any indebtedness to the company and one-fifth of the said entire reserve, or the sum of 
twenty-five dollars for each one thousand dollars of the face of said policy if said sum shall be more 
than the said one-fifth, shall upon demand with surrender of the policy be applied as a surrender value 
as agreed upon in the policy, provided that if no other option expressed in the policy be availed of by 
the owner thereof, the same shall be applied to continue the insurance in force at its full amount 
including any outstanding dividend additions less any outstanding indebtedness on the policy, so long 
as such surrender value will purchase non-participating temporary insurance at net single premium 
rates by the standard adopted by the company, at the age of the insured at the time of lapse or 
forfeiture, provided in case of any endowment policy if the sum applicable to the purchase of 
temporary insurance shall be more than sufficient to continue the insurance to the end of the 
endowment term named in the policy, the excess shall be used to purchase in the same manner pure 
endowment insurance payable at the end of the endowment term named in the policy on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original policy was issued,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any attempted waiver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agraph in any application, policy or otherwise, shall be void,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any value allowed in lieu thereof shall be at least equal to the net value of the temporary insurance 
or of the temporary and pure endowment insurance herein pro vided for. The term of temporary 
insurance herein provided for shall include the period of grace, if any. 
219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336 . 
220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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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抵充縮減金額後的保險契約之躉繳保費 221，被保險人不必再支出保費仍享受

其保障。 

第二目 展期定期保險(Extended Insurance; Temporary Insurance) 

 展期定期保險通常用於生死合險類型，係指被保險人停繳保費時，其與保

險人約定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抵充與原保險金額相同之定期保險的躉繳保費，

但該定期保險期間不得超過原保險滿期日。因此展期定期保險之作法，與減額

繳清保險作法類似，兩者皆屬繳清保險之一種 222。 

第三目 保費墊繳(Automatic Premium Loan) 

 保費墊繳係指被保險人未按期繳納保費時，其可選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抵

充已到期之保費債務。在美國各州不喪失價值法當中，少數州法 223要求保險人

應至少提供保費墊繳機制予被保險人，多數州法並未要求保險人必須提供保費

墊繳機制 224，但現今美國多數人壽保險人在其保單上皆有保費墊繳條款。其雖

可使人壽保險繼續發生效力，但相較於展期定期保險與繳清保險，其所獲得的

保障期間相對較短 225。 

第四目 償付解約金 

 在人壽保險契約停效時，麻州 1907 年不喪失價值法提供三種作法與被保險

人選擇。此三種作法為減額繳清、展期定期保險與償付解約金，而多數美國壽

險契約亦提供此三種作法予被保險人選擇 226。與減額繳清及展期定期保險不同

者，乃償付解約金之前提，係被保險人向保險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因此

被保險人須先向保險人為終止契約，其後被保險人再向保險人請求償付解約

金。在美國保險實務上，其保險約款通常約定被保險人向保險人為書面通知償

付解約金，可視為同時終止保險契約並為請求償付解約金之意思表示 227。 

第二項 保險相關給付與強制執行 

 前述美國各州在制定不喪失價值法後，人壽保險契約在保險事故發生前，

                                            
221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330-331. 
222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331. 
223 SDCL § 58-15-14 The policy, at the insurer's option, may provide for automatic premium loan and 
may provide that such provisions do not become operative unless so elected by the party entitled to 
elect. 
224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296. 
225 ANDERSON, supra note 211, at 296 . 
226 PLITT ET AL., supra note 49, at § 77:60. 
227 PLITT ET AL., supra note 49, at § 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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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具有財產價值。隨著人壽保險商品之發展，人壽保險給付具有財產價值，已

不限於死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繳清保險及保單紅利，亦均足

以作為財產，可供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因此開始產生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前，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被保險人)之人壽保單，以下分就人壽保險契約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得否聲請強制執行之適格性為探討： 

第一款 償付解約金(Cash Surrender Value) 

 由於美國紐約州 20 世紀初的不喪失價值法，明文承認人壽保單具有現金價

值，各州立法者紛紛仿效紐約州的不喪失價值法後，開始產生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債權人得否對保單聲請強制執行之疑義。從普通法之角度，美國多數法院
228見解認為保險事故發生前，若被保險人並未向保險人行使契約終止權，請求

返還解約金。債權人不得向保險人或被保險人請求解約金 229，其主要理由乃依

據無行使無債權理論(no election-no debt)230，被保險人既未行使人壽保險契約終

止權，則債權人可行使扣押之債權並未產生。儘管如此，紐約州之債權人在特

定情況下，似可透過民事補充程序，由法院強制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以取得解約金獲得清償 231，因此有必要說明紐約州之見解。又麻州為全美最早

承認人壽保單現金價值，並將其立法之州。從而債權人就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

金價值為強制執行之案件，亦具參考價值。故以下介紹麻州與紐約州就人壽保

單現金價值得否強制執行之態度： 

第一目 麻州 

 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在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前，債權人得否透

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由法院代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使債權人取得解約

                                            
228 Union Central Life Ins. Co. v. Flicker, 101 F.2d 857 (1939); 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 v. Appel 
Clothing Co., 35 Colo. 149 (1905); Molloy v. Prudential Ins. Co. of America, 129 Conn. 251 (1942); 
Farmers' & Merchants' Bank v. National Life Ins. Co., 161 Ga. 793 (1926); Fidelity Coal Co. v. 
Diamond, 322 Ill.App. 229 (1944); Kothe v. Phoenix Mut. Life Ins. Co., 269 Mass. 148 (1929); Fox v. 
Swartz, 235 Minn. 337 (1952); Slurszberg v. Prudential Ins. Co. of America, 15 N.J. Misc. 423 (1936); 
Columbia Bank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y., 79 A.D. 601 (1903); Marquis v. New York Life Ins. Co., 
92 Ohio App. 389 (1952); Com. v. Gault, 21 Pa. D. & C. 420 (1934); First Nat. Bank v. Friend, 23 
S.W.2d 482 (1929); Industrial Loan & Investment Co. v. Missouri State Life Ins. Co., 222 Mo.App. 
1228 (1928). 
229 C. T. Foster, Right of Creditors of Life Insured as to Options or Other Benefits Available to Him 
during His Lifetime, 37 A. L. R. 2d 268 (1954). Robert J. Demichelis, Rights of Creditors in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1964 U. ILL. L.F. 592, 594 (1964). 
230 國內學者有將 no election-no debt 翻譯為「無選擇終止，無解約金請求權」，但此一理論不僅

用於債權人請求債務人之人壽保單解約金情形，債務人之人壽保單借款、保單紅利、繳清保險

亦適用之。因此本文不採用「無選擇終止，無解約金請求權」此一翻譯，而將其翻譯為「無行

使無債權理論」。關於國內翻譯，參見張冠群，從美國法觀點論保險契約(保單現金價值)可否強

制執行，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291，2016 年 9 月。 
231 紐約州法院承認積欠配偶贍養費，得請求贍養費之一方可代位終止他方之人壽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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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滿足其債權？麻州早期係採肯定之見解，但其後則採否定之見解，以下

分就肯定說與否定說之案例為介紹： 

1. 肯定說 

 在 Anthracite Ins. Co. v. Sears 案 232中，其案例事實為居住在麻州之債務

人，向登記在紐約州之人壽保險公司購買人壽保險。債權人依州法所規定之衡

平程序，在保險事故未發生前，向第三人(人壽保險公司)請求給付解約金。麻

州最高法院認為依據該州州法規定，獲得勝訴判決之債權人，得就債務人之任

何法律或衡平法上之財產、權利、所有權及利益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

壽保險單如同本票或擔保品，具有財產價值。因此並無理由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豁免人壽保單價值得被強制執行 233。 

在 Biggert v. Straub 案 234中，債務人在 1895 年 5 月 7 日向人壽保險公司投

保金額 10,000 美元之人壽保險，指定死亡後給付保險金予其妻子。債權人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向人壽保險公司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單。債權人扣押當時，該

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為 3,000 美元，債務人已向保險公司質借 1,281 美元。該案其

中一個問題為人壽保險公司所持有之債務人保單現金價值，得否為法院強制執

行標的？麻州最高法院認為此種附條件的利益(Contingent Interest)得成為法院強

制執行之標的 235。 

2. 否定說 

麻州最高法院其後在 Kothe v. Phoenix Mut. Life Ins. Co.案 236中，改變先前

之見解，認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不得聲請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為強制執

行，以取得解約金。該案事實為債務人在 1921 年 11 月 8 日向人壽保險公司購

買壽險，該壽險契約條款第 13 條載明：「在支付本公司二年保險費後，當該人

壽保險契約仍有效時，被保險人得在本公司總部，請求本公司將以現金價值買

回該保單，或在三十一日寬限期內為買回。(At any time after the premiums for 

two years have been paid the Company will purchase this policy for its cash value on 

satisfactory release by the insured and assigns and surrender at the Home Office while 

it is in force, or within the thirty-one days of grace hereinbefore provided.)」債權人

在 1928 年 9 月 28 日向人壽保險公司提起訴訟，請求人壽保險公司給付現金價

值 485.63 美元與債權人，人壽保險公司主張債務人未行使買回保單之權利，拒

絕給付保單現金價值。麻州最高法院認為依據該保險契約第 13 條規定，人壽保

                                            
232 109 Mass. 383 (1872). 
233 I.d., at 384. 
234 193 Mass. 77 (1906). 
235 I.d., at 80. 
236 269 Mass. 148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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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之停止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乃債務人行使買回

權。債務人既未行使買回權，債權人自無權利請求保單現金價值 237。麻州最高

法院此一判決理由與無行使無債權理論(no election-no debt)一致，但有學說反對

之。其認為該人壽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應未考量債權人請求保單現金價值之

情形 238。更何況該保險契約條款乃債務人與人壽保險公司之約定，與債權人無

涉，不能透過保險契約條款之解釋，拒絕債權人之請求。 

而 Rosenthal v. Maletz 案 239再次確立 Kothe 案見解，認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債務人行使終止年金保險契約之權利，乃年金保險解約金債權發生之停止

條件，若債務人尚未行使該權利，債權人自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解約金，以滿足

其債權 240。因此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不得對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請求強

制執行，在麻州已成定論。 

第二目 紐約州 

 紐約州與前述麻州所不同者，乃紐約州除透過扣押程序(Attachment)241外，

尚有補充程序(Supplementary Proceedings)242，用以取代其他州所採用之第三人

扣押程序(Garnishment)243。而紐約州之民事補充程序，對於債權人欲執行債務

人對第三人之財產而言，乃充分保護債權人利益之制度 244。因此在紐約州，債

權人透過民事補充程序，得代位債務人終止與人壽保險公司之契約，以取得解

約金滿足其債權之機率較高 245。又無行使無債權理論起源自紐約州，因此以下

先就無行使無債權理論為介紹，以及相關學說批評，最後再就紐約州後續判決

方向為說明： 

1. 無行使無債權理論(no election-no debt)之開端 

 紐約州上訴法院(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Appellate Division)246在 1903

                                            
237 I.d., at 151. 
238 Isadore H. Cohen, The Attachment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26 CORNELL L. Q. 213, 233 (1941). 
239 322 Mass. 586 (1948). 
240 I.d., at 592. 
241 扣押程序係指債權人得透過扣押債務人所擁有之實體財產之程序，以滿足其債權。參見

JAMES J.BROWN, JUDGMENT ENFORCEMENT 5-3 (3d ed. 2009).因此債權人若欲扣押債務人之無實體

財產，僅能透過第三人扣押程序或補充程序為之。 
242 關於紐約州民事補充程序的歷史發展，參見 Isadore H. Cohen, Collection of Money Judgments 
in New York: Supplementary Proceedings, 36 COLUM. L. REV. 1061, 1061-1098 (1936). 
243 第三人扣押程序係指債權人得扣押第三人所擁有之債務人財產之程序，以滿足其債權。參見

BROWN, supra note 241, at 5-16.該第三人扣押程序與我國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之扣押命令相當。 
244 關於紐約州民事補充程序之發展，參見 Isadore H.Cohen, Collection of Money Judgments in 
New York: Supplementary Proceedings, 35 COLUM. L. REV. 1007, 1007-1044 (1935).及 Cohen, supra 
note 242, at 1061-1098. 
245 Foster, supra note 229. 
246 此處所指之紐約州上訴法院，並非指紐約州最高審級之 Court of Appeal，其係指紐約州中間

審級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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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Columbia Bank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y.案 247，乃美國最早提出此一理

論之判決 248，雖 Columbia Bank 案之債權人乃請求禁止債務人行使繳清保險之

權利，但該判決所採用之無行使無債權理論為往後美國多數法院所沿用。

Columbia Bank 案事實為債務人 1873 年 10 月 9 日向保險人購買湯丁式養老儲蓄

保險(Tontine Saving Fund Policy)249，該養老儲蓄保險於 1888 年 10 月 9 日到

期，到期後債務人可選擇以給付相當於保單現金價值之現金，或將保單現金價

值轉換為繳清保險。債權人在 1888 年 10 月 8 日向法院聲請扣押(attachment)債

務人之養老儲蓄保險，其當時之現金價值為 2853.3 美元，法院拒絕債權人之聲

請，認為該養老儲蓄保險在 1888 年 10 月 9 日始到期。債務人在 1888 年 10 月

9 日到期後，將期保險金轉換為繳清保險，並指定其子女為該保險之受益人。

本案之爭點為債權人聲請扣押當時，若已取得保單現金價值，債權人得否代債

務人行使權利，取得相當於保單現金價值之現金，由債權人代為受領？ 

 紐約州上訴法院持否定態度，其理由為債務人在養老儲蓄保險到期時，得

向保險人行使領取相當於保單現金價值之現金之權利，或將保單現金價值轉換

為減額保險之權利，上述權利皆專屬於債務人所有(this right was exclusively 

vested in the legal holder of policy)250。在聲請扣押當時，債務人尚未向保險人行

使其權利，該保單現金價值之權利尚未存在，自不得聲請扣押。其後 Columbia 
Bank 案所採的無行使無債權理論，使債權人不得強制債務人行使人壽保險契約

上權利之結論，亦為其他州所採納。但伊利諾州 251、肯塔基州 252、賓州 253及

麻州 254，則係透過保險契約條款之解釋，使債務人行使人壽保險契約上權利，

成為債權人取得保單現金價值之停止條件。 

2. 無行使無債權理論(no election-no debt)之批評 

 Columbia Bank 案拒絕債權人之理由有二：從實體法面相而言，債權人聲請

扣押當時，因尚未到期，債權尚未產生，並無扣押標的。其二從程序法面相而

言，依據當時紐約州民事訴訟法第 648 條及第 649 條規定，債權人僅得扣押債

務人之債權(debts)及訴因(cause of action)，因此債權人無法聲請法院扣押「債務

人向保險人行使其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利(power)255」。 

                                            
247 79 A.D. 601 (1903). 
248 Cohen, supra note 238, at 228. 
249 目前美國已無湯丁式養老儲蓄保險之販售，其運作方式為被保險人平均出資進行投資，由仍

生存之被保險人取得投資報酬。詳參見 John Barry Forman & Michael J.Sabin, Tontine Pensions, 
163 U. PA. L. REV. 755, 774 (2015). 
250 79 A.D. 601, 608 (1903). 
251 Larson v. McCormack, 286 Ill.App. 206 (1936); 
252 Cooper v. West, 173 Ky. 289 (1917). 
253 Ogle v. Barron, 247 Pa. 19 (1915); Craven v. Roberts, 60 Pa.Super. 140 (1914). 
254 Kothe v. Phoenix Mut. Life Ins. Co., 269 Mass. 148 (1929). 
255 Cohen 律師在其文章所稱之「power」，本文將其翻譯為「債務人向保險人行使其人壽保險契

約上之權利」。事實上 Cohen 律師借用破產法上破產管理人對破產人財產處分之權限(power)，
用以指涉債權人對債務人財產處分之權限。至於債務人被聲請破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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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律師則認為無行使無債權之理論，並無堅強之論述依據。首先，就

提出無行使無債權之 Columbia Bank 案，其案例事實涉及湯丁式養老保險，此

種保險已不再販賣 256，其後涉及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債權人得否在保險事故

發生前，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之情形，不應引用

Columbia Bank 案之見解。其次，從實體法面向觀察，解釋上債權人向法院聲請

扣押之債權，可包括「自動到期之債權(accruing due debt)」，英國司法實務亦是

如此解釋 257。若按此一見解，在 Columbia Bank 案中，債權人聲請向法院扣押

債務人之養老儲蓄保險當時，雖該保單尚未到期，但幾乎是可確定到期(差一天

到期)，當然有可扣押之債權存在。 

最後就程序法面相而言，債權人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向保險人行使其人

壽保險契約上之權利」，雖不符合紐約州民事訴訟法第 648 條及第 649 條規定，

債權人得扣押債務人之訴因(cause of action)之要件。但同樣可透過解釋，符合

債權人得扣押債務人之債權(debts)之要件。或許「債務人向保險人行使其人壽

保險契約上之權利」本身是否屬於得扣押之債權會產生爭議，乃因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在 Jones v. Clifton 案 258表示，在無法律明文規定下，債權人無法扣押債

務人對他人行使契約上之權利。然在法律尚未制定前，法院難道無法透過解釋

扣押與時俱進新型態之財產模式嗎 259？即使不贊同 Columbia Bank 案件見解，

Cohen 律師建議將其適用範圍限縮在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其妻子或子

女之情形 260，債權人不得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對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聲

請強制執行。可惜的是，紐約州法院並未採納此一限縮適用之見解。 

3. 後續判決方向 

 在 Columbia Bank 案之後，紐約州法院是否仍維持債權人不得強制債務人

行使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利，進而債權人無法取得解約金以滿足其債權？以下

先說明遵循無行使無債權理論之判決，其後就債權人得否透過民事補充程序，

紐約州對此問題之態度： 

(1) 遵循無行使無債權理論之判決 

在 Marks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y.案 261中，債務人在 1889 年 7 月以自

己生命向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約定 1904 年 6 月 26 日給付保險金。債權人

在 1893 年 1 月向法院起訴保險人，主張債務人自 1899 年 7 月所繳交之保費，

                                            
破產程序中應如何處分？本文留待至第五節破產法與人壽保險之關聯為說明。 
256 Cohen, supra note 238, at 231. 
257 Cohen, supra note 238, at 229. 
258 101 U.S. 225 (1879). 
259 Cohen, supra note 238, at 231. 
260 Cohen, supra note 238, at 232. 
261 109 A.D. 675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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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保單現金價值，因此請求保險人給付相當於保單現金價值之解約金。紐

約州上訴法院引用 Columbia Bank 案見解，認為被保險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

約尚未到期前，債權人無法透過扣押程序扣押被保險人(債務人)之利益 262。 

(2) 債權人依民事補充程序請求 

 由於 Columbia Bank 案判決作成當時，債權人無法透過紐約州民事訴訟法

規定扣押「債務人向保險人行使其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利」。因當時無民事補充

程序，在紐約州制定民事補充程序後，債權人得否透過該程序取得債務人之人

壽保險解約金？此一問題涉及民事補充程序與保險法規定之競合，以下介紹債

權人勝訴及敗訴之案例： 

A. 債權人勝訴案例 

a. 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與民事補充程序 

紐約州 1909 年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已婚婦女得以自己或他人名義，

經他人同意，作為他人之受託人，以其丈夫為被保險人，投保一定期間或終身

之保險。若已婚婦女在保險契約所約定期間生存，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條款給

付保險金，而其有權受領保險金。該保險金視為已婚婦女之個別財產，原則上

不受債權人或其丈夫之代表人追償。除非該保險契約之每年保費已超過 500 美

元，該超過部分之保費，按比例換算為保險金，該部分保險金為丈夫債權人得

追償範圍……若已婚婦女在保險契約到期前死亡且未處分該保險契約，應給付

保險金與其丈夫或子女。亦可指定一人或數人之信託受託人為其子女之利益，

受領並管理該保險金直至其子女成年為止。已婚婦女若在其死後無任何生存之

繼承人，其可透過遺囑或目前已知之書面轉讓方式，在其死後發生移轉保險金

之法律效果。在該遺囑或書面轉讓發生法律效果後，其繼承人或受讓人絕對取

得保險契約。為已婚婦女之利益投保之人壽保險契約，經被保險人同意，得為

轉讓保險契約，或由已婚婦女或其法定代表人向保險人行使退保(終止保險契

約)權利。」263 

                                            
262 I.d., at 678. 
263 Domestic Relations Law Insurance Section 22 
A married woman may in her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a third person, with his consent, as her 
trustee, cause the life of her husband to be insured for a definite period, or 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 Where a married woman survives such period or term, she is entitled to receive the insurance 
money, payable by the terms of the policy, as her separate property, and free from any claim of a 
creditor or representative of her husband, except that where the premium actually paid annually out of 
the husband's property exceeds five hundred dollars, that portion of the insurance money which is 
purchased by excess of premium above five hundred dollars, is primarily liable for the husband's debts. 
The policy may provide that the insurance, if the married woman dies before it becomes du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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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ian Operating Corp. v. Berkwit 案 264中，債務人在 1918 年以自己生命向

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而債權人在 1934 年向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向保險人行

使其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利」，欲透過扣押命令強制債務人終止其人壽保險契

約，以取得解約金滿足其債權。紐約州紐約郡法院認為本案不適用當時已施行

之保險法第 55-a 規定，因保險法第 55-a 條適用範圍乃 1927 年所簽發之保險契

約，而應適用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是為保護已婚婦女

在其丈夫死後，已婚婦女可取得人壽保險金。本案並無保護已婚婦女之必要，

因此允許強制債務人行使終止權，使債權人取得解約金。 

b. 保險法第 55-a 條與民事補充程序 

1927 年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保險契約不論是本法施行前或後簽

發者，以自己或他人為被保險人，除有詐害債權意圖而轉讓保險契約於他人

者，該保險契約之合法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非要保人、被保險人、其遺產執行

人或其遺產管理人)，應有權取得保險相關給付，而得以之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之債權人、其法定代表人。不論該保險契約有無保留或允許變更受益人之權

利，或約定受益人、保單受讓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者，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

人。依據本州之限制法規，以詐害債權人之意圖繳納上述保險契約之保費及其

保費所生利息，應確保債權人可取得保險金利益。但保險公司已依據契約條款

給付保險金，除事前已收到以債權人名義發出之書面通知，並表明該移轉或繳

納保費詐害債權人，以及詐害債權人之金額外，保險公司得免除其責任。」265 

在 Beigel v. Windschauer 案 266中，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約定

                                            
disposing of it, shall be paid to her husband, or to his, her or their children, or to or for the use of one or 
more of those persons; and it may designate one or more trustees for a child or children to receive and 
manage such money until such child or children shall attain full age. The married woman may dispose 
of such policy by will or written acknowledged assignment to take effect on her death, if she dies 
thereafter leaving no descendant surviving. After the will or assignment takes effect, the legatee or 
assignee takes such policy absolutely. A policy of insurance on the life of any person for the benefit of 
a married woman, is also assignable and may be surrendered to the company issuing, the same, by her, 
or her legal representatives, with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assured. 
264 151 Misc. 814 (1934). 
265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whether heretofore or hereafter issued, is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or on another life, in favor of a person other than himself, or except in case of transfer with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if a policy of the lawful life insurance is assigned or in any way made 
payable to any such person, the lawful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thereof, other than the insured or the 
person so effecting such insurance, or his executors or administrators, shall be entitled to its proceeds 
and avails against the credi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same, 
whether or not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beneficiary is reserved or permitted, whether or not the policy is 
made payable to the person whose life is insured if the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shall predecease such 
person; provided, that, subject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he amount of any premiums for said 
insurance paid with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with interest thereon, shall enure to their benefit from 
the proceeds of the policy; but the company issuing the policy shall be discharged of all liability 
thereon by payment of its proceed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unless before such payment the 
company shall have written notice, by or in behalf of a creditor, of a claim to recover for transfer made 
or premiums paid with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with specification of the amount claimed. 
266 153 Misc. 389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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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其遺產執行人、遺產管理人或保單受讓人。在該人壽保險事故尚未發生

前，債權人依民事補充程序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紐約州布朗

克斯郡法院(Supreme Court of Bronx County)認為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不適用在

保險金給付予第三人之情形 267，因此本案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不得免於

強制執行，債權人得強制債務人終止契約，以取得解約金。 

c. 保險法第 166 條與民事補充程序 

1939 年的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規定，其第 1 項前段規定：「任何人以自

己生命投保，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或給付與第三人之保險契約。該第三人有權

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其債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

理人、聯邦及州法院指定之收取人……」268該條中段規定何謂保險相關給付，

其規定：「保險金相關給付係指死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價值及免繳

保費。而保單紅利不論是用於減少保費繳納或任何形式均屬之，除債務人在保

單簽發後選擇以現金領取紅利。」269 

在 Rubenstein v. Rubenstein 案 270中，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 2 張人壽保

險，指定其侄子為受益人。債權人(前妻)為討取贍養費(Alimony)，依民事補充

程序，對債務人(前夫)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聲請強制執行。保險人及債務人主

張依 1939 年的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規定，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得對

抗其債權人。縱使無法對抗債權人，依無行使無債權理論，債權人亦不得扣押

保單現金價值。 

但紐約州國王郡法院(Supreme Court of Kings County)則不採保險人及債務

人之主張，其認為債權人請求贍養費之情形，不適用保險法第 166 條規定 271，

債權人不得主張其人壽保單現金價值屬可免於強制執行之財產。而依照紐約州

自 Columbia Bank 案所採之無行使無債權理論，本案債務人未行使終止人壽保

險契約之權利，也無法期待債務人行使終止契約權利，似債權人無法透過扣押

程序取得解約金。該案法院則認為依照衡平法 272，即使債務人未行使終止契約

權利，仍應視為債權已自動產生，債權人得向保險人請求解約金，以滿足其債

權。 

                                            
267 I.d., at 390. 
268 If any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in favor of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or made payable, by assignment, change of beneficiary or otherwise, to a third 
person; such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assignee or payee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269 The term "proceeds and avails"shall include death benefits, cash surrender and loan values, 
premiums waived, and dividends, whether used in reduction of the premiums or in whatsoever manner 
used or applied, excepting only where the debtor has, subsequent to the issuance of the policy, actually 
elected to receive the dividends in cash. 
270 105 N.Y.S.2d 24 (1951). 
271 I.d., at 26. 
272 I.d., at 2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B. 債權人敗訴案例 

 依紐約州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其並未禁止債權人依民事補充程序，聲

請法院對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為強制執行。但紐約州法院有以程序法上

規定，債權人不得向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為強制執行 273。 

a. 保險法第 55-a 條與民事補充程序 

在 40 W. 57th St. Realty Corp. v. Starr 案 274中，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為其

子女與母親之利益，指定信託公司為受益人。債權人依民事補充程序，向法院

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債務人主張依 1927 年的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紐約州紐約郡地方法院認為，本案債

務人有無與信託公司間之信託契約，並不影響本案標的得否強制執行之判斷
275，儘管債務人仍保有變更該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之權利，債權人不得聲請強

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 

b. 保險法第 166 條與民事補充程序 

在 Gross v. Gross 案 276中，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為其 3 個女

兒。債權人(妻子)與債務人(丈夫)為分居判決後，債務人(丈夫)積欠債權人(妻

子)贍養費 4,570.19 美元，債權人透過民事補充程序，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

金價值。紐約州上訴法院採取與先前 Rubenstein v. Rubenstein 案不同之見解，

其認為依當時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1 項中段規定：「保險金相關給付係指死

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價值及免繳保費……」，保險現金價值既已明

文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在解釋上即得對抗所有類型之債權人 277。不應將請

求贍養費之債權人視為例外，因此債權人不得請求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

保單現金價值。 

而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a)(1)項規定與 1939 年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1 項中段規定類似 278，其規定：「(a)在本項中：(1) 保險相關給付在人壽保

險係指死亡給付、提前死亡給付、以保單現金價值計算之提前死亡給付、保單

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額及保費減免。而保單紅利不論是用於減少保費繳納或

任何形式均屬之，除債務人在保單簽發後選擇以現金領取紅利。」279聯邦破產

                                            
273 Ecker v. Myer, 119 Misc. 375 (1922);  
274 149 Misc. 470 (1933). 
275 I.d., at 473. 
276 280 A.D. 433 (1952). 
277 I.d., at 434. 
278 N.Y. Ins. Law §3212 (a)(1) (2009). 
279 (a) In this section:(1) The term “proceeds and avails”, in reference to policies of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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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西區法院(US Bankruptcy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近期在 In 

re Jacobs 案 280中，再次確立保險法第 3212 條(a)(1)項規定包含保單現金價值，

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不得扣押之 281。 

第二款 保單借款(Loan Value) 

人壽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發生前，被保險人得向人壽保險公司，以保單現

金價值借款。因此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得否向法院聲請而強制執行保單借款？

以下分就兩種情形說明，其一為被保險人(債務人)已行使保單借款權利，取得

保單借款，其二為被保險人(債務人)尚未行使保單借款權利之情形： 

1. 債務人(被保險人)已行使保單借款權利 

Manufacturers Trust Co. v. Bravin 案 282中，雖當時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1 項已規定債務人之保單借款金得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但紐約州紐約郡地

方法院認為若該保單借款已給付與債務人(被保險人)，屬於債務人之責任財

產，已喪失保單借款之特性 283，並無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 

近期 Plastipak Packaging, Inc. v. DePasquale 案 284亦採同樣見解，該案事實

為債權人 Plastipak 公司為塑膠容器製造商，債務人 Mac-Jam 公為汽水瓶製造

商，Mac-Jam 公司唯一股東為 DePasquale。債務人積欠債權人 613,732.26 美

元，在另訴中，法院依揭穿公司面紗原則，認定 Mac-Jam 公司唯一股東

DePasquale，應就 Mac-Jam 公司債務負清償責任。而 DePasquale 曾投保人壽保

險，以其妻子為受益人，在保險契約期間向保險人行使保單借款權利，債權人

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該保單借款金額。聯邦第三上訴巡迴法院依該院 United 

States v. Sullivan 案 285見解認為，保單借款並非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成立金錢消

費借貸契約，保單借款乃解約金之先付。即使被保險人在生前行使保單借款權

利，在被保險人死後，其受益人或繼承人亦不必返還該保單借款金額 286。因此

債務人(被保險人)自保險人處取得之保單借款，已非賓州州法第 8124 條(c)(6)規

                                            
includes death benefits, accelerated payments of the death benefit or accelerated payment of a special 
surrender value, cash surrender and loan values, premiums waived, and dividends, whether used in 
reduction of premiums or in whatever manner used or applied, except where the debtor has, after 
issuance of the policy, elected to receive the dividends in cash. 
280 264 B.R. 274 (2001). 
281 I.d., at 287. 日本學說亦認為從紐約州法第 3212 條(a)(1)項規定及(b)(1)綜合觀察，保險事故

發生前，債權人不得對債務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為強制執行。參見栗田達聡，ニューヨーク

州保険法における生命保険債権保護の諸相，生命保険論集，164 号，頁 103，2008 年 9 月。 
282 177 Misc. 83 (1941). 
283 I.d., at 83-84. 
284 75 Fed.Appx. 86 (2003). 
285 333 F.2d 100 (3d Cir.1964). 
286 75 Fed.Appx. 86, 93-9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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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87之得免於債權人強制執行之「淨額給付(net amount payable)」，因此債權人

得就債務人已取得之保單借款金額為強制執行。 

2. 債務人(被保險人)未行使保單借款權利 

美國司法實務一般認為債務人依人壽保險契約之約定，向保險人請求借款

之權利，乃具一身專屬性之權利(a right personal to the insured)288。因此債務人

未行使保單借款之權利，債權則未產生，債權人自無可聲請扣押之標的存在，

此一見解基本上屬於前述無行使無債權理論之延伸。例如在 Farmers' & 

Merchants' Bank v. National Life Ins. Co.案 289中，債權人向債務人之人壽保單進

行扣押，要求法院強制債務人行使終止契約權利或保單借款權利，以取得解約

金 252 美元或保單借款 276 美元。喬治亞州最高法院拒絕債權人之主張，其採

用無行使無債權之理論，認為法院不得強制債務人行使其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

利，如同法院強制執行契約上權利，不可能強制他人為簽名動作 290。但該院法

官 Hines 提出協同意見，其不贊同喬治亞州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債權人不

得聲請法院強制債務人行使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權利或保單借款權利。其認為在

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繼承人之情形，債權人得向法

院聲請強制債務行使保單借款之權利 291。 

Larson v. McCormack 案 292之事實較為特殊，債務人於 1927 年以自己生命

投保人壽保險，指定信託公司為受益人，保險金額為 50,000 美元。債務人於

1933 年 8 月 25 日向保險人申請保單借款，於此同時保險人接收到受益人之通

知，希望保險人除去其受益人地位。因此位於總部辦公室之保險人簽發受款人

為債務人，金額 3938.15 美元支票，該支票金額與保單借款金額相當。保險人

將該支票寄送給位於芝加哥分部辦公室，並指示在未變更受益人前，勿將支票

交付債務人。在債務人未變更受益人前，債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保險人持有之

保單借款。保險人主張變更受益人乃保單借款債權屆期之停止條件，因此債權

人無從扣押債務人之保單借款。利諾州上訴法院認為保險人有權保障自己免於

將來可能發生之責任 293，該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究為何人尚未定論，故保險公

司有權拒絕債權人之請求。就結論上而言，伊利諾州上訴法院似認為保單借款

尚未在債務人持有下，該保單借款可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 

其後伊利諾州上訴法院在 Drysch, for Use of Boeing v. Prudential Ins. Co. of 

America 案 294中，亦引用 Larson 案見解。其認為債務人在未完成保單借款程序

                                            
287 42 Pa. Cons.Stat. § 8124(c)(6) (2001). 
288 Foster, supra note 229. 
289 161 Ga. 793, 131 S.E. 902 (1926). 
290 I.d., at 904. 
291 I.d., at 904. 
292 286 Ill.App. 206 (1936). 
293 I.d., at 209. 
294 287 Ill.App. 68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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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債權人若向法院聲請扣押保單借款，該扣押標的顯然並不存在 295。若債務

人已完成保單借款申請程序，債權人則有可能透過扣押程序扣押之 296。 

第三款 繳清保險(Paid-Up Insurance) 

 債權人得否透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債務人對其投保之人壽保險，以

保單現金價值抵充保費或減額繳清保費？就此一爭議，美國司法實務見解相對

較少 297，目前涉及此爭議之判決，多採否定之態度。例如 Boisseau v. Bass 案
298中，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與保險人間保險契約條款約定，債務人在給付 3 年期

保費後，債務人得在遲繳保費時起 6 個月內，行使減額繳清之權利。債權人得

透過法院扣押命令，強制債務人行使該減額繳清之權利。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

認為債務人若行使該減額繳清之權利，實質上創造債務人與保險人新的契約關

係。債權人為取得債務人行使減額繳清權利後，所產生債務人對保險人之債

權，透過法院扣押命令強制債務人行使該項權利，應不被允許 299。因該保險契

約條款約定債務人得行使減額繳清權利，係為債務人而制定，並非為債權人利

益。 

在 Bethards, for Use of Draper & Kramer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案 300亦

採與 Boisseau 案相同之結論。該案事實為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其父母為

受益人，在債務人死後，保險人應支付 1,000 美元。該人壽保險條款約定債務

人在繳納保費 10 年 6 個月後，其保單現金價值達到 161.5 美元，債務人可轉換

為保險金額 82 美元之人壽保險契約。其後，債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人

壽保單，主張得透過法院強制債務人行使減額繳清之權利。但伊利諾州上訴法

院認為債務人行使減額繳清權利乃債權人得請求扣押之要件，因此拒絕債權人

之主張。有趣的是，伊利諾州上訴法院雖認為債權人不得強制債務人行使轉化

為繳清保險之權利，但法院之依據卻非按照州法規定 301，而係依照他州法院判

例，換言之，該州法院係依照普通法規則，判決債權人不得請求。 

但不乏有肯定債權人得強制債務人行使減額繳清之案例，在 Tradesmen's 

Nat. Bank v. Cresson 案 302中，債務人投保年金保險，該年金保險契約條款約

定，債務人在繳交 2 年期保費後，債務人得向保險人行使繳額繳清之權利。在

債務人繳交 2 年期保費後，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對債務人年金保單為扣押，並主

張該年金保險應轉換為債務人死亡後，保險人給付 1,000 美元之保險契約。然

保險人主張債務人已向其行使保單借款權利，應抵銷保單借款之金額。在訴訟

                                            
295 I.d., at 70-71. 
296 Stinespring, Harry P. Jr. & Shapiro, A. N., Rights of Creditor in Debtor's Life Insurance Policy, 7 J. 
MARSHALL L. Q. 352, 353 (1942). 
297 Foster, supra note 229. 
298 100 Va. 207, 40 S.E. 647, 93 Am.St.Rep. 956, 4 Va.Sup.Ct.Rep. 105 (1902). 
299 I.d., at 650. 
300 287 Ill.App. 7 (1936). 
301 Demichelis, supra note 229, at 596. 
302 20 Phila. 336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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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債權人與保險人合意，若法院認債權人有權請求，保險人可將債務人年

金保險轉換為債務人死後，給付 1,000 美元與債權人之保險契約。賓州一般民

訴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同意債權人之有權向債務人請求，並強調保險給

付金額已確定，僅給付債權人之期間未確定。 

第四款 保單紅利(Dividend) 

 保險人利用其保戶所繳交之人壽保費進行投資若有所獲利，通常依據人壽

保險條款約定，被保險人可選擇以現金領取保單紅利、以保單紅利抵繳保費、

或保單紅利繼續留存於保險人處，以待將來購買繳清保險 303。理論上保單紅利

屬被保險人之財產，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得透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扣押之 304。但

美國多數州法院在保障被保險人之考量下，作出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保單

紅利之決定。由於被保險人可選擇保單紅利給付方式，因此以下區分四種情形

說明之 305： 

1. 債務人(被保險人)未行使請求保單紅利給付 

若依無行使無債權理論，債務人未向保險人行使保單紅利給付之權利，則

無債權產生。債權人透過法院扣押程序欲強制債務人行使保險紅利給付權利，

應不被允許。在 New York Plumbers Specialties Co., Inc. v. Stein 案 306中，債務人

向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契約，該保單條款約定債務人得選擇以現金領取保單紅

利、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以保單紅利購買繳清保險或將保單紅利按利息寄放

於保險人處，但債務人在保單紅利到期後 3 個月內未行使權利，則該保單紅利

自動轉變為繳清保險，該繳清保險之保險金將會給付受益人。債權人在 1930 年

3 月 17 日向法院聲請扣押命令，該案保單紅利到期日為 1930 年 6 月 20 日，債

務人未行使其有關保單紅利之權利，因此保險人依條款約定，於 1930 年 9 月

20 日將保單紅利轉為繳清保險。債權人主張依扣押命令在保單紅利到期日前，

保險人不應依條款將保單紅利轉變為繳清保險。紐約州上訴法院否認債權人之

主張，其理由有二：(1) 債權人之扣押命令到達時，保單紅利尚未到期，債權

人無可扣押之標的存在。(2) 依保單條款約定，債務人未行使權利，則保單紅

利自動轉變為繳清保險，其保險金給付與受益人。該保單紅利已不在保險人持

有中，債權人無法聲請扣押之 307。 

賓州法院雖與前述紐約州 New York Plumbers Specialties 案結論相同，但其

                                            
303 Isadore H. Cohen, Execution Process and Life Insurance, 39 COLUM. L. REV. 139, 151 (1939). 
304 PLITT ET AL., supra note 49, at § 80:59. 
305 Foster, supra note 229. 
306 140 Misc. 161 (1931). 
307 I.d., at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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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有所不同。Taylor v. Taylor 案 308事實為債務人積欠稅款，美國國稅局對債

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向法院聲請扣押保單紅利，但債務人尚未行使保單紅

利之相關權利。賓州一般民訴法院認為債務人得行使之保單紅利相關權利，專

屬於債務人所有 309，債權人不得強制債務人行使之，因此拒絕債權人(美國國

稅局)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單。 

近期紐澤西州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 of New Jersey)在 Heritage Bank North 

v. Ashley Development Corp.案 310中，對於債務人之尚未行使保單紅利相關權

利，得否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透過其州法第 17B:24-6 規定之擴大解釋，達

成債權人不得扣押保單紅利。紐澤西州州法第 17B:24-6 規定：「若保險契約係

為他人利益，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則合法受益人、保單受讓人或該保險受款

人有權取得保險相關給付，對抗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及法定代表人。」311紐澤西

州高等法院認為應參照 1939 年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1 項中段規定對於保險

相關給付之定義，將債務人尚未行使保單紅利相關權利之情形，屬於「保險相

關給付」範圍 312，得免於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 

2. 債務人(被保險人)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 

 通常美國人壽保單條款約定保單紅利到期時，被保險人得選擇以現金領

取，或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少數人壽保單條款會約定被保險人遲繳保費，保

險人自動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 313。因此在多數情況下，債務人(被保險人)依據

人壽保單條款，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時。債權人得否透過法院扣押程序，禁止

債務人行使抵充保費權利，要求債務人以現金領取保單紅利，並請求法院將該

保單紅利現金代債務人受領，以滿足其債權？ 

關於此一問題，美國司法實務討論較少，Randik Realty Corp. v. Moseyeff 案
314有觸及該問題。該案事實為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該人壽保單條款約定債務

人得選擇以現金領取保單紅利，或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債務人在保保單紅利

到期後，選擇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此時債權人依紐約州民事補充程序，要求

保險人拒絕債務人行使該抵充保費權利。 

而當時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保險契約之合法受益人或保單

受讓人(非要保人、被保險人、其遺產執行人或其遺產管理人)，應有權取得保

險相關給付，而得以之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其法定代表人。」該

                                            
308 36 Pa. D. & C. 320 (1938). 
309 I.d., at 324. 
310 194 N.J.Super. 523 (1984). 
311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 is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 in favor of a person other 
than himself, ... then the lawful beneficiary, assignee or payee of such policy, shall be entitled to its 
proceeds and avails against the credi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ured. 
312 194 N.J.Super. 523, 526 (1984). 
313 D. R. Frank, Dividends as Preventing Lapse of Policy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s, 8 A.L.R.3d 
862 (1966). 
314 147 Misc. 618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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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所稱之「保險相關給付」，是否包含債務人以保單紅利抵充保費？紐約州約

郡地方法院對該條文採取擴大解釋(liberal construction)，因此認為債權人不得透

過民事補充程序，禁止保險人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 315。 

其後，紐約州法院在 Robro Realty Corp. v. Lazarus 案 316亦處理到同樣問

題，但該案事實與 Randik 案較為不同者，乃債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人

壽保單命令，先於債務人行使保費抵充權利前。但紐約州紐約郡地方法院認為

此一案例事實與 Randik 案事實並無區別之必要性 317，同樣判決債權人不得透

過民事補充程序禁止保險人將保單紅利抵充保費。 

3. 債務人(被保險人)以現金方式領保單紅利 

在 Martin v. Balis 案 318中，債務人投保 4 張人壽保單，指定其妻子為受益

人。在人壽保險存續期間，保險人以現金給付保單紅利 8.54 美元予債務人。債

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該保單紅利，賓州費城市法院(Municipal Court of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認為該保單紅利已屬於債務人之財產，並非仍在保險

人持有狀態下，因此允許債權人之請求 319。 

4. 債務人將到期保單紅利留存於保險人處 

按照無行使無債權理論，債務人已行使選擇將到期保單紅利留存於保險人

處，即無債權人透過法院扣押程序，強制債務人行使保單相關權利之問題。因

此美國多數州法院見解認為，債權人若向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留存在保險人處

之保單紅利，應予准許。例如在 Com. v. Gault 案 320中，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

在保單紅利到期時，債務人依據保單條款約定，選擇「繼續累積保單紅利及利

息，並以此支付保險金或任何年度之解約金(left to accumulate to the credit of this 

policy at interest and payable with the proceeds of this policy or withdrawable in cash 

at any anniversary date.)」亦即，保單紅利每年將以解約金方式呈現。此時債權

人向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保單紅利，賓州費城市法院認為債權人可代位債務

人(stands in the shoes of the assured)行使此項已發生之債權 321，以取得現金。 

而無行使無債權理論發源地之紐約州法院，亦採與 Com.案相同結論。在

42 W. 38th St. Corp. v. Meyrowitz 案 322中，紐約州紐約郡地方法院認為依據當時

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債務人將保單紅利留存於保險人處，該保單紅利不得對

                                            
315 I.d., at 618-619. 
316 161 Misc. 610 (1936). 
317 I.d., at 612. 
318 18 Pa. D. & C. 187 (1932). 
319 I.d., at 192. 
320 21 Pa. D. & C. 420 (1934). 
321 I.d., at 421. 
322 162 Misc. 488 (193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1 
 

抗債權人 323，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扣押之。或許從此判決可推論，已到期之保單

紅利留存於保險人處，如同將金錢寄存於銀行 324，債權人當然可聲請扣押保單

紅利。 

第四節 人壽保險豁免法規(Exemption Law) 

 前述提及債務人每年繳納合理保費，投保人壽保險，該人壽保險契約之保

險金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或不構成詐害債權行為之立法。抑或債權人不得扣

押債務人之人壽保單，並終止該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滿足債權之立

法。本文以下簡稱其為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此一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最早源於紐

約州立法，各州主要仿照紐約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精神，制定專屬該州之人壽

保險豁免法規。而美國最晚制定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州，乃 1939 年維吉尼亞州

法第 589 條及第 590 條 325。又美國各州對於人壽保險豁免至何種程度，其立法

政策態度有所分歧，造成各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內容不一。以下將人壽保險豁

免法規區分為早期與近期分類，進而一併使讀者瞭解美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

發展歷程： 

第一項 早期分類 

本文以下先將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區分為一般型與特殊型，在介紹該類型下

不同之立法模式 326： 

第一款 一般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第一目 已婚婦女法規範模式 

 此一類型之州立法，主要係透過已婚婦女法為規範。此緣因於 20 世紀前，

美國已婚婦女在丈夫死後不能單獨取得丈夫遺產 327，可能產生已婚女性在丈夫

死亡後無法維持生活之現象，因此透過制定已婚婦女法加以保障之。在此同

時，人壽保險在美國已廣為盛行，有必要將丈夫死亡後，其產生之人壽保險金

歸屬作一釐清。 

                                            
323 I.d., at 489. 
324 Cohen, supra note 303, at 152. 
325 William C. Worthington, Exemption of the Debtor's Life Insurance In Virginia, 42 VA. L. REV. 239, 
239 (1956). 
326 此一類型區分係參照 Howard C. Spencer, Rights of Creditors in Life Insurance, in THE 

BENEFICIARY IN LIFE INSURANCE, 45-63 (Dan M. McGill ed., 1956). 
327 I.d.,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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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制型豁免(Restricted Exemption) 

紐約州 1840 年之已婚婦女法(Married Women’s Act 1840)，是目前已知美國

最早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328，該法規由 Verplanck 議員所提案，因此又稱

Verplanck 法案(Verplanck Act)329。而此一法規產生之立法背景，乃美國 19 世紀

中期以前，妻子法律地位從屬於丈夫，並不承認妻子有締結契約之能力，亦不

承認丈夫一方死亡後，妻子可單獨取得丈夫遺產 330，從而妻子不得以自己名義

提起相關的遺產訴訟 331。再者，當時對於妻子得否以保險利益為由，以丈夫為

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仍有所爭執 332。從而為解決上述問題，始制定

Verplanck 法案。 

該法第 1 條規定：「任何已婚婦女得以自己名義或經第三人同意以其名義為

受託人，進而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若已婚婦女為自己利益，以丈夫為被保

險人，不論係定期或終身，該保險契約之締結均為合法。若已婚婦女在丈夫死

亡後仍持續生存，依保險契約條款應給付其保險金，且該保險金為其個人使

用。丈夫之法定代表(representative)333或債權人，不得請求該保險金。但一年所

支付之保費超過 300 美元者，超過之部分仍得請求之。」334該法特色有二 335：

其一為限制債務人每年繳納保費金額之作法，某種程度保護債權人之利益，早

期康乃狄克州、新夏布罕州及明尼蘇達州州法曾仿效此一立法方式。其二為要

求州在特許保險公司營業時，必須在其特許營業章程中，加入已婚婦女法第 1

條之規定 336。 

而學者認為 Verplanck 法案之重大意義，在於承認人壽保險契約中，妻子有

獨立締約之能力，其以丈夫為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且在一定金額以下，得

                                            
328 I.d., at 45. 
329 Cohen, supra note 303, at 140. 
330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46. 
331 Vance, supra note 9, at 345. 
332 Whitehead v. New York Life Ins. Co., 102 N.Y. 143, 151 (1886). 
333 若保險契約載明 legal representative，是指被保險人死亡後之遺產管理人或執行人；若保險契

約載明 legal representatives 或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則是指繼承被保險人之繼承人、保單受

讓人、信託受託人等。詳參見 Sara L. Johnson, What Constitutes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Entitled to Receive Insurance Proceeds on Account of Loss Suffered by 
Deceased, 40 A.L.R.4th 255 (1985). 
334 N. Y. Laws 1840, c. 80, § 1; Bedell 314, 171 N.Y. 314, 318 (1902). 
It shall be lawful for any married woman, by herself, and in her name, or in the name of any third 
person, with his assent, as her trustee, to cause to be insured, for her sole use, the life of her husband 
for any definite period, or 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 and in case of her surviving her husband, the 
sum or net amount of the insurance becoming due and payable, by the terms of the insurance, shall be 
payable to her, to and for her own use, free from claim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er husband, or any of 
his creditors; but such exemption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amount of premium annually paid shall 
exceed three hundred dollars. 
335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45-46. 
336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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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債權人追償該保險金 337。可惜的是，目前美國已不存在類似 Verplanck 法

案條文之州法。 

2. 無限制型豁免(Unrestricted Exemption) 

 在紐約州制定 Verplanck 法案 4 年後，麻州在 1844 年亦制定已婚婦女法，

然麻州已婚婦女法規定與紐約州不同者，乃前者並未限制債務人每年繳納保費

金額。該法規定：「任何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使已婚婦女取得保險金

者。應確保該保險金得供其及其子女單獨使用，且該保險金不歸屬於其丈夫或

丈夫之債權人，他人以已婚婦女為被保險人之情形亦同。(Any policy procured 

for the benefit of a married women by any person on any life should enures to her 

separate use and benefit and that of her children, if any, independently of her husband 

and of his credi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and also independently of any other person 

effecting the same on her behalf.)」因此無限制型豁免法規之特色有二：其一係以

人壽保單受益人為已婚婦女或其子女，作為保障對象。其二係排除保險金為債

權人得請求追償之標的。 

麻州此一立法方式與英國 1870 年制定已婚婦女財產法(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第 10 條頗為相似，該條規定：「任何已婚男士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

保保險，且表示係為其妻子或兒女之利益，應視為妻子或兒女之個人利益為信

託。在該信託目的繼續存在下，該信託利益不應成為丈夫所有、丈夫之債權人

強制執行標的或丈夫之遺產。若能證明丈夫投保保險而給付保費，係詐害債權

人意圖者，債權人有權收取其所給付之保費金額。」338嚴格而言，目前美國並

無採用此種立法模式者。目前可在 9 個州之州法 339中可發現其痕跡。但其保障

範圍並非僅限於債務人之配偶(已婚婦女)，債務人之子女或親屬被指定為人壽

保險之受益人，其保險金亦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 

                                            
337 Cohen, supra note 131, at 975 ; Riesenfeld, supra note 86, at 589. 
338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1870 (33 & 34 Vict. c. 93), s.10. 
A policy of insurance effected by any married man on his own life, and expressed upon the face of it to 
be for the benefit of his wife or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or any of them, shall enure and be deemed a 
trust for the benefit of his wife for her separate use and of his children or any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so expressed, and shall not, so long, as any object of the trust remains, be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husband or to his creditors, or form part of his estate. “If it shall be proved that the policy was 
effected and premiums paid by the husband with intent to defraud his creditors, they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eive out of the sum secured an amount equal to the premiums so paid. 
339 Ala. Code § 6-10-8 (1975); Haw. Rev. Stat. § 431:10-232 (1987); 215 Ill. Comp. Stat. § 5/238(a) 
(2007); Md. Code Ann., Ins. § 16-111 (1997); Mass. Gen. Laws ch. 175 § 126 (1943); Ohio Rev. Code 
Ann. § 3911.10 (1992), 42 Pa. Cons. Stat. Ann. § 8124(C)(6) (2001); S.C. Code Ann. §38-63-40 
(1993); Tenn. Code Ann. § 56-7-20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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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分配型(Distribution Type) 

1844 年緬因州法 340第 1 條規定：「不論何時任何人遺留妻子與子女，以該

死者(被保險人)死亡給付特定金額，若其特定金額與保費繳交超過合理金額之

保險，在死者(被保險人)死亡前三年已繳交保費完畢，該隨著時間給付之保費

及利息，不應視為死者(被保險人)移轉財產與繼承人、遺產清算金額或依修正

州法第 109 章第 1 條規定所為給付。但死者(被保險人)死亡時未留下遺囑，若

未依下列各項減少分配金額，仍應分配之。」341 

第 2 條規定：「若繼承人為妻子與子女，妻子應有權取得該金額之三分之

一，子女取得三分之二。若子女超過一名者，則平分該三分之二金額。」342 

第 3 條規定：「若死者(被保險人)未有子女，則其妻子應有權取得前述所有

金額。若死者(被保險人)未有妻子，則由其子女平分之。但不包括死者陷於無

清償能力狀態下，以遺囑或遺贈方式移轉特定金額與其妻子及子女之情形，得

免於債權人追償。」343 

 此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特徵乃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契約，卻

未指定受益人。債務人死亡時，除該保險金非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外，

該保險金之分配，由州立法者決定之 344。此種立法者決定人壽保險金分配額度

之作法，在美國現今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中，已不復見。 

第三目 程序型(Procedural Type) 

 此類型主要置於州民事訴訟法或相關民事法當中，因此其規範債務人豁免

                                            
340 Laws of 1844, c. 114; George Brigham Young, Rights of Beneficiaries, Next of Kin, Creditors, and 
Others t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nd the Proceeds thereof under the Statutes of Maine, I PROC. OF 

ASSN. OF LIFE INS. COUNSEL 1, 2 (1917). 
341 Sec. 1.  
Whenever upon the death of any person who shall leave a widow and issue, or either, upon whose 
decease any sum or sums of money shall become due, on account of any insurance on his life, obtained 
and effected by said deceased person, such sum of money which is over and above the amount of 
premium paid by said deceased, for such insurance, together with interest on said premium from the 
time paid, to the decease of such insured, provided said premium shall have been paid within three 
years previous to said decease, shall not make any part of the estate of the deceased to be applied to the 
payment of the debts of the deceased, on settlement of his estate, or any of the purposes named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Chapter 109 of the Revised Statutes, but the same shall be distributed, if the deceased 
died intestate, without diminution as provided in the sections following. 
342 Sec. 2.  
If the intestate leave a widow and issue, the widow shall be entitled to one- third part of said sum, and 
the issue the remainder; and if more than one child, then such issue to share equally said remainder. 
343 Sec. 3.  
If the intestate leave no issue, then the widow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whole sum as aforesaid. And if no 
widow, then the whole of said sum shall belong to the issue equally, provided, tha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prevent such person from providing, by will,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sum, among 
his widow and issue, or either of them, in any other proportion but such testamentary disposition shall 
be carried into full effect notwithstanding the insolvency of the estate. 
344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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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強制執行的範圍，並不限於保險契約，甚至可能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

必需之物 345。較具代表性者，乃加州 1947 年的民事訴訟法第 690.19 條規定
346：「若年繳保費未超過 500 美元，該人壽保險所生金錢、利益、優先權或特權

(得免除債權人追償)；若年繳保費超過 500 美元，該人壽保險所生金錢、利

益、優先權或特權，按年繳 500 美元保費對應之部分，得免除債權人追償。(第

一項)除前項規定外，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年幼子女之利益，購買未超過年繳保

費 500 美元之人壽保險，該人壽保險所生金錢、利益、優先權或特權(得免除債

權人追償)；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年幼子女之利益，購買超過年繳保費 500 美元

之人壽保險，該人壽保險所生金錢、利益、優先權或特權，按年繳 500 美元保

費對應之部分，得免除債權人追償。(第二項)」347  

第四目 55-a 型(55-a Type) 

 此類型以 1927 年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 348規定為命名，由於 1927 年正值

經濟大蕭條時期，為保護債務人，有 12 個州在當時紛紛仿效該條規定 349。保

險法第 55-a 條規定：「保險契約不論是本法施行前或後簽發者，以自己或他人

為被保險人，除有詐害債權意圖而轉讓保險契約於他人者，該保險契約之合法

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非要保人、被保險人、其遺產執行人或其遺產管理人)，

應有權取得保險相關給付，而得以之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其法定

代表人。不論該保險契約有無保留或允許變更受益人之權利，或約定受益人、

保單受讓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者，給付保險金與被保險人。依據本州之限制法

規，以詐害債權人之意圖繳納上述保險契約之保費及其保費所生利息，應確保

債權人可取得保險金利益。但保險公司已依據契約條款給付保險金，除事前已

收到以債權人名義發出之書面通知，並表明該移轉或繳納保費詐害債權人，以

及詐害債權人之金額外，保險公司得免除其責任。」350 

                                            
345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48. 
346 Kwapil Richard O., Life Insurance Proceeds: Exemptions from Creditor's Claims, 13 HASTINGS 

L.J. 282, 282 (1962) ; 栗田達聡，カリフォルニア州民事訴訟法における生命保険債権保護，生

命保険論集，170 号，頁 192-193，2010 年 3 月。 
347 Cal. Code Civ. Proc. § 690.19 (1947). 
All moneys, benefits,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accruing or in any manner growing out of any life 
insurance, if the annual premiums paid do not exceed $500, or if they exceed that sum a like exemption 
shall exist which shall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moneys, benefit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o 
accruing or growing out of such insurance that said $500 bears to the whole annual premiums paid. 
In addition to the foregoing, all moneys, benefits, or privileges belonging to or accruing to the benefit 
of the insured's spouse or minor children growing out of life insurance purchased with annual 
premiums not exceeding $500, or if such annual premiums exceed that sum, a like exemption shall 
exist in favor of such persons which shall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moneys, benefits or 
privileges growing out of such insurance that $500 bears to the whole annual premium paid. 
348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50. 
349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51. 
350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whether heretofore or hereafter issued, is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or on another life, in favor of a person other than himself, or except in case of transfer with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if a policy of the lawful life insurance is assigned or in any way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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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法規共計有 10 項重點：1. 不再限於債務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為已

婚婦女利益投保人壽保險之情形 351，任何人為他人之利益投保，亦在適用範

圍；2. 在該法通過前生效之保險契約亦有適用；3. 免除範圍為保險相關給付

(proceeds and avails)，未如先前立法要求債務人保費或保險金不得超過一定上

限；4. 除有詐害債權人情形外，指定保險金與特定人或轉讓保單屬於豁免範圍

內；5. 明確表示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若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者，得對抗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之債權人或法定代表人；6. 該法規宣示有無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並非

重要；7. 該法規宣示被保險人之將來利益(reversionary interest)並非重要；8. 該

法規宣示若要保人繳納保費有詐害債權人之意圖，債權人可請求全部保險金；

9. 要保人是否詐害債權人之判斷，將參考州之限制法規；10. 保險人在收到債

權人為詐害債權書面通知前，已給付保險金，保險人不須再給付保險金與債權

人，債權人應向債務人請求之。雖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相較於先前之人壽保

險豁免法規，已擴大其保護範圍，但仍有 4 項缺失：1. 不論要保人是否兼有被

保險人或受益人之身分，要保人皆不受保護；2. 受益人之債權人仍可請求保險

相關給付；3. 未將年金保險與失能保險列入適用範圍。 

第五目 綜合型(Comprehensive Type) 

路易斯安那州 1916 年的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定 352：「……人壽保險、互助保

險、保險合作社及健康傷害保險所生之保險相關給付，得豁免於任何債務之清

償。除保單借款、轉讓保險契約所生權利或對該保險契約所為之預付款項之情

形外。」353前述所提及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其豁免之對象僅針對被保險人之

債權人或受益人之債權人。但從該州 1916 年的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定：「得對抗

                                            
payable to any such person, the lawful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thereof, other than the insured or the 
person so effecting such insurance, or his executors or administrators, shall be entitled to its proceeds 
and avails against the credi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same, 
whether or not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beneficiary is reserved or permitted, whether or not the policy is 
made payable to the person whose life is insured if the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shall predecease such 
person; provided, that, subject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he amount of any premiums for said 
insurance paid with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with interest thereon, shall enure to their benefit from 
the proceeds of the policy; but the company issuing the policy shall be discharged of all liability 
thereon by payment of its proceed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unless before such payment the 
company shall have written notice, by or in behalf of a creditor, of a claim to recover for transfer made 
or premiums paid with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with specification of the amount claimed. 
351 從紐約州 Verplanck 法的文義觀察，其適用範圍本僅限於債務人(丈夫)以自己為被保險人，

為已婚婦女(妻子)利益投保之情形。然而紐約州法院卻擴充其適用範圍，將實際上契約由債務

人(丈夫)締結並繳納保費，以已婚婦女為被保險人且為受益人之情形，納入適用範圍，因此紐

約州保險法第 55-a 將此二種情形均納入。相關介紹參見 Cohen, supra note 131, at 982. 
352 La. Act 189 of 1914, as amended by La. Act 88 of 1916; Kalford K. Miazza, Liability of Life 
Insurance Proceeds for debts in Louisiana, 8 TUL. L. REV. 451, 451 (1934). 
353 Section 1.-. ..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r dividends of all life, including fraternal and co-operative, 
health and accident insurance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liability for any debt, except for a debt secured 
by a pledge of policy, or any rights under such policy that may have been assigned; or any advance 
payments made on or against such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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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債權人」，似指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債權人均得對抗之 354。事實上路易斯

安那州早已承認人壽保險金並非被保險人之遺產 355，縱使無該法律規定，仍可

得出相同之結論。當時學說有認此一規定不妥，其豁免對象範圍過大 356。 

第二款 特殊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一般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乃是主要以私人保險契約為規範對象，但特殊型

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則係以部分帶有公益性質之保險為規範對象，按照學說之分

類 357，共有相互保險型、團體型、失能給付型、年金型、禁止揮霍型、退休金

型及社會福利型等 7 種類型。由於退休金型 358及社會福利型已涉及社會保險領

域，因此本文僅介紹互助型、團體型、失能給付型、年金型及禁止揮霍型，此

5 種特殊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類型： 

第一目 互助保險型(Fraternal Insurance Type) 

 美國最早之互助團體起源於 1868 年 John Jordan 所創立之 Ancient Order of 

United Workmen(下稱 AOUW)，由於當時人壽保險對於一般大眾而言，係屬奢

侈品，因此該團體透過互助概念，扶助工人因傷病而不能工作所造成的損失
359。雖早期有認為該互助保險之慈善特性，不應納入法規管轄，但現今美國各

州保險監理機構皆將互助保險列入監理項目當中。 

 有鑑於當時常有詐欺集團以互助團體之名，向一般工人或民眾收取會費，

因此在 1892 年國際互助團體會議上，提出模範互助法典第 1 條對於互助團體之

定義 360。其規定為：「本法所稱之互助團體係指以企業、協會或志願社團之形

式為組織，非營利性的為其團體成員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業務。每一團體應有

互助系統、常態性業務及政府授權許可形式，且應在其團體成員疾病、失能或

死亡之情形下，應依據章程或法律給付利益。給付上述利益之基金應作為該團

體開銷經費之來源，該基金應來自團體之收益及向成員之合法募集。死亡給付

應給與團體成員之家庭成員、繼承人、血親、未婚夫、未婚妻或受團體成員扶

養之人。該團體應遵循本法規定，在本法通過後，除有明文規定外，不受本州

保險法規之規範。」361 

                                            
354 Miazza, supra note 352, at 452. 
355 Eugene A. Nabors, Civil Law Influences upon the Law of Insurance in Louisiana, 6 TUL. L. REV. 
369, 369-407 (1932). 
356 Eugene A. Nabors, Proposals for Amendment of the Louisiana Trust Act and the Louisiana Life 
Insurance Exemption Statute, 8 TUL. L. REV. 522, 536 (1934). 
357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55-63. 
358 關於退休金型豁免法規介紹，參照 Note, Employee Retirement Pension Benefits as Exempt from 
Garnishment, Attachment, Levy, Execution, or Similar Proceedings, 93 A.L.R.3d 711 (1979). 
359 WALTER BASYE, HISTORY AND OPERATION OF FRATERNAL INSURANCE 10 (1919). 
360 I.d., at 117-122. 
361 A fraternal benefit association is here by declared to be a corporation, society, or voluntary 
association formed or organized and carried on for the sole benefit of its members and thei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而 1892 年之模範互助法典第 10 條規定：「根據本法授權執行業務之任何團

體，其所提供之金錢、其他利益、慈善，救濟或援助，不應經扣押程序為扣

押、或經其他法定程序為扣押、分配。通過法律操作，應給付互助契約持有人

或指名受益人或可能享有任何權利。」362該條規定使互助契約給付與人壽保險

給付相同，亦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紐約州在 1939 年的保險法第 166 條第 6

項規定似有參照模範互助法典規定，其規定：「本條適用於任何保險契約與年金

保險契約，同樣適用於團體保險契約、團體年金保險契約、經核准之互助保險

團體簽發保單及人壽及意外保險合作社所簽發之保單。」363 

第二目 團體型(Group Type) 

勞工在工作期間所發生之意外事故，雇主多透過團體保險方式加以填補勞

工所受之損害。因此州立法者會認為團體保險金應不允許勞工或雇主之債權人

為強制執行，從而人壽保險豁免法規適用於團體保險之立法自然應運而生。例

如紐約州 1939 年保險法第 166 條主要規範人壽保險相關債權之豁免，該條第 6

項其規定：「本條適用於任何保險契約與年金保險契約，同樣適用於團體保險契

約、團體年金保險契約、經核准之互助保險團體簽發保單及人壽及意外保險合

作社所簽發之保單。」364  

由於紐約州將團體保險列入豁免範圍，引起其他州立法者之仿效。例如加

州保險法 1955 年保險法第 10213 條 365規定：「除本法第 10203.5 條、第 10203.6

及第 10203.8 條規定外，團體人壽保險契約在給付保險金前或後，應經法定或

適當之程序給付被保險人之員工或受益人。當保險金未給付指定之受益人，不

應成為該員工遺產之一部分，作為清償其債務之用。」366 

                                            
beneficiaries, and not for profit. Each association shall have a lodge system, with ritualistic form of 
work and representative form of government, and shall make provision for the payment of benefits in 
case of sickness, disability, or death of its members, subject to their compliance with its constitution 
and laws. The fund from which the payment of such benefits shall be made and the fund from which 
the expenses of such association shall be defrayed shall be derived from assessments or due collected 
from its members. Payment of death benefits shall be to the families, heirs, blood of relatives, affianced 
husband, affianced wife of, or to person dependent upon the member. Such associat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is Act and shall be exempt from the provision of insurance law of this state, and no law 
hereafter passed shall apply to them unless they be expressly designated therein. 
362 The money or other benefit, charity, relief or aid to be paid, provided or rendered by any association 
authorized to do business under this act,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ttachment by any trustee, garnishee, or 
other process, and shall not be seized, taken, appropriated or appli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or by operation of law, to pay any debt or liability of a certificate holder, or of any beneficiary named in 
the certificate, or any person who may have any rights thereunder. 
36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pplicable to any insurance policy or annuity contract shall likewise 
apply to group insurance policies or annuity contracts, to the certificates or contracts of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ies, and to the policies or contracts of cooperative life and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ies.  
364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pplicable to any insurance policy or annuity contract shall likewise 
apply to group insurance policies or annuity contracts, to the certificates or contracts of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ies, and to the policies or contracts of cooperative life and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ies.  
365 STUART SCHWARZSCHILD, RIGHTS OF CREDITORS IN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283 (1963). 
366 Cal. Ins. Code. § 10213 (1955). 
Except as provided by Sections 10203.5, 10203.6, and 10203.8, a policy of group life insurance or th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9 
 

第三目 失能給付型(Disability Income Type) 

失能保險之目的，在於填補被保險人因失能而無法工作之損失。因此可想

像州立法者認為失能保險給付原則上不應作為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從

而 1934 年紐約州保險法第 55-b 條規定應運而生，其後第 55-b 條規定在 1939

年改為保險法第 166 條 367第 2 項規定：「任何由意外傷害、被保險人身體虛弱

或疾病所生之失能狀態，依據該失能保險應給付之金錢或其他利益，均可被強

制執行，以滿足被保險人之債務或責任，不論是該債務或責任是失能前或失能

後產生者。除有本條第四項情事者，以及下列兩款情事以外，不得為強制執

行：(a) 關於被保險人失能開始後，其所生之必要債務或責任。而被保險人得

豁免範圍不包括因其失能所致之失能給付；(b) 關於被保險人失能開始後，其

所生之全部債務或責任，被保險人得豁免之範圍以失能期間每月不超過 400 美

元給付為限。」368 

除紐約州外，加州亦針對失能保險為立法，該州 1947 年民事訴訟法第

690.20 條 369規定：「若年繳保費未超過 500 美元，該失能保險或健康保險所生

金錢、利益、優先權或特權(得免除債權人追償)；若年繳保費超過 500 美元，

該該失能保險或健康保險所生金錢、利益、優先權或特權，按年繳 500 美元保

費對應之部分，得免除債權人追償。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年幼子女之利益，購

買未超過年繳保費 500 美元之失能保險或健康保險，該保險所生金錢、利益、

優先權或特權(得免除債權人追償)；但為受益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家人日常

生活所需，而購買之失能保險或健康保險，該保險所生金錢、利益、優先權或

特權之一半利益，債權人得聲請強制執行、第三人扣押程序或扣押程序，以滿

足其債權。」370 加州豁免金額之計算方式與紐約州雖有不同，但此二州皆肯定

                                            
proceeds thereof paid to the insured employee or the beneficiary thereunder shall not be liable, either 
before or after payment, to be appli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to pay any liability of any 
person having a right under the policy. The proceeds thereof, when not made payable to a named 
beneficiary, shall not constitute a part of the estate of the employee for the payment of his debts. 
367 SCHWARZSCHILD, supra note 365, at 321-325. 
368 Sec. 2 
No money or other benefits payable or allowable under any policy of insurance against disability 
arising from accidental injury or bodily infirmity or ailment of the person insured, shall be liable to 
exec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atisfying any debt or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whether incurred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disability,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four, and except further that 
(a) with respect to debts or liabilities incurred for necessaries furnished the insur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disability, the exemption shall not include any income payments benefits payable as 
a result of any disability of the insured, and (b) with respect to all other debts or liabilities incurr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disability of the insured, the exemption of income payment benefits 
payable as a result of any disability of the insured shall not at any time exceed payment at rate of four 
hundred dollars per month for the period of such disability. When a policy provides for lump sum 
payment because of a dismemberment or other specific loss of insured, such payment shall be exempt 
from execution of insured's creditors.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sec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assignability 
of any benefit otherwise assignable. 
369 SCHWARZSCHILD, supra note 365, at 283-284. 
370 Cal. Code Civ. Proc. § 690.20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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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保險給付原則上可強制執行。 

第四目 年金型(Annuity Type) 

年金保險除含有人壽保險之性質，亦具有失能保險之性質 371。紐約州在

1934 年針對失能保險制定保險法第 55-b 條後，於隔年針對年金保險亦制定保險

法第 55-c 條。而保險法第 55-c 條其後被改置於 1939 年保險法第 166 條第 3 項

規定：「年金保險不論是本法施行前或後所簽發者，該年金保險即將到期或已到

期之利益、權利、義務及選擇權給付與年金受領人(該人就年金保險已支付相當

之對價)，該年金保險給付不得為強制執行，亦不得強制年金受領人行使上述權

利或選擇權，除有下列情事者外：(a) 符合本條第四項情事者；(b) 年金受領人

依年金保險得受領之即將到期、已到期、定期給付或固定次數給付，其豁免金

額不得超過每月 400 美元之分期給付。而該年金定期給付可如同民事訴訟程序

扣押薪資般，債權人依第三人扣押程序為扣押；(c) 若年金保險給付年金受領

人之即將到期或已到期之利益，超過每月 400 美元。則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法

院認為該超過 400 美元之分期給付利益乃公正適當，對年金受領人及受其依賴

維生家人屬於合理者，得命年金受領人給付超過 400 美元之利益與判決債權人

或命分期給付之。而年金受領人在前述法院命令下，面對多數債權人之情形亦

同。受益人或受讓人就年金契約所生之利益、權利、義務或選擇權，不得轉讓

或變換。若利益為定期給付者，則年金受領人所適用之豁免範圍及例外，同樣

適用至受益人或受讓人。本條所稱之年金保險，係指保險人在被保險人生存期

間，有義務於特定期間給付特定金額之契約，或依據單一或複數特定條款，以

相當對價，共同或其他方式給付特定金額與一人或數人。」372 

                                            
All money, benefits,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accruing or in any manner growing out of any disability 
or health insurance, if the annual premiums do not exceed five hundred dollars ($500), and if they 
exceed that sum a like exemption shall exist which shall bear the same proportion to the moneys, 
benefit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o accruing or growing out of such insurance that said $500 bears 
to the whole; but where debts are incurred by the beneficiary of such policy, or his wife or family for 
the common necessaries of life, one-half of such benefits,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so accruing is 
nevertheless subject to execution, garnishment or attachment to satisfy debts so incurred. 
371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56. 
372 Sec. 3 
The benefits, rights, privileges and options which, under any annuity contract heretofore or hereafter 
issued are due or prospectively due the annuitant, who paid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annuity contract,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execution nor shall the annuitant be compelled to exercise any such rights, 
powers or options contained in said annuity contract, nor shall creditors be allowed to interfere with or 
terminate the contract, except (a)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four and except (b) that the total exemption 
of benefits presently due and payable to any annuitant periodically or at stated times under all annuity 
contracts under which he is an annuitant, shall not at any time exceed four hundred dollars per month 
for the length for time represented by such installments, and that such periodic payment shall be subject 
to garnishee execution to the same extent as are wages and salaries,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as to 
such executions contained in the civil practice act; and (c) that is the total benefits presently due and 
payable to any annuitant under all annuity contracts under which he is an annuitant, shall at any time 
exceed payment at the rate of four hundred dollars per month, the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actice act, the court may order such annuitant to pay to a judgment creditor or apply on the judgment, 
in installments, such portion of such excess benefits, as to the court may appear just and proper,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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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此一法規有四項重點：1. 在年金保險屆期前，債權人不得聲請法院

依強制執行程序，代位行使年金受領人之權利，除年金受領人有詐害債權人之

情事。2. 年金保險給付在 400 美元以下者，債權人至少可取得百分之 10 之保

險金額。3. 年金保險給付超過 400 美元者，債權人得透過民事訴訟程序，由法

院決定應給付債權人超過 400 美元之金額。4. 要保人為他人利益購買年金保

險，債權人欲聲請強制執行受益人之年金保險給付，亦受前三項之限制。 

紐約州 1939 年的保險法第 166 條第 3 項規定，曾被賓州及新墨西哥州所仿

效。當時賓州州法第 515 條 373規定：「不論是由聯邦境內之本州或外州保險公

司所簽發之保險契約或年金保險契約，該年金保險之購買人或被保險人應為受

益人或年金受領人，其每月給付金額不得超過 100 美元。私人企業或雇主不論

以贈與、信託基金或其他方式所購買之年金或退休金計畫，該年金或退休金計

畫給付不得轉讓或受強制執行，得免於其債權人、扣押程序及強制執行程

序。」374賓州此項立法仿照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3 項規定，允許債權人得

對年金給付超過特定金額部分追償。 

第五目 禁止揮霍型(Spendthrift Type) 

嚴格來說禁止揮霍型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人壽保險並非其主要規範對

象，禁止揮霍信託(Spendthrift Trust)方為是。所謂禁止揮霍信託係指禁止債權人

向受益人追償信託利益。例如 A 認為其子 B 不具管理能力，有衝動揮霍傾向，

因此設立以 B 為受益人之禁止揮霍信託，明定信託期間 50 年，B 每年可得 100

萬。按禁止揮霍信託法理，B 不得與他人訂立契約，轉讓將來 50 年期間，每年

可取得 100 萬之利益。且即使 B 在外欠債，其債權人無法將該信託利益為拍

                                            
due regard for the reasonable requirements of the judgment debtor and his family, if dependent upon 
him, as well as any payments required to be made by the annuitant to other creditors under prior court 
orders. The benefits, rights, privileges or options accruing under such contract to a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shall not be transferable nor subject to commutation, and if the benefits are payable 
periodically or at stated times, the same exemptions and exceptions contained herein for the annuitant,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such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An annuity contract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section shall be any obligation to pay certain sums at 
stated times, during life or lives, or for a specified term or terms, issued for a valuable considera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such sums are payable to one or more persons, jointly or otherwise, but 
does not include payments under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at stated times during life or lives, or for a 
specified term or terms. 
373 Purdon’s S. Tit. 40 § 515. 
374 Any policy or contract of insurance, or annuity, hereafter taken out, or issued by any insurance 
company, domestic or foreign, lawfully doing business in this Commonwealth, to any solvent citizen 
thereof, whereof the said insured or purchaser of said annuity shall be the beneficiary or annuitant, not 
exceeding an income or return therefrom of one hundred dollars ($100) per month, and any annuity or 
pension, whether by way of a gratuity or otherwise, granted or paid by any private corporation or 
employer or out of a trust fund established by any private corporation or employer to a retired 
employee, being a citizen of this Commonwealth under an agreement, plan or trust indenture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same shall not be assignable or subject to execution or attachment, shall be exempt 
and free and clear from the claims of all his or her creditors, and from all legal and judicial processes of 
execution, attachment, or otherwise whatso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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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以滿足債權 375。 

禁止揮霍信託可能與人壽保險契約為結合，例如人壽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

與保險公司約定，在其生存期間或已死亡後，由保險公司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所

指定之受益人。美國早期部分見解認為若人壽保險契約未明確約定禁止揮霍信

託，而透過分期給付方式達到禁止揮霍信託之效果，則該禁止揮霍信託並不存

在 376。為釐清人壽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是否有信託關係，美國州立法者以法律

明文規定之，以解決此項爭議。 

美國首度出現禁止揮霍型的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應屬紐約州 1911 年個人財

產法第 15 條規定 377：「……被保險人死亡後之保險金，依據信託或契約留給保

險公司。被保險人死亡後所生之保險金利益，不得移轉、變換或成為產權負擔

標的，亦不受法律程序的約束。除非在訴訟中，信託當事人或約定同意請求必

要款項。」378其後，加州 1935 年的保險法第 10171 條 379規定：「任何人壽保險

契約或協議約定人壽保險契約所生保險金，受益人不得為移轉、參與、變換或

設定產權負擔標的，且不得對抗受益人之債權人或不得經任何法定程序對抗受

益人。」380 

第二項 近期分類 

紐約州在 1840 年首度制定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後，截至 1955 年起，紐約州

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已有 35 次之重大修正 381。而美國各州在仿傚紐約州法的同

時，亦獨自發展出具有各自特色的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因此欲完整地分類美國

各州的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於現今已不太可能。從而目前學說改從豁免主體與

客體之角度為觀察 382，以下介紹至今美國各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於此一分類之

歸屬： 

                                            
375 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134-135，1998 年 1 月 2 版。 
376 Samuel Davis, Spendthrift Trusts in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5 B.U. L. REV. 91, 91 (1925). 
377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59. 
378 ……Provided, however, that when the proceeds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becoming a claim by the 
death of the insured, are left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under a trust or other agreement, the benefits 
accruing thereund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insured shall not be transferred, nor subject to a commutation 
or incumbrance, nor to legal process except in an action to recover for necessaries, if the parties to the 
trust or other agreement so agree. 
379 Stats.1935, c. 145, 639. 
380 Cal. Ins. Code § 10171 (1935). 
Any life policy or other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holding or payment of the proceeds of a life policy 
may provide that the proceeds thereof or payments thereunder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transfer, 
anticipation or commutation or encumbrance by any beneficiary,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the claims 
of creditors of any beneficiary or any legal process against any beneficiary. 
381 Spencer, supra note 326, at 64. 
382 此一分類方式乃參照日本學者藤田友敬之分類，參見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
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3-，法学協会雑誌，109 卷 7 号，頁 1209-
1210，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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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豁免主體 

第一目 限於被保險人之親屬或繼承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所以在 Hume 案，判決債權人不得請求保險金，係為

保護債務人之妻子與子女。因此仍有美國目前仍有 20 個州 383的人壽保險豁免

法規維持此一作法，保護債務人之妻子、子女或繼承人在債務人死後，其可領

取之人壽保險金，得不被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例如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c)項規定 384：「(c)滿期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給付，若對

執行債務人、配偶及受撫養人屬生活上合理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385 

第二目 指定受益人 

此一立法主要保護對象為受益人，其代表性立法為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

(b)項規定：「(1) 任何人以自己生命投保，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或給付與第三人

之保險契約。該第三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其債

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院指定之收取人 386。(2) 要保人
387為自己之利益，以他人生命投保，並給付與要保人之保險契約。要保人有權

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債權人、法

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院指定之收取人。若要保人係為自己利

益，以配偶生命投保之保險契約，則要保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

付，得以之對抗其配偶之債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院指

定之收取人 388。(3) 要保人為第三人之利益，以他人之生命投保，並指定第三

                                            
383 Ark. Code Ann. § 16-66-209 (2009); Cal. Code Civ. Proc. § 740.100 (2003); Colo. Rev. Stat. § 13-
54-102(1)(l) (2015); D.C. Code Ann. § 15-503 (2008); Ga. Code Ann. § 33-25-11 (2006); Haw. Rev. 
Stat. § 431:10-232 (1987); Iowa Code Ann. § 633.333 (1963); 215 Ill. Comp. Stat. § 5/238(a) (2007); 
Ind. Code § 27-1-12-14 (1981); Md. Code Ann., Ins. § 16-111 (1997); Mich. Comp. Laws § 500.2207 
(1957); Minn. Stat. § 61A.12 (1994); Mo. Rev. Stat. §513.430 (2016); N.D. Cent. Code § 28-22-03.1 
(2015) ; N.M. Stat. Ann. § 42-10-3(1978); Ohio Rev. Code Ann. § 3911.10 (1992); S.C. Code Ann. 
§38-63-40 (1993); S.D. Codified Laws § 43-45-6 (1959); Tenn. Code Ann. § 56-7-203 (2008); Utah 
Code Ann. § 78B-5-505(xii) (2016). 
384 Cal. Code Civ. Proc. § 740.100(c) (2003). 
385 (c) Benefits from 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are 
exempt to the extent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the judgment debtor and the spouse and 
dependents of the judgment debtor. 
386 (b)(1)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in favor of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or made payable otherwise to a third person, such third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387 從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規定觀之，the person effecting such insurance，類似我國要保人之

概念，因此本文將其譯為要保人。 
388 (2)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upon the life of another person in fav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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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受益人或給付與第三人之保險契約。該第三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

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債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理

人、聯邦及州法院指定之收取人 389。」 

舉例而言，該條(b)項第一款之情形乃 A 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 C 為受

益人，C 就保險相關給付，得對抗 C 之債權人；該條(b)項第二款之情形則分為

兩種：其一為 A 為要保人兼受益人，以 B 為被保險人，A 就保險相關給付得對

抗 A 與 B 之債權人。其二為 A 與 B 為配偶關係，A 為要保人兼受益人，A 就

保險相關給付，得對抗 A 與 B 之債權人；該條(b)項第三款之情形則係 A 為要

保人，B 為被保險人，C 為受益人，C 就保險相關給付，得對抗 A 與 B 之債權

人。因此可得知其立法意旨，得對抗債權人者，乃具有受益人之身分。目前美

國共計有 30 個州 390，採納受益人依人壽保險契約取得之保險金，債權人不得

請強制執行之。 

第二款 豁免客體 

第一目 保險相關給付(proceeds and avails)之豁免 

美國法院早期對於保險相關給付之定義有所爭執 391，主要緣由乃保險商品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same or made payable otherwise to such person, the latter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insured. If the person effecting such 
insurance shall be the spouse of the insured, he or she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his or her own creditor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389 (3)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the life of another person 
in favor of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or made payable otherwise to a third person, such third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insured 
and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390 Ala. Code § 27-14-32 (1975); Ariz. Rev. Stat. § 20-1131 (2005); Conn. Gen. Stat. § 38a-453 
(1990); Del. Code Ann. Tit. 18 § 2725 (1995); Fla. Stat. § 222.13 (1995); Idaho Code § 41-1833 
(2003); Kan. Stat. Ann. §§ 40-414(a) (1988); Ky. Rev. Stat. Ann. § 304.14-300 (1970); La. Rev. Stat. 
Ann. § 22:647 (2012); Me. Rev. Stat. Ann. Tit. 24-A, § 2428 (2014); Mass. Gen. Laws ch. 175 § 125, § 
126 (1943); Miss. Code Ann. § 85-3-11 (1994); Mont. Code Ann. § 33-15-511 (2007); Neb. Rev. Stat. § 
44-371 (2005); Nev. Rev. Stat. § 687B.260 (1997); N.H. Rev. Stat. Ann. § 408:2 (2016); N.J. Stat. Ann. 
§ 17B:24-6 (1972); N.Y. Ins. Law §3212 (2009); Okla. Stat. Tit. 36 § 3631.1 (1992); Or. Rev. Stat. § 
743.046 (2016); 42 Pa. Cons. Stat. § 8124 (2001); R.I. Gen. Laws § 27-4-11 (1956); N.C. Gen. Stat. § 
58-58-115 (1947); Tex. Ins. Code § 1108.051(2003); Vt. Stat. Ann § 3706 (1976); Va. Code Ann. § 
38.2-3122 (2016); Wash. Rev. Code § 48.18.410 (2009); W. Va. Code § 33-6-27 (1957); Wis. Stat. § 
815.18(3)(f) (2016); Wyo. Stat. Ann. § 26-15-129 (2001). 
391 Ralph v. Cox, 1 F.2d 435 (8th Cir. 1924); In re Weick, 2F.2d 647 (6th Cir. 1924); In re Lang, 20 
F.2d. 236 (E. D. Pa. 1927); In re Horwitz, 3F. Supp. 16 (W.D.N. Y. 1933); In re Beach, 8 F. Supp. 910 
(D. Mass.1934); Schwartz v. Holzman, 69 F.2d 814 (2d Cir. 1934); Hecktkoff v. Mendlowitz, 156 
Misc. 635, 282 N. Y. Supp. 339 (1935); Slurzberg v. Prudential Ins. Co. of American, 15 N. J. 
Misc.423, 192 A. 451 (1936); In re Driscoll, 142 F. Supp. 300 (S. D. Cal. 1956); In re White, 185 F. 
Supp. 609 (N. D. W. Va. 1960); Pearl v. Goldberg, 300 F. 2d 610(2d Cir. 1962); In re Elliot, 74 Wash. 
2d 600, 446 P. 2d 347 (1968); Fox v. Swartz, 235 Minn. 337, 51 N. W. 2d 80 (1952); N. Y. Pl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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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異，保險相關給付已不限於保險金，保單紅利、保單現金價值、免繳保

費等措施似乎應屬之，然州法卻欠缺對保險相關給付為定義。目前美國共計有

16 個州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採取對保險相關給付完全豁免之作法 392，其中

13 個州法至今未就保險相關給付為明確定義，而由法院早期形成判例解釋之
393。 

目前僅有紐約州、印第安那州與馬里蘭州就保險相關給付為明文規定，紐

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a)(1)項規定 394：「(a)在本項中：(1) 保險相關給付在人壽

保險係指死亡給付、提前死亡給付、以保單現金價值計算之提前死亡給付、保

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額及保費減免。而保單紅利不論是用於減少保費繳納

或任何形式均屬之，除債務人在保單簽發後選擇以現金領取紅利。」395印第安

那州法第 27-1-12-14 條(b)項就保險相關給付之定義，與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a)(1)項規定 396幾乎相同，其規定：「本條所稱之保險相關給付係指死亡給

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額、保費減免及保單紅利。不論該保單紅利用

於減免保費或其他方式，除債務人在保單簽發後選擇以現金領取紅利。」397馬

里蘭州法第 16-111 條(b)項規定 398：「本條所稱之保險相關給付係指死亡給付、

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額、保費減免及保單紅利。不論該保單紅利用於減

免保費或其他形式，除債務人在保單簽發後選擇以現金領取紅利。」399從此三

州規定可得出，保險相關給付應係指死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

額、保單紅利及保費減免。 

另有 18 個州 400雖不採豁免保險相關給付(proceeds and avails)此一用語，但

                                            
Specialties Co. v. Stein, 140 Misc. Rep. 161, 250 N. Y. Supp. 220 (1931); Heritage Bank North v. 
Ashley Devel Corp., 194 N. J. Super. 523, 477 A. 2d. 410 (1984). 
392 Ala. Code § 6-10-8 (1975); Del. Code Ann. Tit. 18 § 2725 (1994); Idaho Code § 41-1833 (2003); 
Ind. Code § 27-2-5-1 (1995); Ky. Rev. Stat. Ann. § 304.14-300 (1970); La. Rev. Stat. Ann. § 22:647 
(2012); Me. Rev. Stat. Ann. Tit. 24-A, § 2428 (2014); Md. Code Ann., Ins. § 16-111 (1997); Mont. 
Code Ann. § 33-15-511 (2007); Nev. Rev. Stat. § 687B.260 (1997); N.J. Stat. Ann. § 17B:24-6 (1972); 
N.Y. Ins. Law §3212 (2009); Ohio Rev. Code Ann. § 3911.10 (1992); R.I. Gen. Laws § 27-4-11 (1956); 
Wash. Rev. Code § 48.18.410 (2009); W. Va. Code § 33-6-27 (1957). 
393 In re Beckman, 50 F.Supp. 339 (1943); In re White, 185 F. Supp. 609 (N.D. W.Va. 1960). Heath, 
supra note 167, at 63. 
394 N.Y. Ins. Law §3212 (a)(1) (2009). 
395 (a) In this section:(1) The term “proceeds and avails”, in reference to policies of life insurance, 
includes death benefits, accelerated payments of the death benefit or accelerated payment of a special 
surrender value, cash surrender and loan values, premiums waived, and dividends, whether used in 
reduction of premiums or in whatever manner used or applied, except where the debtor has, after 
issuance of the policy, elected to receive the dividends in cash. 
396 Ind. Code §27-1-12-14 (b) (1998). 
397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proceeds or avails” means death benefits, cash surrender and loan values, 
premiums waived, and dividends whether used in reduction of the premiums or in whatsoever manner 
used or applied, excepting only where the debtor has, subsequent to the issuance of the policy, actually 
elected to receive the dividends in cash. 
398 Md. Code Ann., Ins. § 16-111(b) (1997) 
399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proceeds include death benefits, cash surrender and loan values, 
premiums waived, and dividends, whether used to reduce the premiums or used or applied in any other 
manner, except if the debtor has, after issuance of the policy, elected to receive the dividends in cash. 
400 Ariz. Rev. Stat.§ 33-1126 (2013); Fla. Stat. § 222.13(1995) and § 222.14 (1978); Haw. Rev. Stat. § 
431:10-232 (1987); 215 Ill. Comp. Stat. § 5/238 (2007), 735. Ill. Comp. Stat. § 5/12-1001 (2012);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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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州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定，可得出保險相關給付完全豁免之作法。例如德

州保險法第 1108.051 條第(a)項第(1)款規定：「(a) 除第 1108.053 條所規定外，

本條適用於下列情事給付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因保險契約所生之任何利益、保

單現金價值及保險金：(1) 由人壽、健康、意外或相互保險公司所簽發之保

單。」401 

第二目 具體金額之豁免 

1. 保險金額為基準 

以保險金額作為債務人豁免基準之州較少，僅有明尼蘇達州、哥倫比亞特

區、南達科他州及賓州，此四州規範模式皆有不同。明尼蘇達州規定若受益人

為債務人之配偶或子女，死亡給付在 46,000 美元範圍內，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

執行。但債務人之配偶或子女經濟上須仰賴已死亡之債務人(被保險人)，則其

死亡給付豁免金額提高到 11,500 美元 402。哥倫比亞特區則區分受益人是否為家

庭經濟支柱，若為家庭經濟支柱，每月不得超過 200 美元給付；若非為家庭經

濟支柱，每月不得超過 60 美元給付 403。南達科他州則規定若受益人為債務人

之繼承人，其死亡給付未超過 10,000 美元，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但受益

人為配偶或子女，其死亡給付豁免金額可提高至 20,000 美元 404。賓州原則上禁

止債權人對保險金為強制執行，但在債務人為受益人之情形，其規定每月給付

受益人之保險金額限制在 100 美元以內 405。 

2. 保單借款金額為基準 

現行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a)未滿期之人壽保險契約(包括

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不得質借，不得請求對該人壽保險為強制執行。(b)可質借

之未滿期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得為金錢債權執行標的，

                                            
Stat. Ann. § 40-414 (1988); Mass. Gen. Laws ch. 175 § 125 (1943); Mich. Comp. Laws § 500.2207 
(1957); Nev. Rev. Stat. § 21.090(1)(k) (2013); N.H. Rev. Stat. Ann. § 408:2 (2016); N.M. Stat. Ann. § 
42-10-3 (1978), and § 42-10-5 (1978); N.C. Const. § 5 (1977); Okla. Stat. Tit. 36 § 3631.1(A); Or. Rev. 
Stat. §743.046 (2016), and §743.049 (1991); Tenn. Code Ann. § 56-7-203 (2008); Tex. Ins. Code § 
1108.051 (2003); Utah Code Ann. § 78B-5-505 (xiii) (2016); Vt. Stat. Ann. Tit. 12 § 2740(18) and 
(19)(H) (2001), Tit. 8 §3706 (1967) and § 3709 (1967); Va. Code Ann. § 38.2-3122; Wyo. Stat. Ann. § 
26-15-129 (2001). 
401 (a) Except as provided by Section 1108.053,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any benefits, including the cash 
value and proceeds of an insurance policy, to be provided to an insured or beneficiary under: (1) an 
insurance policy or annuity contract issued by a life, health, or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y, including a 
mutual company or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y. 
402 Minn. Stat. §550.37(10) (2016) 
403 D.C. Code Ann. § 15-503 (2008). 
404 S.D. Codified Laws§ 43-45-6 (1959), and § 58-12-4 (1966). 
405 42 Pa. Cons. Stat. § 8124(C)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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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質借之人壽保險契約金額低於 9,700 美元者，不在此限。若執行債務人已

結婚，不論該人壽保險屬配偶一方或雙方擁有，抑或其中一方配偶非執行債務

人，配偶各自享有本條所規定之豁免金額(9,700 美元)，亦可合併計算豁免金額

(19,400 美元)。本項所提供之豁免金額，優先適用法院所審理之人壽保險契約

以外之保險契約，若豁免金額尚未耗盡，其次適用法院審理的人壽保險契約。

(c)滿期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給付，若對執行債務人、配偶

及受撫養人屬生活上合理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406 

該條 a 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債權人透過強制執行程序，強迫債務人終

止契約，以取得解約金滿足債權。從 b 項前段規定可得知，債務人所投保之人

壽保險，超過保單借款金額 9,700 美元之部分。債權人得經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8.110 條所規定之債務人審查程序(examination proceeding) 407，請求法院執行

之；抑或債務人得依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8.510 條規定，請求法院發移轉命令

為執行 408。換言之，法院得透過強制執行程序，強迫債務人向保險人借貸超過

9,700 美元之保單借款額，債務人仍保有該人壽契約。又從 b 項後段規定可得

之，保單借款金額上限，並非以單一人壽保險計算，而係以複數人壽保險契約

計算。 

而威斯康辛州規定更為精細，其規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 3 種情形：(1) 

受益人若為債務人之受扶養人，則其保單借款金額超過 150,000 美元者，得為

強制執行。(2) 該人壽保險契約訂立時點，自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時起算 2

年內者，其保單借款金額超過 4,000 美元者，得為強制執行。(3) 該人壽保險契

約訂立時點，自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時起算，已超過 2 年者，則以 2 年內保

                                            
406 Cal. Code Civ. Proc. § 740.100 (2003). 
(a)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but not the loan 
value of such policies, are exempt without making a claim. 
(b) The aggregate loan value of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is subject to the enforcement of a money judgment but is exempt in the amount of ni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dollars ($9,700). If the judgment debtor is married, each spouse is entitled to a 
separate exemption under this subdivision, and the exemptions of the spouses may be combin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olicies belong to either or both spouses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pouse 
of the judgment debtor is also a judgment debtor under the judgment. The exemption provided by this 
subdivision shall be first applied to policies other than the policy before the court and then, if the 
exemption is not exhausted, to the policy before the court. 
(c) Benefits from 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are 
exempt to the extent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the judgment debtor and the spouse and 
dependents of the judgment debtor. 
407 關於債務人審查程序詳參見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CALIFORNIA JUDGES 

BENCHBOOK: CIVIL PROCEEDINGS-AFTER TRIAL § 7.32 (2d ed. 2017)  
408 LEGISLATIVE COMMITTEE COMMENTS—ASSEMBLY 
1982 Addition 
Subdivision (b) protects a portion of the loan value of unmatured insurance policies. It provides for 
doubling of the exemption in the case of a married judgment debtor. Each spouse may claim an 
exemption in the same policy or different policies. The loan value is not subject to execution (see 
Section 699.720(a) ) but may be reached by some other appropriate procedure. See Sections 708.110 
(examination of judgment debtor), 708.205 (order in examination proceedings), 708.510 (assignment 
order). The exemption is applied first to policies that are not levied upon. See Section 703.520 
(exemption claim discloses policies not levied 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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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借款金額與 4,000 美元為比較，取金額較小者，作為豁免金額 409。 

3. 保險金與保單現金(質借)金額為基準 

 部分州對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對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現金價值或質借

金額限制一定金額，但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完全保障受益人或債務人之繼承人

之保險金不受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採行此種立法共計有 8 個州，分別為康乃狄

克州、科羅拉多州、喬治亞州、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

科他州及南卡羅來納州。 

上述 8 個州皆在保險事故發生前，限制債務人投保之人壽保險，保單現金

價值或保單借款金額之金額超過一定金額者，該超過之一定金額，得為強制執

行。康乃狄克州限制債務人投保之人壽保險，其保單借款金額超過 4,000 美元

部分，得為強制執行 410；科羅拉多州限制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保單現

金價值超過 100,000 美元部分，得為強制執行 411；喬治亞州限制債務人所投保

之人壽保險，其保單借款或現金價值超過 2,000 美元部分，得為強制執行 412；

密蘇里州限制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保單借款金額超過 150,000 美元部

分，得為強制執行 413；內布拉斯加州限制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保單借

款金額、保單現金價值超過 100,000 美元部分，得為強制執行 414；密西西比州

限制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保單現金價值、保單借款金額在受強制執行

前 12 個月內超過 50,000 美元部分，始得為強制執行 415；北達科他州限制債務

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於債務人宣告破產前一年，其保單現金價值超過 8,000

美元部分，得為強制執行 416；南卡羅來納州限制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

保單現金價值超過 4,000 美元部分，得為強制執行 417。 

另艾荷華州雖同樣以保險金與保單現金(質借)金額為基準，但不論在保險

事故發生前或發生後，皆限制保險金與保單現金價值之金額。其規定受益人若

為債務人之配偶或子女，其死亡給付超過 15,000 美元部分，得為強制執行。保

險事故發生前，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超過 10,000 美元保單現金價值部

分，得為強制執行 418。 

 

                                            
409 Wis. Stat. § 815.18. (2016).  
410 Conn. Gen. Stat. §52-352b(s) (2009). 
411 Colo. Rev. Stat. § 13-54-102 (l)(I)(A) (2015). 
412 Ga. Code Ann. § 33-25-11 (2006), and § 44-13-100(a)(9) (2015). 
413 Mo. Rev. Stat. § 513.430(8) (2016). 
414 Neb. Rev. Stat. § 44-371(2005). 
415 Miss. Code Ann. § 85-3-11 (1994). 
416 N.D. Cent. Code § 26.1.33-40 (1985), and § 28-22-03.1(5) (2015). 
417 S.C. Code Ann. § 38-63-40 (1976), and § 15-41-30(9) (2012). 
418 Iowa Code § 627.6 (c) (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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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違憲疑慮 

 現今美國各州皆有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但該法規常被債權人挑戰，認其剝

奪可滿足債權之機會，違反美國聯邦憲法及州憲法規定，因而向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法院宣告該人壽保險豁免法規無效，以下介紹數種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可能違反之類型： 

第一款 法律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419：「無論何州……不得否定管

轄區內任何人法律上平等保護之權利。」420此被稱為法律平等保護條款，亦即

法律不得為差別待遇。而通常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涉及違反憲法上之法律平等保

護條款，皆為前述所提及之互助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421，以下介紹其相關案

例： 

第一目 Williams v. Donough 案 422 

1896 年 4 月 27 日通過的俄亥州法規定：「根據本法授權執行業務之任何團

體，其所提供之金錢、其他利益、慈善，救濟或援助，不應經扣押程序為扣

押、或經其他法定程序為扣押、分配。通過法律操作，應給付互助契約持有人

或指名受益人或可能享有任何權利。」423在 Williams v. Donough 案中，當事人

主張該州法違憲可能性有二：1. 該法限制債權人得聲請強制執行標的，無異將

原屬債權人之財產，轉移至債務人身上。2. 該法不合理區分取得合法經營之互

助團體與一般人壽保險公司，前者互助團體所簽發之互助契約，其給付不得被

強制執行；後者人壽保險公司所簽發之保險契約，其給付得被強制執行。 

俄亥州最高法院針對第一點，其認為立法者雖有義務制定法律使債權人得

以追償債務人之財產，慈善或互助團體給予債務人之給付，本質上債權人得追

償之財產。但立法者在憲法之限制下，仍可制定法律將債務人某部分財產，豁

免於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至於第二點，其認為該州立法者未提出合理區分人壽

保險給付與互助契約給付之理由，因此判決該州法違憲。 

                                            
419 U.S.C.A. Const. Amend. XIV, § 1-Equal Protect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420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421 參照本節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 
422 56 L.R.A. 766 (1902). 
423 The money or other benefit, charity, relief or aid to be paid, provided or rendered by any association 
authorized to do business under this act,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ttachment by any trustee, garnishee, or 
other process, and shall not be seized, taken, appropriated or appli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or by operation of law, to pay any debt or liability of a certificate holder, or of any beneficiary named in 
the certificate, or any person who may have any rights there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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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Supreme Lodge United Benev. Ass'n v. Johnson 案 424 

德州 1899 年之州法規定 425：「根據本法授權執行業務之任何協會，其所提

供之金錢、其他利益、慈善、救濟或援助，不應經扣押程序為扣押、或經其他

法定程序為扣押、分配。通過法律操作，應給付互助契約持有人或指名受益人

或可能享有任何權利。」426該州法與前述俄亥州法類似，惟德州保險監理法第

16 條規定，該州法並不適用於鐵路工人互助會所為之給付。 

在 Supreme Lodge United Benev. Ass'n v. Johnson 案中，當事人主張該州法

及德州保險監理法規第 16 條，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法律平等保護條

款及德州憲法第 3 條規定。參考前述 Williams v. Donough 案，該州法未提供合

理區分一般互助給付與鐵路工人互助給付之理由，應屬違憲。但德州最高法院

從保險監理角度觀察，其認為鐵路工人互助團體係雇主提供員工職場生活保護

而設立，其設立條件與一般互助團體勢必有所不同，其給予不同之保護應屬合

理。故德州最高法院認為其下級審宣告 1899 年州法及保險監理法第 16 條違

憲，應予撤銷改判。 

第三目 Hamilton Nat. Bank v. Amster 案 427 

 田納西州互助法第 12 條規定：「根據本法授權執行業務之任何協會，其所

提供之金錢、其他利益、慈善、救濟或援助，不應經扣押程序為扣押、或經其

他法定程序為扣押、分配。通過法律操作，應給付互助契約持有人或指名受益

人或可能享有任何權利；若此類協會聲明為慈善機構，其財產及基金供互助之

用，依該州之一般稅收或收入法規免稅。」428在 Hamilton Nat. Bank v. Amster

案中，當事人主張該州互助法第 12 條規定，將互助契約給付與人壽保險給付為

差別待遇，且使互助協會享有稅賦優惠，違反田納西州憲法第 11 條第 8 項規

定。 

                                            
424 98 Tex. 1 (1904). 
425 Laws 1899, p. 195, c. 115. 
426 The money or other benefits, charity, relief or aid to be paid, provided or rendered by any 
association authorized to do busines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debts of 
the beneficiary or holder of any certificate,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garnishment or other process at 
the suit of any creditor, not shall it be taken, seized, appropriated or appli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or by operation of law to the debts of the certificate holder or any beneficiary named in such 
certificate or any person who may have any rights thereunder. 
427 134 Tenn. 537 (1916). 
428 Be it further enacted, that the money or other benefits, charity, relief, or aid to be paid, provided, or 
rendered by any association authorized to do business under this act, shall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being 
paid, be liable to attachment, garnishment, or other process, and shall not be seized, taken, 
appropriated, or appli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or operation of law to pay any debt or 
liability of a certificate holder, or of any beneficiary named in a certificate, or of any person who may 
have any right thereunder; such associations are hereby declared to be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perty held and used for lodge purposes and the funds of such associations shall be exempt from 
taxation under the general tax or revenue laws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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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納西州最高法院認為互助法第 12 條有區分互助契約給付與人壽保險之正

當理由，蓋人壽保險公司具有營利性，互助協會無營利性 429。且人壽保險公司

若欲享受稅賦優惠，可依照互助法之規定，放棄其營利身分，進行非營利性之

慈善活動 430。從債權人角度觀之，互助法第 12 條及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均對互

助契約給付與人壽保險給付為豁免，因此並無差別待遇之情形 431。而田納西州

最高法院在此判決承認互助法第 12 條的合憲性後，該州甚少有關互助法第 12

條爭議案件 432。 

第二款 法律不溯及既往適用 

美國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規定 433：「任何州不得……通過公權剝奪令，

溯及既往之法律，或損害契約義務之法律……」434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若溯及既

往適用，將可能有損債權人之既有權，而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1 第 10 項規定。

但對債務人而言，係屬法律所為之特別保障，因此得否溯及既往適用，將成問

題。以下介紹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溯及既往適用是否違憲之案例： 

第一目 In re Heilbron's Estate 案 435 

華盛頓州 1895 年 4 月 20 日通過的州法規定：「人壽保險契約所產生之相關

保險給付，應豁免所有責任與債務。」436 在 In re Heilbron's Estate 案中，債務

人在 1899 年 4 月 5 日投保兩張人壽保單，保單金額各 5,000 美元。債務人在遺

囑中指定其死後，人壽保險金 5,000 美元贈與弟弟。債務人於 1895 年 6 月 27

日約定轉讓其死後 5,000 美元予債權人，用以清償先前積欠債務，其後債務人

在 1895 年 4 月 5 日死亡。債權人依其與債務人生前之轉讓約定，請求債務人之

遺囑執行人給付 5,000 美元。但遺囑執行人主張依華盛頓州 1895 年 4 月 20 日

通過的州法規定：「人壽保險契約所產生之相關保險給付，應豁免所有責任與債

務。」遺囑執行人不應給付 5,000 美元人壽保險金，用以清償債務人積欠之債

務。從而債權人主張該州法規定溯及既往適用侵害其既得權利，違反美國聯邦

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之規定。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就 1895 年 4 月 20 日通過之州法規定，為合憲性解釋。

儘管從文義解釋上，該州法得適用於本案情形 437。但本案涉及之債務及保險契

                                            
429 184 S.W. 5, 7. 
430 I.d., at 8. 
431 I.d., at 8-9. 
432 Paul J. Hartman, Rights of Creditors in Insurance--The Tennessee Exemption Statutes, 5 VAND. L. 
REV. 760, 767 (1952). 
433 U.S.C.A. Const. Art. I § 10, cl. 1. 
434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435 35 L.R.A. 602, 14 Wash. 536, 45 P. 153 (1896). 
436 That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f all life insurance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liability for any debt. 
437 14 Wash. 536, 543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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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關係，均發生在該州法制定前，從而該州法規定僅適用在 1895 年 4 月 20 日

發生後之法律關係。原審適用該州法判決債權人敗訴，應予撤銷發回。 

第二目 Bank of Minden v. Clement 案 438 

路易斯安那州 1914 年通過的第 189 號法案規定：「……人壽保險相關給付

得豁免於任何債務之清償。」439在 Bank of Minden v. Clement 案中，債務人在

1909 年 2 月 5 日及 1914 年 5 月 4 日投保兩張人壽保險，指定該死亡保險金給

付繼承人。而債務人在 1914 年前簽發本票共計 1,825 美元，債務人在 1917 年

死亡後，債權人持債務人所簽發 600 美元支本票，向債務人之繼承人請求死亡

保險金，以供滿足其債權。但債務人之繼承人依路易斯安那州第 189 號法案規

定，主張該死亡保險金得免於債權人之追償。但債權人主張路易斯安那州第

189 號法案規定溯及既往適用於制定前之債務，侵害債權人之權利，違反美國

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規定而無效。 

本案經債權人上訴至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該州最高法院認為第 189 號

法案規定確實已溯及既往適用於制定前之債務，但必須從個案觀察該法案規定

是否已侵害債權人之既有權利，抑或輕微(slightly and remotely)影響債權人之既

有權利 440。以本案事實而言，債務人並無投保人壽保險，以其死亡保險金清償

債權人之義務。債權人在收受債務人簽發本票時，該保險金債權尚未發生，即

使該法案規定使債權人無法在債務人死後，取得保險金以獲清償。該保險金債

權亦非債權人之既有權利，因此並無侵害債權人既有權利，並無違反美國憲法

第 1 條第 10 項規定之虞。 

但該案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則與路易斯安那州法院為相

反之認定。其認為依據該院先例，法律免除某些義務，可解釋為已構成侵害

(impair)他人之行為 441，至於侵害他人既得權是否輕微並非重點 442。因此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路易斯安那州第 189 號法案溯及既往適用於法律制訂前已發

生之債務，已違反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規定。 

第三目 W. B. Worthen Co. v. Thomas 案 443 

阿肯色州 1933 年 4 月 16 日通過之州法規定：「任何保險契約提供死亡、疾

病、意外或失能給付與本州居民(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該給付得豁免任何法院

之扣押程序，且不應用於清償法院執行命令、判決或任何契約債務。買賣、轉

                                            
438 256 U.S. 126 (1921). 
439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f all life insurance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liability for any debt. 
440 Succession of Clement, 146 La. 385, 390 (1919). 
441 Sturges v. Crowninshield, 4 Wheat. 197, 198 (1819). 
442 Planters' Bank v. Sharp, 6 How. 327, 12 L. Ed. 447 (1848). 
443 292 U.S. 426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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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抵押、質押、擔保任何保單、現在或將來處分保險相關給付之效力，絕不

受本法規定之影響。」444債務人 W. D. Thomas 與其丈夫 Ralph Thomas 共同經

營公司，經營公司期間積欠 W.B. Worthen 公司債務，於 1932 年 8 月 21 日法院

判決確定債務人及其丈夫應給付債權人 W.B. Worthen 公司 1,200 美元及百分之

6 法定利息。而債務人之丈夫 Ralph Thomas 以自己生命，向密蘇里州人壽保險

公司投保人壽保險，保額為 5,000 美元，以其妻子 W. D. Thomas 為受益人。而

Ralph Thomas 在 1933 年 4 月 5 日死亡，債務人 W. D. Thomas 身為受益人，主

張依阿肯色州 1933 年 4 月 16 日通過之州法規定，其可領取 5,000 美元給付。

但債權人主張阿肯色州 1933 年 4 月 16 日通過之州法規定，溯及既往適用於該

州法通過前之保險契約關係，侵害其債權人之既有權利，違反美國憲法第 10 條

第 1 項規定而無效，債權人得依第三人扣押程序取得死亡給付以獲清償。 

本案債權人上訴至阿肯色州最高法院，該州最高法院認為 1933 年 4 月 16

日通過之州法規定，其目的僅是禁止債權人透過第三人扣押程序取得債務人之

保險金 445，並未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10 項規定。但本案上訴至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該州法規定違憲。其主要理由為該州法規

定已溯及既往適用至在制訂通過前之債務 446，使債權人無法向保險人請求保險

金以獲得清償，侵害債權人之既有權利。 

第三款 違反憲法上豁免條款(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Relating to 

Exemption) 

 美國部分州憲法有針對債務人得豁免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而為特別規

定。有些州限制債務人豁免金額上限，有些州則無限制豁免金額上限 447。現今

美國各州皆有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而此類法規有無牴觸州憲法關於債務人豁免

事項，以下介紹其相關案例： 

                                            
444 All moneys paid or payable to any resident of this state as the insured or beneficiary designated 
under any insurance policy or policies providing for the payment of life, sick, accident and/or disability 
benefits shall be exempt from liability or seizure under judicial process of any court,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ed to the payment of any debt by contract or otherwise by any writ, order, judgment, or decree 
of any court, provided, that the validity of any sale, assignment, mortgage, pledge or hypothecation of 
any policy of insurance or if any avails, proceeds or benefits thereof, now made, or hereafter made, 
shall in no way be affect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445 65 S.W.2d 917, 918 (1934). 
446 292 U.S. 426, 432 (1934). 
447 PETER SPERO, FRAUDULENT TRANSFERS, PREBANKRUPTCY PLANNING AND EXEMPTIONS § 12: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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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How v. How 案 448 

1877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28 章第 2 條(Section 2, c. 128, Gen. Laws 1877)規

定：「本法第 1 條規定所列之任何慈善協會或團體，分配或撥出受益人基金與死

者之家屬或團體成員之家屬，其給付基金之金額不得超過 5000 美元。依該協會

或團體之規則或法律，對死亡團體成員之家屬或該團體成員之家屬所為給付，

須獲豁免執行，且不得經扣押程序、法定程序或衡平程序取得款項，以清償死

亡團體成員之債務。」449其後 1885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84 章第 17 條(Section 

17, c. 184, Gen. Laws 1885.)，似乎取代 1877 年之州法規定，其規定：「依本法

授權執行業務之公司、協會或團體，其所為之金錢或其他利益給付、慈善給

付、救濟給付、援助給付，應豁免於扣押程序或任何法定或適當程序之執行，

而清償其成員之債務。」450 

在 How v. How 案中，債務人之丈夫生前曾向互助團體購買 8 張互助保險契

約，死亡給付金額為 15,800 美元。債務人在其丈夫死後，於無清償能力狀態

下，讓與死亡給付於債務人其中之一之債權人 A。債務人之其他債權人 B、C、

D 在破產程序中主張該死亡給付應平均分配債權人，A 不能取得全部死亡金額

15,800 美元。債務人及債權人 A 則主張，依據 1885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84 章

第 17 條規定，該死亡給付不應進入破產程序進行分配。地區法院肯認債務人及

債權人 A 之主張，判決債務人勝訴。債權人 B、C、D 不服，向明尼蘇達州最

高法院上訴，其上訴理由為 1885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84 章第 17 條規定，違反

該州憲法第 1 條第 12 項規定 451：「……清償任何債務或法律責任，仍須有合理

數額的財產應豁免扣押或拍賣；豁免財產之數額應由法律決定之。……」452。 

 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受理債權人 B、C、D 之上訴，並認為 1885 年明尼蘇

達州法第 184 章第 17 條規定與先前 1877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28 章第 2 條規定

相較，確實對豁免財產金額未做限制。而該州立法者已違反憲法所要求之合理

金額，因此宣告 1885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84 章第 17 條規定違憲，在立法修正

前，依 1877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28 章第 2 條規定之 5,000 美元作為豁免金額上

                                            
448 59 Minn. 415 (1894); 61 Minn. 217 (1895). 
449 When any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r society, similar to those enumerated in section one of this act, 
set apart or appropriated a beneficiary fund to be paid over to the families of deceased, or to any 
member of said families, any such fund not exceeding the sum of five thousand dollars, so provided 
and set apar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regulations or bylaws of said association or society, to the family 
of any deceased member, or to any member of said family, shall be exempt from execution, and shall 
under no circumstances be liable to be seized, taken or appropriat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to pay any debt of such deceased member. 
450 The money or other benefit, charity, relief or aid to be paid, provided or rendered by any 
corporation, association or society, authorized to do business under this act, shall be exempt from 
execution, and shall not be liable to be seized, taken or appropriated by any legal or equitable process, 
to pay any debt or liability of a member. 
451 Minn. Const. Art. 1, § 12. 
452 A reasonable amount of property shall be exempt from seizure or sale, for the payment of any debt 
or liability; the amount of such exemp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law.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5 
 

限 453。 

但該案遭廢棄發回後，再上訴至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該州最高法院卻推

翻先前所作之判決，宣告 1885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84 章第 17 條規定並未違

憲。其認為依信託概念，委託人將其財產交付受託人，該財產得豁免於任何執

行程序，亦無財產金額上限。同理，在本案中債務人將死亡給付轉讓債權人

A，其他債權人亦無法要求該死亡給付進入破產程序。1885 年明尼蘇達州法第

184 章第 17 條規定，不過與信託法之目的相同，因此並未違憲。 

第二目 Holden v. Stratton 案 454 

1895 年之華盛頓州法規定 455：「人壽保險契約所產生之相關保險給付，應

豁免所有債務責任。」456在 Holden v. Stratton 案中，債務人 Daniel N. 

Holden(夫)與 Lizzie Holden(妻)已被法院裁定進入破產程序，並指定破產管理

人。債務人 Daniel N. Holden 曾投保兩張分別保額 2,000 美元及 5,000 美元之人

壽保險，債務人主張依 1895 年的華盛頓州法規定，此二張壽險保單尚有 2,200

美元之保單現金價值，不應列入破產財團。但破產管理人主張該華盛頓州法違

反該州憲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457：「立法機構應透過法律保障所有家庭戶主免

於特定比例之宅地及財產為強制拍賣。」458而無效，債務人應將保單現金價值

交付於破產管理人，以供債權人分配。 

本案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該州法規定並未違反華盛頓

州憲法規定，其主要理由為州立法者雖未限定人壽保險給付之合理金額，但此

並非表示當然違反州憲法要求之「特定比例」。該州法仍有合憲解釋之空間，例

如該州法謂人壽保險相關給付不得供清償債務之用，解釋上該州法未將年金保

險給付包含在內 459。又如在解釋上可限定被保險人之債權人不得對人壽保險相

關給付為追償，被保險人之妻子或受益人之債權人，則不在該州法規定適用範

圍 460。而此種合憲性解釋，在華盛頓州並非沒有先例，例如在 In re Heilbron's 

Estate 案，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就已對該州法為合憲性解釋，限制州法適用於制

定後所發生之債務及保險契約關係。 

                                            
453 59 Minn. 415, 419 (1894). 
454 198 U.S. 202 (1905). 
455 Wash. Laws 1895, p 336. 
456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f all life insurance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liability for any debt. 
457 Wash. Const. Art. 19, § 1. 
458 The legislature shall protect by law from forced sale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homestead and other 
property of all heads of families. 
459 198 U.S. 202, 209 (1905). 
460 I.d., at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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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Farmer State Bank v. Smith 案 461 

在 Farmer State Bank v. Smith 案中，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指定

繼承人為受益人。債務人死後，其遺產管理人依 1913 年北達科他州法第 8719

條規定：「人壽保險公司、慈善協會或互助團體在被保險人或團體成員死亡時，

其支付死者之法定代表人或繼承人之給付，除有特別約定外，不應用於清償死

者之債務，並依法支付死者之繼承人。」462該死亡保險金應給付與債務人之繼

承人。但債權人主張北達科他州憲法第 208 條前段規定：「法律應承認債務人得

享有舒適生活與必需品之權利，並豁免強制拍賣家庭戶主所有之宅地，其豁免

價值與範圍由法律定之。」463，該州法未就保險金豁免為合理之上限金額，因

此違反憲法規定而無效。 

北達科他州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該州憲法第 208 條之「法律」，係指立法

機關應制定「法律」使債務人部分財產免於強制拍賣，進而讓債務人生前享有

舒適生活與必需品之權利。但該州法所規範者，乃債務人死後的保險給付，該

保險給付係在債務人死後始具財產性質，強制拍賣該保險給付，亦與債務人生

前應享有舒適生活與必需品之權利無關，因此該州法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 208

調前段規定。但該院法官 Robinson 則提出不同意見書，其認為 1913 年北達科

他州州法第 8719 條規定，其屬州憲法第 208 條前段之「法律」，立法者應按州

憲法規定，就豁免範圍或金額為合理上限之規定。若該州法並無合理上限之限

制，將導致債務人將其財產置於人壽保險、互助契約或相互保險契約，使債權

人喪失滿足債權之機會 464。其後州法第 8719 條規定為避免違憲爭議，再作修

正，北達科州最高法院在 Anderson vs. Northern and Dakota Trust Co.案 465中，亦

認定該條規定並非豁免法規 466。 

                                            
461 36 N.D. 225, 16 N.W. 302 (1917). 
462 The avails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or of a contract payable by any mutual aid or benevolent 
society, when made payable to the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f a deceased, his heirs or estate upon the 
death of a member of such society or of such insured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the debts of the decedent 
except by special contract, but shall be inventoried and distributed to the heirs or the heirs at law of 
such decedent. 
463 The right of the debtor to enjoy the comforts and necessaries of life shall be recognized by 
wholesome laws, exempting from forced sale to all heads of families a homestead, the value of which 
shall be limited and defined by law, and a reasonable amount of personal property; the kind and value 
shall be fixed by law. 
464 16 N.W. 302, 304 (1917). 
465 65 N. D. 721, 261 N. W. 759 (1935). 
466 Raymond R. Rude, Exemption of Life Insurance Money From Creditors in North Dakota, 18 B. BR. 
105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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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Citizens Nat'l Bank v. Foster 案 467 

 印第安那州憲法第 1 條第 22 項規定 468：「在健全法律承認下，債務人為清

償債務或責任，其有義務享受必要的日常生活舒適，可豁免合理金額之財產不

被扣押或拍賣，不得以監禁方式清償債務，除有詐欺情形外。」469 

 在 Citizens Nat'l Bank v. Foster 案中，債務人在聲請破產 2 個禮拜前，以自

己生命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受益人為配偶。債務人就該人壽保險契約，躉繳

保費 100,000 美元，保險金額 115,000 美元，保單現金價值 91,846 美元。債務

人(破產人)則主張依據印第安那州法第 27–1–12–14(c)條(c)規定：「任何以自己

或他人生命投保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指定配偶……為受益人者，得免於被保險

人之債權人之請求……該人壽保險之保險相關給付，應豁免於被保險人或其妻

子之債權人之請求。」470債權人則主張該印第安納州法違反該州憲法第 1 條第

22 項規定，因此債務人(破產人)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應列入破產財團。 

印第安那州法第 27–1–12–14 條(c)規定並無限制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

金額，使該人壽保險得豁免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有無違反州憲法第 1 條第 22 項

規定之「合理金額」要求？印第安那州最高法院採取合憲解釋，並發展出「日

常生活所必需(necessities of life)」標準，其認為州法第 27–1–12–1 條(C)規定雖

未限制債務人豁免金額，但債務人必須證明其所投保之人壽保險金額，乃符合

其「日常生活所必需」471，其人壽保險契約方得不列入破產財團。 

第五節 破產法與人壽保險之關聯 

 美國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4 款規定 472：「國會有左列各項權限：……

四、規定全國一律之歸化法規及破產法。」473其明文將破產法制定權限歸於聯

邦參眾議院。由於憲法之規定，美國州法院基本上不處理破產案件，其主要由

聯邦法院所管轄。然而美國各州立法者為保護其本州之債務人，紛紛制定豁免

                                            
467 668 N.E.2d 1236 (1996). 
468 In. Const. Art. 1, § 22. 
469 The privilege of the debtor to enjoy the necessary comforts of life, shall be recognized by 
wholesome laws, exempting a reasonable amount of property from seizure or sale, for the payment of 
any debt or liability hereafter contracted: and there shall be no imprisonment for debt, except in case of 
fraud. 
470 all policies of life insurance upon the life of any person, which name as beneficiary, ... the spouse ... 
shall be held ... free and clear from all claims of the creditors of such insured person ... and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f such life insurance policy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liabilities from any debt or 
debts of such insured person or of the person's spouse. 
471 668 N.E.2d 1236, 1242 (1996). 
472 U.S.C.A. Const. Art. I § 8, cl. 4. 
To establish an uniform Rule of Naturalization, and uniform Laws on the subject of Bankruptc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473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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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法規(exemption statute)474，使本州債務人在遭債權人追索債務後，能維持

基本生活。而人壽保險豁免法基本上屬豁免財產法規之一，其制定目的主要有

三：1. 保護人及其家庭免於貧困交加生活；2. 鼓勵債務人更生；3. 將社會福

利負擔從社會全體移轉至債權人 475。然當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後，破產人之人

壽保險是否應分配與破產債權人，聯邦法院開始面臨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與聯

邦破產法之衝突。以下介紹不同聯邦破產法制定時期下，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與

聯邦法之衝突： 

第一項 1898 年聯邦破產法(Bankruptcy Act of 1898) 

第一款 1898 年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制定緣由 

 在 1898 年聯邦破產法制定前，美國聯邦破產法已歷經 1801 年、1841 年及

1867 年之破產法典，但是此三個年度之破產法，均未規範人壽保險之部分。而

美國人壽保險最為發達時期，恰好為 1801 年破產法至 1867 年破產法制定期間
476。之所以當時破產法未規範人壽保險，有學說認為或許為當時人壽保險之財

產價值尚不明顯 477，因此立法者認無規範之必要性。聯邦破產法雖未規定，但

在實際上仍有處分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必要性，因此美國聯邦法院開始針對

破產程序中人壽保險契約所引發之爭議，透過判決個別處理之，此一處理方式

必然產生許多不一致。 

 有學說整理出在 1898 年聯邦破產法制定前，聯邦破產法院在處理破產人之

人壽保險所遭遇之問題如下 478：1.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在破產程序中應如何認

定其價值，破產法院見解莫衷一是。有認為應以聲請破產時之保單現金價值為

準 479，亦有認為應以人壽保險金額為準 480；2.被保險人破產時，其人壽保險契

約是否移轉於破產財團？有認為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既免除人壽保險為強制執

行，該人壽保險當然不移轉於破產財團 481，但亦有持反對意見者 482。3.被保險

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後，其利益歸屬於受益人所有。因此有破產法院以此(既有

權概念)為由，拒絕被保險人宣告破產後，其人壽保險契約移轉於破產財團
483；4.縱使承認被保險人破產時，其人壽保險契約移轉於破產財團。該人壽保

                                            
474 豁免財產法規之概念，最早可追溯自羅馬法。詳參見 GLENN, supra note 70, at § 168a. 
475 Reed, supra note 189, at 758. 
476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4-，
法学協会雑誌，109 卷 11 号，頁 1736，1992 年。 
477 Cohen, Cohen, supra note 33, at 212. 
478 I.d., at 217-218. 
479 In re Newland, 6 Ben. 342 (1873). 
480 Brigham v. Home Life Ins. Co., 131 Mass. 319 (1881); Bassett v. Parsons, 140 Mass. 169 (1885); 
481 In re Bennett, 6 Phila. 472 (1868). 
482 In re Sawyer, 2 Hask. 153 (1877). 
483 In re Bear, 2 F.Cas. 1166 (1875); Belt v. Brooklyn Life Ins. Co., 12 Mo.App. 100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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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係單純移轉於破產財團 484，抑或移轉破產時之人壽保單現金價值，其餘

利益歸受益人享有 485？；5.被保險人宣告破產後，其變更指定受益人之權利，

是否歸破產管理人處分？聯邦最高法院在 Jones v. Clifton 案 486中採取否定態

度。 

第二款 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之解釋 

由於人壽保險契約在美國民眾一般生活中漸趨重要，1898 年聯邦破產法增

訂第 70 條 a 項關於保險契約之規定。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破產財團

之破產管理人及其承繼人在取得任命資格後，除得豁免執行之財產外，在破產

人被裁定破產時起，以下所列舉之破產人持有之權利，乃法律上當然取

得：…..(3) 破產人為自己之利益得行使之權利，但專為他人行使之權利則不屬

之。(5)在聲請破產前，不問破產人所為手段，得讓與或得依司法程序扣押並拍

賣之財產。但破產人擁有具保單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其保險給付與破產人、

其繼承人或遺囑管理人之情形，經簽發該保險契約之保險公司確認保單現金價

值，並呈報破產管理人承認後 30 日內，破產人對破產管理人給付或提供保證該

確認之保單現金價值金額。有關破產程序中，破產財團分配之相關債權人不得

請求之保險契約，則破產人繼續保持該所有，除此之外的保險契約應移轉為破

產管理人之資產。」487  

可惜的是，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在立法過程中，未有太多討論
488。導致破產法院在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制定前所遭遇之問題，並無

獲得完善之解決。因此聯邦破產法院必須透過解釋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以

解決爭議。以下介紹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所產生之爭議： 

第一目 與聯邦破產法第 6 條之衝突 

1898 年之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本法不得影響破產人在聲請破產前六

                                            
484 Brigham v. Home Life Ins. Co., 131 Mass. 319 (1881). 
485 In re McKinney, 15 F. 535 (1883). 
486 101 U.S. 225 (1879). 
487 The trustee of the estate of a bankrupt, upon his appointment and qualification, and his successor or 
successors, if he shall have one or more, upon his or their appointment and qualification, shall in turn 
be vested by operation of law with the title of the bankrupt, as of the date he was adjudged a bankrupt, 
except in so far as it is to property which is exempt, to all. 
(3) powers which he might have exercised for his own benefit but not those which he might have 
exercised for some other person; (5) property which prior to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he could by any 
means have transferred or which might have been levied upon and sold under judicial process against 
him: Provided, That when any bankrupt shall have any insurance policy which has a cash surrender 
value payable to himself, his estate, or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he may,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the 
cash surrender value has been ascertained and stated to the trustee by the company issuing the same, 
pay or secure to the trustee the sum so ascertained and stated and continue to hold, own, and carry such 
policy free from the claims of the credi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estate under the 
bankruptcy proceedings, otherwise the policy shall pass to the trustee as assets. 
488 Cohen, supra note 33, a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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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或該六個月大部分期間內，向所居住在之州聲請，依照該州法允許破產人

得豁免執行之財產……」489由於當時美國多數州已有人壽保險豁免法規 490，因

此人壽保險符合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之「依照該州法允許破產人得豁免執行

之財產」，依其文義，似乎所有人壽保險契約皆為豁免執行財產，不列入破產財

團當中。惟 1898 年的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有關破產程序中，

破產財團分配之相關債權人不得請求之保險契約，則破產人繼續保持該所有，

除此之外的保險契約應移轉為破產管理人之資產。」該條但書規定並非全然將

人壽保險契約皆視為得豁免執行財產，仍有部分人壽保險契約應列入破產財團

當中。因此產生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究應依第 6 條規定完全不列入破產財

團，抑或依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聯邦下級法院對此議題有所歧異，因此聯

邦最高法院最終作出決定以統一見解。 

1. 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特別規定說 

此說認為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乃聯邦破產法第 6 條之特別

規定 491。在 In re Lange 案 492中，債務人聲請破產時，其擁有保單現金價值

422.72 美元之年金保險，債務人主張依愛荷華州法規定：「年金保險在被保險人

得特定年齡所為之給付，應豁免其任何債務之責任。」493因此該年金保險符合

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之「依照該州法允許破產人得豁免執行之財產」，該年金

保險不應移轉於破產財團。但破產債權人主張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

規定，「保險給付與破產人、其繼承人或遺囑管理人之情形」，該保險契約應列

入破產財團，本案債務人之年金保險係給付與債務人、其繼承人或遺囑管理人

之情形，該年金保險應列入破產財團。 

聯邦愛荷華區破產法院認為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並未規定保

險給付與債務人之妻子、子女或親戚之情形，該保險契約應列入破產財團。而

係規定係給付與債務人、其繼承人或遺囑管理人之情形，應列入破產財團。從

其立法意旨推測，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係為防止債務人有機會透

過聲請破產免責程序，債務人仍可繼續保有具投資性質之年金保險 494。因此破

產法院肯認破產債權人之主張，該年金保險應列入破產財團當中。從此判決理

由可得知，該案聯邦破產法院認為關於保險契約是否應列入破產財團，應依聯

                                            
489 This act shall not affect the allowance to bankrupts of the exemptions which are prescribed by the 
State laws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in the State wherein they have had their 
domicile for the six months or the greater portion thereof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490 關於美國各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發展，本章第四節已為詳盡介紹，於此不再贅述。 
491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4-，
法学協会雑誌，109 卷 11 号，頁 1746，1992 年。 
492 91 F. 361 (1899). 
493 ……the proceeds of an endowment policy payable to the assured on attaining a certain age shall be 
exempt from liability for any of his debts. 
494 91 F. 361, 362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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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之規定，而不應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故此

乃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乃聯邦破產法第 6 條之特別規定的明

證。 

其後在 In re Scheld 案 495，聯邦第九上訴巡迴法院亦贊同 Lange 案見解。

其強調從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文字可得出，該條乃規範特殊情

事，相較於聯邦破產法第 6 條乃規範一般事項 496，就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是否列

入破產財團，應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決定之。 

2. 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與第 6 條併存說 

聯邦破產法院一開始將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作為第 6 條之特別規定，

但之後卻產生不同見解，認為第 6 條與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為併存規定 497。在

Steele v. Buel 案 498中，債務人聲請破產前，已擁有數張人壽保險契約，依據其

居住之愛荷華州法第 1805 條規定，人壽保險相關給付得豁免執行。但聯邦愛荷

華區破產法院認為依據 Lange 案見解，該人壽保險契約既未指定受益人為妻子

或子女，而係給付保險金與債務人或其繼承人。因此該人壽保險契約依聯邦破

產法第 70 條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應列入破產財團。債務人不服上訴至聯邦

第八上訴巡迴法院認為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本法不得(This Act should 

not)……」之用語，應係指第 6 條規定適用於聯邦破產法所有條文 499。而第 6

條規定在人壽保險之情形，乃州人壽豁免法規適用至破產程序之轉介規定。原

則上破產程序中人壽保險契約之處置，應依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決定，除非美

國國會有特別明文規定，否則依照 Lange 案見解，即是架空聯邦破產法第 6 條

規定。因此在解釋上，應認州法未規定人壽保險得豁免執行之情形，始有聯邦

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之適用 500。因此該案中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既依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得豁免執行，當然應適用聯邦配產法第 6 條規定，該

人壽保險契約不列入破產財團。從此案判決理由得知，在州有人壽保險豁免法

規之情形，應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在州未規範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情

形，則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故兩規定為併行適用。 

3. 聯邦最高法院─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與第 6 條併存說 

由於聯邦第八上訴巡迴法院與第九上訴巡迴法院，對於聯邦破產法第 6 條

與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之解釋方向不一致。聯邦最高法院其後在 Holden v. 

                                            
495 52 L.R.A. 188 (1900). 
496 I.d., at 872. 
497 HENRY CAMPBELL BLACK, A TREATISE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BANKRUPTCY : UNDER THE 

ACT OF CONGRESS OF 1898 554 (3d ed. 1922). 
498 104 F. 968 (1900). 
499 I.d., at 970. 
500 I.d., at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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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ton 案 501，採取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與第 6 條併存說之見解。在該案事實

中，債務人 Daniel N. Holden(夫)與 Lizzie Holden(妻)已被法院裁定進入破產程

序，並指定破產管理人。債務人 Daniel N. Holden 曾投保兩張分別保額 2,000 美

元及 5,000 美元之人壽保險，債務人主張依 1895 年的華盛頓州法規定 502：「人

壽保險契約所產生之相關保險給付，應豁免所有債務責任。」503，此二張壽險

保險契約有 2,200 美元之保單現金價值，不應列入破產財團。但聯邦第九上訴

巡迴法院認為即使依華盛頓州法，人壽保險得豁免執行，但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債務人之人壽保險應移轉於破產財團，顯然聯邦第九上訴

巡迴法院採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特別規定說。 

本案判決理由乃 White 大法官主筆，其認為聯邦破產法第 6 條顯然未就豁

免財產種類為限制。相對於此，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並非僅規範豁免執

行財產，而係就其財產之性質，歸於破產財團所有。該條 a 項本文規定：「破產

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其承繼人在取得任命資格後，除得豁免執行之財產外，在

破產人被裁定破產時起，以下所列舉之破產人持有之權利，乃法律上當然取

得。」顯然破產管理人得移轉之權利，乃該項所列舉之 6 種權利。而解釋聯邦

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文規定，應將除書規定之文字一併考量。若如此一併考量

後，可推導出透過聯邦破產法第 6 條規定，依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得豁免執行

之人壽保險，屬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除書之「得豁免執行之財產」504。故聯

邦最高法院採取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與第 6 條併存說，然有認為此一見解導致聯

邦破產法就人壽保險豁免執行之規範，實質上係被州人壽保險法規架空 505。 

第二目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之解釋 

 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但破產人擁有具保單現金價值

之保險契約，其保險給付與破產人、其繼承人或遺囑管理人之情形，經簽發該

保險契約之保險公司確認保單現金價值，並呈報破產管理人承認後三十日內，

破產人對破產管理人給付或提供保證該確認之保單現金價值金額。」然而何謂

具保單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以及縱使具保單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在宣告破

產後，破產人之保險契約是否交由破產管理人處分抑或僅交付保單現金價值之

金額，其法律效果亦有所爭論。以下分別介紹其爭議： 

                                            
501 198 U.S. 202 (1905). 
502 Wash. Laws 1895, p 336. 
503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f all life insurance shall be exempt from all liability for any debt. 
504 198 U.S. 202, 212-213 (1905). 
505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4-，
法学協会雑誌，109 卷 11 号，頁 1740，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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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保單現金價值 

(1) 無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 

 債務人之人壽保險是否符合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所稱之「具

保單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應否以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為標

準？早期美國多數法院採未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即不具保單現金價值。但聯

邦最高法院採取即使未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若實際上存在保單現金價值，該

人壽保險契約仍具保單現金價值。 

A. 不具保單現金價值說 

在 In re Welling 案 506中，聯邦第七上訴巡迴法院認為 1898 年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所稱之「保單現金價值(cash surrender value)」係指被保險

人向保險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所產生之解約金 507。該案債務人聲請破產前所購

買之人壽保險，並無被保險人得隨時任意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條款存在，因此債

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不列入破產財團而受債權人分配。 

In re Mertens 案 508中，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購買 3 張湯丁式人壽保險，該

人壽保險並未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採用 Welling 案對

「保單現金價值(cash surrender value)」之解釋，並引用聯邦最高法院在 Holden 

v. Stratton 案 509對 1867 年聯邦破產法解釋之傍論，認為 1898 年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關於「保單現金價值」之解釋，應以人壽保險契約有無約

定退還解約金條款為準 510。 

B. 具保單現金價值說 

在 Hiscock v. Mertens 案 511中，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其先前對 1867 年聯邦破

產法之解釋，認為 1898 年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關於保單現金價

值之解釋，立法者未有意區分人壽保險是否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之情形。其甚

難想像因人壽保險契約有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該人壽保險契約列入破產財

團，而人壽保險契約未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但約定被保險人積欠保費，得以

                                            
506 113 F. 189 (1902). 
507 I.d., at 192. 
508 142 F. 445 (1905). 
509 198 U.S. 214 (1905). 
510 142 F. 445, 447 (1905). 
511 205 U.S. 202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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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現金價值抵充保費，則該人壽保險不列入破產財團 512。因此聯邦最高法院

認為有無約定退還解約金條款，不應作為決定人壽保險契約有無「保單現金價

值」之標準，其後聯邦下級破產法院 513皆遵循此一見解。 

(2) 保單現金價值之計算 

 若債務人所購買之人壽保險契約，其保單現金價值為 100 美元，債務人已

向保險人申請保單借款 70 美元。其後債務人聲請破產，則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關於保單現金價值之解釋，應為 30 美元抑或 100 美元？聯邦最

高法院 Everett v. Judson 案 514認為，保單現金價值應以債務人聲請破產時之價

值計算 515，也就是說以 100 美元計算保單現金價值。 

2. 法律效果 

債務人聲請破產，法院認定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具有保單現金價值後，依聯

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但破產人擁有具保單現金價值之保險

契約……破產人對破產管理人給付或提供保證該確認之保單現金價值金額。」

此指破產管理人僅將保單現金價值列入破產財團，然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

本文規定：「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在破產人被裁定破產時起，以下所列舉

之破產人持有之權利，乃法律上當然取得。」若依該項本文規定，人壽保險契

約應交由破產管理人持有或保管。因此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文，與該項第

5 款但書關係為何？以下分就學說與法院見解說明之：  

(1) 學說見解  

學說從不同方向解釋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與該項第 5 款但書間之關係，

其認為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相較於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係屬排除立法(exclusive legislation)516。但書規定僅是在排除保險契約具有現

金價值之情形，若保險契約無保單現金價值，其仍屬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

文規定之「財產」，因此該保險契約應交由破產管理人處分 517。 

                                            
512 I.d., at 212. 
513 In re Herr, 182 F. 716 (1910);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iety of United States v. Miller, 185 F. 98 
(1911); In re Chandler, 290 F. 988 (1923); In re Greenspan, 8 F.Supp. 582 (1934). 
514 228 U.S. 474 (1913). 
515 I.d., at 479. 
516 Rodman Grubbs, Rights of Trustee in Bankruptcy in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2 VA. L. REV. 425, 428 
(1915). 
517 Cohen, supra note 33, at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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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見解 

 債務人聲請破產後，其人壽保險契約是否應移轉於破產管理人處分？聯邦

下級法院有不同見解存在 518，其後聯邦最高法院在 Burlingham v. Crouse 案
519，明確表示意見後，此一爭議才告停歇。因此以下介紹不同聯邦下級法院見

解，最後說明聯邦最高法院 Burlingham 案之事實及理由： 

A. 以有無保單現金價值為準 

在 In re Buelow 案 520中，聯邦華盛頓區法院首先表示，若破產人之人壽保

險契約無保單現金價值，在聲請破產時並無利益移轉於破產管理人，該人壽保

險契約不應列入破產財團，歸破產管理人處分 521。在 In re Josephson 案 522中，

聯邦喬治亞區法院認為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若存有保單現金價值，則該人壽

保險契約列入破產財團，歸破產管理人處分；若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無保單

現金價值，則該人壽保險契約無法列入破產財團 523。 

B. 無條件移轉破產管理人 

雖有聯邦下級法院認為以保險契約有無保單現金價值，作為保險契約是否

移轉破產管理人為處分之標準。但有一部分聯邦下級法院，不以有無保單現金

價值有無為標準，採取一律將破產人之保險契約移轉破產管理人處分。在 In re 

Slingluff 案 524，聯邦馬里蘭區法院認為破產人之湯丁式投資保險契約(tontine 

investment policy)，依該保險契約條款可轉讓與他人，因此該保險契約符合聯邦

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本文之「得讓與……之財產」。不論破產人之保險契

約有無保單現金價值，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文規定，該保險契約應列入

破產財團，歸破產管理人處分 525。 

在 In re Coleman 案 526中，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認為即使破產人之保險契

約具有保單現金價值，其破產管理人仍可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文規定，

處分破產人之保險契約 527。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此一見解，亦被聯邦第八上

                                            
518 Note, Rights of the Trustee in Bankruptcy under Modern Life Insurance, 35 HARV. L. REV. 80, 82 
(1922). 
519 228 U.S. 459 (1913). 
520 98 F. 86 (1899). 
521 I.d., at 89. 
522 121 F. 142 (1903). 
523 I.d., at 143. 
524 106 F. 154 (1900). 
525 I.d., at 156-157. 
526 136 F. 818 (1905). 
527 I.d., at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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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巡迴法院在 In re Orear 案 528所採用。 

C. Burlingham 案 

Burlingham 案事實為債務人在 1902 年 4 月 10 日向保險人購買 2 張人壽保

險，其約定給付債務人之繼承人。債務人在 1907 年 4 月 14 日轉讓其人壽保險

契約與 T 公司，T 公司唯一股東為債務人。同年 4 月 24 日 T 公司以該 2 張人壽

保險契約，向保險人申請保單借款 15,370 美元。1908 年 2 月 25 日，在債務人

聲請破產前 2 個月，T 公司再將人壽保險契約轉讓給第三人 C，C 已繳納保費

6078.38 美元。債務人與 T 公司在 1908 年 5 月 21 日被裁定破產，同年 7 月 24

日破產管理人已選定，而債務人在同年 7 月 29 日死亡。第二上訴巡迴法院否決

破產管理人撤銷 T 公司轉讓人壽保險契約與 C 之行為，其理由為該人壽保險契

約未列入破產財團，而歸破產管理人處分。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涉及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文與該項第 5 款但書

之解釋，而其解釋有兩種方向：其一為具保單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應列入破

產財團，歸破產管理人處分；其二為即使無保單係金價值之保險契約，依聯邦

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本文，仍得列入破產財團，歸破產管理人處分
529。….在債務人破產之多數情況下，債務人可向人壽保險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取得解約金，國會可能考量因債務人之年齡老化及健康惡化等情況，債務人無

法再購買人壽保險，從而讓人壽保險契約繼續存在，由債務人向破產管理人支

付保單現金價值之金額，作為保障債權人之用。故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從國會制

定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目的考量，應是由債務人提供相當於保單現金

價值之金額於破產財團，其餘利益歸債務人享有 530。從此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理

由可得知，其原則上以有無保單現金價值為準，作為人壽保險契約是否移轉於

破產財團。若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具保單現金價值，則不移轉於破產財團，

債務人就保單現金價值以外之利益，在宣告破產後，仍得繼續享有。 

第三目 指定變更受益人 

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其承繼人在取得

任命資格後，除得豁免執行之財產外，在破產人被裁定破產時起，以下所列舉

之破產人持有之權利，乃法律上當然取得：…..(3) 破產人為自己之利益得行使

之權利，但專為他人行使之權利則不屬之。」若債務人保有對人壽保險契約受

益人之指定變更權，在債務人聲請破產後，該受益人指定變更權是否歸破產管

理人處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Cohen v. Samuels 案 531曾討論此一議題，然

                                            
528 178 F. 632 (1910). 
529 I.d., at 468. 
530 I.d., at 473. 
531 245 U.S. 50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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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s 案判決理由卻產生在學說上不同之解讀，因此分就 Samuels 案與學說見

解為說明： 

1. Samuels 案 

 在 Samuels 案中，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購買 3 張具有保單現金價值之人

壽保險。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指定債務人之親屬為受益人，同時該受益人

具有取得保單現金價值之權利，且債務人保留其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其後

破產管理人要求債務人向其支付，債務人聲請破產時之保單現金價值金額，否

則將要求債務人轉讓人壽保險予破產管理人。一二審皆判決破產管理人敗訴，

破產管理人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原審判決，肯定破產管理

人之主張。 

 若單獨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為解釋，債務人被宣告破

產後，不論該人壽保險契約是否保留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或存有金錢上利

益，都被認定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在破產時，無任何財產利益存在，聯邦最

高法院認為此一解釋顯然無法接受。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3 款規定，破產

人為自己之利益得行使之權利，得移轉與破產管理人。而本案問題為該人壽保

險契約並非向債務人給付，但債務人得隨時以意思表示，要求保險人對其給付

人壽保險金。若於此情形下，破產管理人無權移轉該人壽保險契約，則人壽保

險契約將成為隱蔽資產之方式，甚至成為詐欺債權人之溫床。但若單獨依聯邦

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解釋，並不影響本案結論。 

 聯邦最高法院所審理之本案，實際上破產管理人並未主張債務人指定變更

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權利，應移轉於其處分。因此前述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理由，

略顯突兀，無法得知聯邦最高法院是否贊成債務人指定變更人壽保險受益人之

權利，得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3 款規定為之。 

2. 學說見解 

1898 年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制定當時，一般人壽保險契約並無約定被

保險人得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條款，僅一兩家保險公司在其人壽保單置入指定變

更受益人條款 532。因此可合理想像當時聯邦破產法制定者，根本未考量債務人

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得否適用於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3 款規定。 

因此學說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 Samuels 案之判決理由，看似引用聯邦破產

法第 70 條 a 項第 3 款規定，事實上聯邦最高法院根本無意對該款規定，作出超

脫立法者本意之解釋。其仍然以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為主
533，先決定該人壽保險契約有無適用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若無適用空間，再

                                            
532 Cohen, supra note 33, at 235. 
533 Cohen, supra note 33, at 241 ; Note, Bankruptcy—Property Passing to Trustee—Insuranc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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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該人壽保險契約有無保單現金價值，若無保單現金價值，則該人壽保險

依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本文，移轉與破產管理人處分。而在其後類似爭議案

件上，聯邦最高法院在 Samuels 案之判決理由，並無太大發揮空間 534。此乃因

多數債務人聲請破產時，其所擁有之人壽保險契約，大多適用其所居住之州人

壽保險豁免法規，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之情形已不多見。 

第二項 1978 年聯邦破產法(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 

1978 年聯邦破產法制定後，並無類似 1898 年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

定，取而代之乃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 535，其規定：「下列財產得

免於執行：(7) 除信用壽險契約外，任何未滿期之人壽保險契約。(8) 債務人或

債務人的受扶養人為未滿期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債務人得因此取得紅利、利

息及保單借款的總計利益，在不超過 8,000 美元情況下，依第 542 條 d 項規定

為移轉。」536然在 1898 年聯邦破產法施行期間，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與聯邦破

產法豁免規定衝突之情況，1978 年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規定似乎採取與最

高法院 Holden 案見解相同，以尊重州豁免財產法規為主，其採取退出規則。以

下介紹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關於退出規則之規範，以及因退出規則所產生

之濫用人壽保險之現象。 

第一款 退出規則(Opt-Out Rule) 

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第 2 款規定：「本條所稱財產特指 d 項所列財產，

除依本條(3)(A)規定，州法未特定授權而適用至債務人。」537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第 2 款規定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州豁免財產法規與聯邦破產法之競合，

採取折衷態度 538。雖 1978 年聯邦破產法制定當時，有建議該破產法不應考量

州法規定，應將豁免財產類型一致化，避免州法給予破產人過多優惠。然而此

項建議並未採納，現行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採取退出規則，由州自行決定

                                            
Reserving Power to Change Beneficiary, 27 YALE L. J. 403, 404 (1918). 
534 Francis B. Patten, Insured Wife’s Rights Under General Exemption Statutes—Do General State 
Exemption Statutes in Favor of Insured’s Wife Protect Policies Payable to Her (But Reserving to Him 
the Right to Change Beneficiaries, Containing No Endowment Feature), From His Trustee in 
Bankruptcy?, 3 B.U. L. REV. 75, 101 (1923). 
535 11 U.S.C.A. § 522(d)(7)(8) (2016). 
536 (d) The following property may be exempted under subsection (b)(2) of this section: 
(7)Any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owned by the debtor, other than a credit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8)The debtor’s aggregate interest, not to exceed in value $8,000 less any amount of property of the 
estate transferred in the manner specified in section 542(d) of this title, in any accrued dividend or 
interest under, or loan value of, any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owned by the debtor under which 
the insured is the debtor or an individual of whom the debtor is a dependent. 
537 (b)(2) Property listed in this paragraph is property that is specified under subsection (d), unless the 
State law that is applicable to the debtor under paragraph (3)(A) specifically does not so authorize. 
538 BRIAN A. BLUM, BANKRUPTCY AND DEBTOR/CREDITOR 307 (6th ed. 20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9 
 

依據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豁免財產，抑或依據其州豁免財產法規，使居住

於該州破產人之特定財產，不列入破產財團當中，免於債權人之分配。以下說

明州採用退出規則及不採用退出規則之作法： 

第一目 州採用退出規則 

 目前美國有 36 個州 539立法選擇退出不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

定，因此居住在該 36 個州之債務人若進入破產程序，其得豁免之財產，應依照

州豁免財產法規決定之。例如亞利桑那州法第 33-1133 條規定 540：「A. 本條任

何規定不得被解釋為取代對債務人財產提供額外，或更大保護之其他法律規

定。B. 雖本條 A 項有所規定，依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規定，不授權本州

居民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之豁免財產。本項中任何規定皆不影響

本州憲法或州法對本州居民之豁免財產。」541該條 B 項規定明確拒絕聯邦破產

法第 522 條 d 項所規定之豁免財產。而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豁免財產包含

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因此債務人居住於亞利桑那州，其向聯邦破產法院聲請破

產，其人壽保險契約是否列入破產財團，取決於亞利桑那州人壽保險豁免法

規，而非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或第 8 款之規定。 

第二目 州未採用退出規則 

若州未採用退出規則，居住於該州之債務人，在聲請破產程序中，得選擇

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之豁免財產，抑或選擇該州之豁免財產財法規。

但債務人不得部分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另一部分適用州豁免財

產法規 542。 

                                            
539 Ala. Code § 6-10-11(1980); Ariz. Rev. Stat. Ann. § 33-1133(B) (1980); Cal. Civ. Proc. Code § 
703.130 (1983); Colo. Rev. Stat. § 13-54-107 (1981); Del. Code Ann. tit. 10, § 4914(a) (1981); Fla. 
Stat. Ann. § 222.20 (1979); Ga. Code Ann. § 44-13-100(b) (1980); Idaho Code § 11-609 (1981); 735 
I.L.C.S. 5/12-1201 (1981); Ind. Code Ann. § 34-55-10-1 (1980); Iowa Code Ann. § 627.10 (1981); 
Kan. Stat. Ann. § 60-2312 (1980); La. Rev. Stat. Ann. § 13:3881(B)(1) (1979); Me. Rev. Stat. Ann. tit. 
14, § 4426 (1981); Md. Cts. & Jud. Proc. Code Ann. § 11-504(g) (1981); Miss. Code Ann. § 85-3-2 
(1991); Mo. Ann. Stat. § 513.427 (1982); Mont. Code Ann. § 31-2-106 (1981); Neb. Rev. Stat. § 25-15, 
105 (1980); Nev. Rev. Stat. Ann. § 21.090(3) (1981); N.C. Gen. Stat. § 1C-1601(f) (1981); N.D. Cent. 
Code § 28-22-17 (1981); Ohio Rev. Code Ann. § 2329.66(A)(17); § 2329.662 (1979); Okla. Stat. Ann. 
tit. 31, § 1(B) (1980); Or. Rev. Stat. § 23.305 (1981); S.C. Code Ann. § 15-41-35 (1990); S.D. Codified 
Laws Ann. § 43-31-30 (1983); Tenn. Code Ann. § 26-2-112 (1980); Utah Code Ann. § 78-23-15 (1981); 
Va. Code § 34-3.1 (1979); W. Va. Code § 38-10-4 (1981); Wyo. Stat. § 1-20-109 (1980). 
540 Ariz. Rev. Stat. Ann. § 33-1133 (1980). 
541 A. Nothing in this article shall be construed to displace other provisions of law which afford 
additional or greater protection to a debtor's property. 
B. 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A, in accordance with 11 U.S.C. 522(b), residents of this state are not 
entitled to the federal exemptions provided in 11 U.S.C. 522(d).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affects the 
exemptions provided to residents of this state by the constitution or statutes of this state. 
542 BLUM, supra note 538, at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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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退出規則之合憲性 

 現行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規定採取退出規則，即由國會授權州立法機

關制定豁免財產法規，該豁免財產法規得優先適用於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

規定。退出規則之立法技術，曾在法院程序中，被當事人多次主張違憲，以下

介紹其違憲主張及法院判決結果： 

1. 一致之破產法規(Uniformity) 

美國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4 款規定 543：「國會有左列各項權限：四、

規定全國一律之歸化法規及破產法。」544而現今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採取

退出規則，使債務人因所居住之州不同，其得豁免執行財產不同，導致債務人

財產是否應列入破產程序，因州法規定而異，此是否違反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4 款所要求之「一致之破產法規」？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在 Hanover Nat. Bank v. Moyses 案 545中討論此一問

題，當時當事人主張 1898 年的聯邦破產法第 6 條，違反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8 項

第 4 款規定。聯邦最高法院謂：「在憲法意義上，破產法系統在美國全境是一致

的。若破產法未制定，破產管理人可在各州取得任何滿足債權人之財產。而破

產法之操作是一致的，雖然其操作結果在各州有所不同。」546此一判決理由代

表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4 款所要求之「一致之破產法規」，係

指地理上一致之破產法規，並非具體個案一致之破產法規 547。而聯邦下級法院

對於現行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規定是否違憲，多遵循 Moyses 案之判決理由，認

其並不違憲 548。 

2. 違反權力分立(Improper Delegation) 

 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規定採取退出規則，形同部分賦予各州制定破產

法規中之豁免執行財產規範，此是否侵害聯邦國會之立法權？在 Matter of 

Sullivan 案 549中，聯邦第七上訴巡迴法院曾有就此問題為討論。其認為即使州

                                            
543 U.S.C.A. Const. art. I § 8, cl. 4. 
544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545 186 U.S. 181 (1902). 
546 that the system is, in the constitutional sense, uniform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trustee takes in each state whatever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to the creditor if the bankrupt law had 
not been passed. The general operation of the law is uniform although it may result in certain 
particular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states. 
547 WILLIAM HOUSTON BROWN ET AL., BANKRUPTCY EXEMPTION MANUAL § 4:4 (2016). 
548 In re Snape, 172 B.R. 361 (1994); In re Butcher, 189 B.R. 357 (1995); In re Chandler, 362 B.R. 723 
(2007). 
549 680 F.2d 1131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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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制定豁免財產法規，若該豁免財產法規與聯邦破產法並無衝突，則不違反

權力分立原則 550。且法院未發現本案與 Moyses 案不同之事實，因此州擁有制

定豁免財產法規之權力，並不違憲。其後聯邦第六上訴巡迴法院在 Rhodes v. 

Stewart 案 551與 In re Storer 案 552，亦表示退出規則並不無反權力分立原則，只

是單純承認州有制定豁免財產法規之權限。 

3.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 553：「……不得未經正當法律手續剝奪

其生命、自由或財產。」554 在 In re Butcher 案 555中，當事人主張退出規則違

反正當法律程序，聯邦馬里蘭區破產法院認為聯邦破產法此種經濟性立法，原

則上推定其合憲 556，當事人欲主張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違憲，應提出違憲

論述。再者，聯邦國會應無能力制定適用於各州一致的豁免財產法規，而退出

規則採各州自行決定之作法，正顯示出此種立法技術之難度 557。甚至在文獻上

亦贊同貿然由聯邦統一制定豁免財產法規，將會衍生更多問題 558。 

4. 法律平等保護(Equal Protection)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559：「無論何州……不得否定管

轄區內任何人法律上平等保護之權利。」560 在 In re Storer 案 561，當事人主張

美國國會有意透過聯邦破產法在全國推行「重新開始」政策，當事人所居住之

俄亥州因採取退出規則，使俄亥州居民無法享有與其他州相同之「重新開始」

政策，違反憲法上平等保護之要求。聯邦第六上訴巡迴法院在本案中採取合理

審查標準(rational justification standard)562，以檢驗國會是否適當地給予州制定豁

免財產法規之權限。法院認為國會在聯邦破產法制定一套全國適用豁免財產規

定，以及賦予州部分權限制定豁免財產法規，皆屬合理。因此國會以折衷方式

                                            
550 I.d., at 1137. 
551 705 F.2d 159 (1983). 
552 58 F.3d 1125 (1995). 
553 U.S.C.A. Const. Amend. XIV, § 1-Due Proc.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554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555 189 B.R. 357 (1995). 
556 I.d., at 372. 
557 I.d., at 373. 
558 Houston Brown, Politic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of Exemption Limitations: The “Opt-Out” as 
Child of the First and Parent of the Second, 71 AM. BANKR. L.J. 149, 215 (1997); Lawrence Ponoroff, 
Exemption Limitations: A Tale of Two Solutions, 71 AM. BANKR. L.J. 221, 247 (1997). 
559 U.S.C.A. Const. Amend. XIV, § 1 -Privileges. 
……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560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561 58 F.3d 1125 (1995). 
562 BROWN ET AL., supra note 547, at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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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制定退出規則，並非不合理 563，從而退出規則並未

牴觸憲法上平等保護之要求。 

在 Clark v. Chicago Mun. Emp. Credit Union 案 564中，聯邦第七上訴巡迴法

院亦處理到是否因採退出規則，使州豁免財產法規妨礙聯邦破產法採取的「重

新開始(fresh start)」政策？法院認為事實上判例法已充分反映聯邦破產法所採

取的「重新開始」政策，而聯邦破產法並未要求採取退出規則之州，其州之豁

免財產法規必須與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一致 565。 

5. 損害特權或豁免權(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在 In re Storer 案 566中，俄亥州依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規定，退出聯邦

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並制定其豁免財產法規。但當事人主張依俄亥州法

第 2329.662 條規定 567：「依 1978 年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第 1 款規定，本州

特表明未授權居住於本州之債務人，其財產得依 1978 年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豁免執行。」568該州法侵害當事人可選擇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

豁免財產之權利，因此依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569：「……

無論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損害美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之法律……」570故當事

人主張該俄亥州法及退出規則，皆違反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

定。 

聯邦最高法院在 Shapiro v. Thompson 案 571曾表示，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損害特權或豁免權條款，不適用於國會所授權或加諸之侵害
572。聯邦第六上訴巡迴法院引用此一見解，認為俄亥州法第 2329.662 條規定乃

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b 項第 1 款所授權制定。即當事人主張侵害其特權或豁免

權者，乃國會授權制定者。因此當事人不得以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

規定，主張俄亥州法及退出規則違憲 573。 

                                            
563 58 F.3d 1125, 1129-1130 (1995). 
564 119 F.3d 540 (1997). 
565 I.d., at 544. 
566 58 F.3d 1125 (1995). 
567 Ohio Rev. Code § 2329.662 (1985). 
568 Pursuant to the “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 92 Stat. 2549, 11 U.S.C.A. 522(b)(1), this state 
specifically does not authorize debtors who are domiciled in this state to exempt the property specified 
in the “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 92 Stat. 2549, 11 U.S.C.A. 522(d). 
569 U. S. Const. Amend. XIV, § 1-Equal Protect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570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571 394 U.S. 618 (1969). 
572 I.d., at 667. 
573 58 F.3d 1125, 1128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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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憲法最高性(The Supremacy Clause) 

美國聯邦憲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574：「本憲法與依據本憲法所制定之美國

法律，及以美國之權力所締結或將締結之條約，均為全國之最高法律，縱與任

何州之憲法或法律有所牴觸，各州法院之法官，均應遵守而受其約束。」575在

In re Storer 案 576，當事人曾有爭執退出規則違反聯邦憲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之

憲法最高性條款。事實上，當事人此一主張已失焦 577。而聯邦第六上訴巡迴法

院認為國會已授權州制定豁免財產法規，縱使該州豁免財產法規優於或劣於聯

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並不能以此謂違反憲法最高性條款 578。 

綜上所述，退出規則因折衷聯邦破產法與州豁免財產法規，可能導致破產

案件事實相同，但聯邦各區破產法院裁定結果不同。即使如此，聯邦最高法院

在 1902 年 Moyses 案表示破產法規在地理上相同，個案適用不同，仍構成憲法

第 1 條第 8 項第 4 款規定「一致之破產法規」。此一見解，至今並未受到挑戰。 

第二款 濫用人壽保險豁免規定 

 聯邦破產法採取退出規則，其違憲性至今未被挑戰成功。而退出規則造成

債務人在進入破產程序前，若將其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豁免執行財產，在

進入破產程序後，該豁免執行財產則不會轉移與破產管理人處分，即不進入破

產財團當中，持續由債務人(破產人)管理處分。此一濫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關於豁免執行財產規定，在美國破產實務上，造成非常嚴重之問題。理論上

可透過聯邦破產法第 548 條 a 項第 1 款規定，撤銷債務人在破產程序前之轉換

行為，或依聯邦破產法第 727 條規定 579，拒絕債務人之破產免責聲請。 

人壽保險亦屬得豁免執行財產之一，然人壽保險豁免執行問題在於，聯邦

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對於債務人投保之人壽保險有金額限制，但多數州人壽保

險豁免法規對於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並無金額限制，造成聯邦破產法院在處

理上之困難。以下介紹聯邦破產法院如何在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與聯邦破產法

衝突下，防止債務人利用此一齟齬，達成脫產目的： 

                                            
574 U.S. Const. art. VI cl. 2.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and all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the judges in every state shall be bound thereby, any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ny Stat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575 此一翻譯乃司法院中外法規版本，參見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3.asp 
576 58 F.3d 1125 (1995). 
577 BROWN ET AL., supra note 547, at § 4:4. 
578 I.d., at 1128. 
579 11 U.S.C.A. § 72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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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過多原則(The Principle of “Too Much”) 

此一原則乃聯邦第八上訴巡迴法院所揭示之標準 580，即債務人若過於貪心

將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高額得豁免執行財產，法院就應啟動對付貪心之債

務人機制(When a pig becomes a hog it is slaughtered)。此從聯邦第八上訴巡迴法

院在 Hanson v. First Nat. Bank in Brookings 案 581與 Norwest Bank Nebraska, N.A. 

v. Tveten 案 582之判決結果不同，可看出端倪。 

在 Hanson 案中，債務人為居住在南達科他州之農夫，債務人聽從律師建

議，在其聲請破產前將不得豁免執行財產，價值約 34,000 美元，轉換為人壽保

險及貸款擔保，該人壽保險契約現金價值 19,955 美元。依南達科他州法第 58-

12-4 條規定 583，人壽保險得豁免執行保險金額為 20,000 美元。第八上訴巡迴

法院判決債務人轉換豁免執行財產行為並非詐害債權行為，債務人可主張人壽

保險契約不應列入破產財團。 

在 Norwest Bank Nebraska, N.A. v. Tveten 案 584中，債務人為居住在明尼蘇

達州的醫生，在其聲請破產前，債務人將其不得豁免執行財產約 700,000 美

元，用於向互助團體購買人壽保險與年金保險。依照明尼蘇達州州法規定，不

問債務人向互助團體所購買之保險給付金額，皆得豁免強制執行。聯邦第八上

訴巡迴法院認為破產法並未禁止債務人在破產聲請前，將不得豁免執行財產，

轉換為豁免執行財產，亦未賦予債權人就此種轉換行為，得透過詐害債權撤銷

之 585。但法院認為債務人在破產聲請前，將高額未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豁免

執行財產。其已違反破產制度之原意係為給予「重新開始(fresh start)」586之權

利，債務人在本案之此種行為，係為「有利的開始(head start)」587，因此第八上

訴巡迴法院拒絕債務人之破產免責聲請。 

第八上訴巡迴法院此二判決，均未認債務人構成詐害債權 588，該院 Arnold

法官在 Hanson 案之協同意見書指出 Tveten 案與 Hanson 案事實大致相同，僅有

3 點不同：1.聲請破產之債務人職業不同，Tveten 案當事人為醫生，Hanson 案

當事人為農夫；2.債務人聲請豁免金額不同，Tveten 案當事人主張 700,000 美

元豁免金額，Hanson 案當事人主張 31,000 美元豁免金額；3.適用法規不同，

Tveten 案適用明尼蘇達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債務人之豁免金額無上限。

                                            
580 Juliet M. Moringiello, Has Congress Slimmed Down the Hogs?: A Look at the BAPCPA Approach 
to Pre-bankruptcy Planning, 15 WIDENER L.J. 615, 623 (2006). 
581 848 F.2d 866 (1988). 
582 848 F.2d 871 (1988). 
583 S.D.Codified Laws Ann. § 58-12-4 (1978). 
584 848 F.2d 871 (1988). 
585 I.d., at 874. 
586 關於債務人「重新開始」的權利，與債務人破產免責聲請息息相關。參見 Bryan Leary J. & 
Wallrich, Thomas G., Night before Bankruptcy: The Eighth Circuit's Response to Bankruptcy Estate 
Planning, 15 WM. MITCHELL L. REV. 643, 647-648 (1989). 
587 I.d., at 876. 
588 Moringiello, supra note 580, at 6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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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on 案適用南達科他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債務人之豁免金額為 20,000 美

元。惟此事實差異，並無法作為後續案件之明確區分標準 589。 

而 Arnold 法官在 Tveten 案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為多數意見訴諸於法感情之

正確，未建立一套明確標準說明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將數額多少之不得豁免

執行財產轉換為人壽保險契約，構成債務人不得聲請破產免責事由 590。亦即當

債務人在破產聲請前，將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得豁免執行之人壽保險。聯

邦第八上訴巡迴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金額過高時，得拒絕債務

人破產免責聲請或將人壽保險契約列入破產財團。儘管 Arnold 法官質疑過多原

則之操作，但有學者認為過多原則在美國 2005 年制定預防破產濫用暨消費者保

護法案(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後，仍然係最

具可操作性之原則 591。 

第二目 詐欺之認定(Defining Fraud) 

聯邦破產法第 548 條 a 項第 1 款規定：「破產管理人得解消(void)債務人在

聲請破產前二年，任何債務人移轉其財產利益行為(包含依雇傭契約移轉利益與

內部人)，或任何債權人所生義務(包含依雇傭契約移轉利益與內部人)，若債務

人自願性或非自願性：(A) 將來或現在為移轉或使其發生義務，其真實意圖係

為隱藏、拖延或詐害債權人；或(B)(i) 受領少於合理交易價值及(ii)(I) 陷入無清

償能力時為移轉或因移轉或因產生義務而陷入無清償能力;(II) 積極投入事業或

交易，或為任何留存於債務人之不合理小額財產，而積極投入事業或交易；意

圖使其發生，或相信債務人將來債務屆期時，超出債務人還款能力；或(IV) 依

雇傭契約而非一般正常交易，為內部人之利益而移轉或為內部人之利益使其產

生義務。」若債務人將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或為得豁免執行之人壽保險契

約，符合聯邦破產法第 548 條 a 項之詐害債權人情事。則債權人或破產管理人

可依聯邦破產法第 727 條規定 592主張不得聲請破產免責，抑或破產管理人依

548 條 a 項第 1 款規定解消債務人之轉換行為。但由於人壽保險契約在破產程

序中，得否豁免執行，取決於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因此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因

管轄區域之不同，聯邦上訴巡迴法院之間見解亦有所不同 593。以下介紹聯邦上

訴巡迴法院對此問題之態度： 

                                            
589 有學說若以債務人之職業為有錢的醫生，其破產聲請前轉換大量得執行財產為人壽保險，因

此拒絕其破產免責聲請。若債務人為貧窮的農夫，其破產聲請前轉換大量得執行財產為人壽保

險，仍應允許其破產聲請，此一區分顯不合理。參見 John M. Norwood & Marianne M. Jennings, 
Before Declaring Bankruptcy, Move to Florida and Buy a House: The Ethics and Judicial 
Inconsistencies of Debtors' Conversions and Exemptions, 28 SW. U. L. REV. 439, 453 (1999). 
590 848 F.2d 871, 877 (1988). 
591 David Farmer, Is Conversion of Nonexempt Property to Exempt Property on Eve of Bankruptcy 
Fraudulent Per Se?, 12-JUL HAW. B.J. 30, 34 (2008). 
592 11 U.S.C.A. § 727 (2005). 
593 John M. Norwood,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re-Bankruptcy Conversion Cases on a Circuit-By-
Circuit Basis, 103 COM. L.J. 154, 209-210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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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構成詐害債權 

 債務人在破產聲請前，將不得豁免執行之財產轉換為人壽保險契約，第二

上訴巡迴法院向來認為債務人之行為不構成詐害債權。在 Schwartz v. Seldon 案
594中，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曾借錢繳納其所擁有之 2 張人壽保單，破產管理

人主張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繳納保費，係屬詐害債權行為。但聯邦第二

上訴巡迴法院認為即使債務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將其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

換為得豁免執行之人壽保險契約，在欠缺外部證據之情況，無法認定其乃詐害

債權 595。 

其後在 In re Adlman 案 596中，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將其房屋出賣給丈夫

的堂弟，以賣出房屋之金錢購買人壽保險，並與房屋所有人訂立租賃契約，繼

續居住在出賣房屋當中。因此債務人在聲請破產時，其債務為 4,091,725.2 美

元，其擁有兩張人壽保單之保險金額為 275,000.61 美元。依照當時紐約州保險

法第 166 條規定，人壽保險契約並無豁免執行金額上限。聯邦地區破產法院認

為債務人有隱藏、妨礙或詐害債權人之意圖，因此拒絕債務人得破產免責聲

請。但債務人上訴至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該法院作出與原審相反之判決結

果。第二上訴巡迴法院以為債務人之行為，必須構成高度詐害債權人之程度

(high degree of fraud)，因此債務人之行為尚未達此程度，不得拒絕債務人破產

免責聲請 597。但該案 Moore 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其認為從債務人之行為情

狀，已足以推敲債務人有詐害債權人之情事，應拒絕債務人之破產免責聲請
598。 

2. 詐欺表徵 

如何證明債務人將其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免於執行之人壽保險，構

成詐害債權？在 In re Beckman 案 599，聯邦俄亥區破產法院提出 7 項詐欺表徵

之考量因素 600：1.購買人壽保險是否有合理對價關係？；2.是否債務人在移轉

其財產之同時，已陷入無清償能力？；3.人壽保險金額；4.是否債務人善意購買

人壽保險契約，為其家庭成員提供合理生活保障？；5.債務人購買人壽保險與

聲請破產間之期間；6.不得豁免執行之財產價值，在債務人轉換為人壽保險契

約後，債務人仍持有原財產之價值；7.債務人對於聲請破產前行為之預見可能

性。該案事實為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 3 天購買人壽保險契約，其保單金額總計

                                            
594 153 F.2d 334 (1945). 
595 Id., 337. 
596 541 F.2d 999 (1976). 
597 I.d., at 1006. 
598 I.d., at 1007. 
599 104 B.R. 866 (1989). 
600 I.d., at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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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美元，此顯示並非善意購買人壽保險契約。另，債務人在破產聲請程序

中，不實申報其擁有之人壽保險契約。因此聯邦俄亥區破產法院認為債務人此

種將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人壽保險之行為，構成詐害債權，破產管理人可

依聯邦破產法第 548 條 a 項第 1 款撤銷債務人購買保險契約行為。 

 而聯邦第十上訴巡回法院亦曾在 In re Mueller 案 601中，提出該案事實之 5

項詐欺表徵：1.債務人在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下，購買人壽保險；2. 債務人購

買人壽保險係在聲請破產前一週；3.債務人使用其僅存之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購

買保險；4.債務人擁有得豁免執行之 2 張人壽保險契約；5.雖債務人主張購買人

壽保險是為女兒教育費，但人壽保險人受益人欄記載：「被保險人生存之子女，

若該子女已死亡，則按繼承順序。」因此法院認定債務人於破產聲請前，將不

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人壽保險，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第三目 日常生活所必需原則 

此一原則主要為印第安那州所採納，該州最高法院 Citizens Nat'l Bank v. 

Foster 案 602對於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並無金額上限，作出合憲解釋，並發展出日

常生活所必需原則。即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是否列入破產財團，端視該

人壽保險是否維持債務人日常生活所必需。且該人壽保險是否維持債務人日常

生活所必需之事實，須由債務人負舉證責任。然而，何謂日常生活所必需？需

透過案例不斷之累積 603。以下介紹認定日常生活所必需與認定非日常生活所必

需之案例： 

1. 認定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案例 

In re Bannourah 案 604是最早適用 Foster 案之案例，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

其丈夫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債務人為受益人。在聲請破產程序中，債務人之丈

夫死亡，遺留 4 歲半之兒子。債務人原主張該人壽保險金依印第安納州法第 

27–1–12–14(c)規定，人壽保險金指定受益人為配偶，乃得豁免執行財產。但印

第安納州最高法院對州法第 27–1–12–14(c)規定為合憲解釋，須該人壽保險符合

債務人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方不列入破產財團，因此債務人改而主張該人壽保

險金符合其日常生活所必需。經執業會計師計算後，直至債務人之兒子年滿 18

歲止，債務人預計花費 289,707 美元，而債務人可領取之人壽保險金為 200,000

美元。因此聯邦印第安那區破產法院認為該人壽保險金符合債務人日常生活所

必需 605，因此裁定該人壽保險金不列入破產財團。  

                                            
601 867 F.2d 568 (1989). 
602 668 N.E.2d 1236 (1996). 
603 Mark S. Zuckerberg, Life Insurance Exemptions and Bankruptcy, 55-FEB RES GESTAE 30, 30 
(2012). 
604 201 B.R. 954 (1996). 
605 I.d., at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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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 re Cook 案 606中，債務人之丈夫投保人壽保險，指定債務人(配偶)為

受益人，保險金額為 195,000 美元。其後債務人在聲請破產程序中，債務人之

丈夫死亡。因此債務人主張該人壽保險金乃其日常生活所必需，並聘請金融顧

問評估債務人日後 20 年之生活費用為 98,246 美元。由於債務人並無退休金給

付及年金給付，因此聯邦印第安那區破產法院認為債務人之丈夫投保人壽險，

係為填補丈夫提早死亡後所帶來之損失，且債務人又無惡意在聲請破產前，將

不得豁免執行財產轉換為人壽保險。即使債務人之生活費用與人壽保險金差距

有 2 倍，法院仍認定債務人所領取之人壽保險金，乃符合其日常生活所必需。 

2. 認定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案例 

在 In re Vaiano 案 607中，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投保 3 張人壽保險契約，

並指定其成年子女為受益人。債務人在破產聲請程序中，其破產管理人主張債

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並非維持其日常生活所必需，應將該 3 張人壽保險契約列

入破產財團。但債務人主張該人壽保險係為維持其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所必

需，且係為其死後喪葬費之用。聯邦印第安那區法院認為該區破產法院目前傾

向限縮得豁免財產之範圍，本案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契約，係為其成年子女，

惟該成年子女有自主能力，不須債務人為扶養。且債務人辯解該人壽保險契約

係為其死後喪葬費，但其子女已表明不期望透過人壽保險金給付喪葬費。若法

院允許債務人不將其人壽保險契約列入破產財團，則債權人之債權則無法獲得

滿足，債務人隨時可將人壽保險契約終止，以換取現金，此顯非該州人壽保險

豁免法規立法之目的。因此法院判決債務人之 3 張人壽保險契約應列入破產財

團，供破產管理人分配與債權人 608。 

第六節 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檢驗 

 本文綜合前述內容，從此四個面向檢驗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第一項 從保險法角度觀察 

 19 世紀美國法院採取既得權規則，其使人壽保險受益人獲得人壽保險契約

相關權利。然當時人壽保險契約通常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受益人實質上無法實

現任何人壽保險契約權利，僅在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死亡)後，受益人方得

實現向保險人請領人壽保險金之權利。因此既得權規則適用在 19 世紀人壽保險

契約，並無太大問題。但隨著人壽保險商品開發之多樣化，在保險事故發生

                                            
606 No. 04-90852-BHL-7 (Bankr.S.D.Ind. Dec. 9, 2004). 
607 No. 09–2703–FJO–7 (Bankr.S.D.Ind. Sept. 3, 2010).此案為未出版公布之案件，但其後印第安

納州最高法院判決有引用其理由。 
608 Zuckerberg, supra note 603,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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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契約相關當事人已可行使多項權利，此時再由受益人行使之，似乎對購買

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有所不公。從而變更受益人條款之出現，賦予被保險人極

大權利，其透過受益人之變更，剝奪受益人依既得權規則所享有之權利，故受

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開始弱化。至於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享有

乃單純期待抑或期待權？美國學說與司法實務並無定論，但可肯定者乃受益人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不絕對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 

 與此同時，人壽保單轉讓制度結合前述既得權規則與變更受益人條款，創

造出保單受讓人制度，使第三人可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廣義來說，受

益人概念包含契約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因此保單受讓人，於某種程度具有受

益人地位。至此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概念，已非僅限我國保險法第 5 條所定義

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約定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人，受益人所約定之享有保

險金給付請求權之人，其享有權利可能大於或等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權利。 

第二項 從詐欺移轉法角度觀察 

 在 19 世紀美國州法院所廣泛接受之既得權規則影響下，被保險人在保險事

故發生前，指定受益人使其享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顯然移轉其權利與他

人。特別是在被保險人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受益人之情

形，與詐欺移轉法之關聯度甚高。此類爭議案件實際上多為保險事故已發生，

債權人主張受益人取得人壽保險金乃詐害債權。 

 而美國法院處理此類爭議時，除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考量外，多為詐害

債權要件之爭執。唯一與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相關者，乃認定被保險人(債

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受益人之情形，債權人得請求金額為何？若按既得權

規則，被保險人在指定受益人時，即已移轉其人壽保險相關權利與受益人，因

此債權人得請求人壽保險金額。但美國法院後期多數見解認為，債權人僅得請

求被保險人(債務人)繳交保費金額。此一趨勢變化亦可明顯看出，美國人壽保

險契約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已有弱化傾向。 

第三項 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角度觀察 

 早期美國州人壽保險法規所規範者乃與詐欺移轉法相關事項，但隨著不喪

失價值法之立法，保險事故發生前，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保費墊繳、償

付解約金，甚至保單紅利之權利，已屬被保險人享有之權利。被保險人之上述

權利，均具有其財產價值，因此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可能循強制執行程序加以扣

押或變價人壽保險契約。此時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同樣保持過去保障受益人態

度，禁止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循強制執行程序扣押或變價人壽保險契約，避免受

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無法領取保險金。 

 過去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所以保障受益人，主要係因在既得權規則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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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享有人壽保險所有相關權利。但在不喪失價值法之影響下，人壽保險契約

權利主體已從受益人移轉至被保險人，從而人壽保險豁免法規既保障被保險

人，亦保障受益人。其造成在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人間，存在極其嚴重

之不平衡，過度傾斜保護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人。故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角度觀

察，美國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雖在不喪失價值法通過後有所弱化，但人

壽保險豁免法規透過特別保障受益人，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又進一步獲得強化。 

第四項 破產法角度觀察 

 破產程序之目的，一方面係為使債務人獲得重新開始之機會，另一方面使

債權人可公平取得債務人責任財產清償。因此管轄破產程序之聯邦法院，對於

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過度保障債務人之作法，嘗試透過解釋破產法規方式，平

衡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利益，不致使結果過度偏向債務人一方。 

惟現行聯邦破產法規定採取退出原則，造成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主導破產

程序中，人壽保險得豁免強制執行。此無異鼓勵債務人在聲請破產前大量購買

人壽保險，形成債務人濫用人壽保險契約之現象。雖聯邦破產法院雖發展出過

多原則、日常生活所必需等標準抑止債務人濫用人壽保險契約，但上述原則或

標準在實際上適用成功案例，畢竟為少數。故從破產法角度觀察，於民事程序

上，人壽保險受益人相較於債權人而言，獲得更高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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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雖日本採取民商分立之法制，但在保險契約法之討論，相較於商法規定，

民法規定與保險契約法之聯結更深。因此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必須追

溯至民法相關規定為討論。以下先從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角度，探討人壽保

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其後就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以及破產法之特別規

範為論述： 

第一節 人壽保險契約與第三人利益契約 

第一項 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理論發展沿革 

 人壽保險契約屬於民法第 537 條規定之第三人利益契約，而人壽保險受益

人之權利，與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理論發展息息相關。以下先就民法第 537 條

立法過程為說明，再就早期與近期學說關於民法第 537 條之第三人權利性質為

說明： 

第一款 立法過程 

第一目 舊民法規定 

明治 23 年(西元 1890 年)舊民法第 323 條規定：「債權人與他方合意交付金

錢，承諾應可獲取正當利益者，其合意原因消滅時，契約無效。為第三人利益

所為之要約，並加入過怠條款 1時，該要約則視為債權人與他方合意交付金

錢，承諾獲取利益。但有關第三人之利益契約，其要約係債權人為自己所為或

為諾約人而為要約之條件下者，有效。」2舊民法第 325 條規定：「為第三人或

繼承人之利益所為之要約，在受益人未承諾前，債權人得為自己之利益廢棄

之，獲得移轉與他人。」3 

                                            
1 過怠條款係指以債務人不履行時，他方得以契約約定之金額請求賠償。 
2 旧民法第 323 条：「要約者カ合意ニ付キ金銭ニ見積ルコトヲ得へキ正当ノ利益ヲ有セサルト

キハ其合意ハ原因ナキ為メ無効ナリ 第三者ノ利益ノ為メニ要約ヲ為シ且之ニ過怠約款ヲ加

へサルトキハ其要約ハ之ヲ要約者ニ於テ金銭ニ見積ルコトヲ得へキ利益ヲ有セサルモノト看

做ス 然レトモ第三者ノ利益ニ於ケル要約ハ要約者カ自己ノ為メ為シタル要約ノ従タリ又ハ

諾約者ニ為シタル要約ノ従タル条件ナルトキハ有効ナリ。」 
3 旧民法第 325 条：「第三者又ハ相続人ノ利益ノ為メニ為シタル要約ハ享益者ノ之ヲ承諾セサ

ル間ハ要約者ハ自己ノ利益ノ為メニ之ヲ廃罷シ又ハ之ヲ他人ニ移転スルコト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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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二條規定可觀察出，當時日本民法立法者原則上不承認第三人利益契

約，例外承認在第三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時，視為有效。此一立法顯然深受當

時法國民法第 1121 條規定 4之影響。從法國民法第 1119 條 5及第 1165 條 6規

定，可得知法國民法遵守債之相對性原則，第 1121 條規定須將其解釋為「附負

擔之贈與」，使允許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效力。 

第二目 現行民法第 537 條之生成 

 前述提及之明治 23 年舊民法並未施行 7，其後法典調查委員會針對舊民法

第 323 條為修正，將其規定在修正草案第 534 條，而此一版本之修正草案內

容，大致上為現今日本民法典之內容。 

修正草案第 534 條規定：「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債權人得請求債

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第一

項) 前項情形，第三人之權利於第三人對前項契約利益為享受之意思表示時，

發生效力。(第二項)」8該修正草案內容，與現行日本民法第 537 條幾乎完全一

致。其立法理由明示不採取舊民法第 323 條之立法模式，反而擴大承認第三人

利益契約之效力。第三人之權利源自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合意，折衷法國受益

意思表示主義與德國直接取得主義 9。 

第二款 第三人權利取得之性質 

現行日本民法第 537 條規定：「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債權人得請

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第

一項) 前項情形，第三人之權利於第三人對前項契約利益為享受之意思表示

時，發生效力。(第二項)」10第 538 條規定：「依前條規定於第三人權利發生

                                            
4 法國民法第 1121 條規定：「為自己與他人訂立契約或對他人為贈與時，亦得為第三人之利益

訂立契約，作為該契約或贈與之條件。若第三人聲明願享受該利益時，訂立契約之人不得撤銷

該契約。」 
5 法國民法第 1119 條規定：「任何人在原則上係以自己名義為其訂立契約，並受該契約之拘

束。」 
6 法國民法第 1165 條規定：「契約僅於締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該契約不得侵害第三人之權

益，且僅在符合第 1121 規定之情況，第三人始得享受該契約利益。」 
7 之所以未施行，是因當時日本陷入是否因將民法法典化之論爭當中。 
8 契約ニ依リ当事者ノ一方カ第三者ニ対シテ或給付ヲ為スヘキコトヲ約シタトキハ其第三者

ハ債務者ニ対シテ直接ニ其給付ヲ請求スル権利ヲ有ス。2 前項ノ場合ニ於テ第三者ノ権利ハ

其第三者カ債務者ニ対シテ契約ノ利益ヲ享受スル意思ヲ表示シタ時ニ発生ス。 
9 広中俊雄，民法修正案（前三編）の理由書，頁 515，1987 年 9 月；春田一夫，第三者のた

めにする契約の法理―権利取得授権 Erwerbsermächitigung を手がかりに，頁 146，2003 年 1
月。 
10 民法第 537 条：「1 契約により当事者の一方が第三者に対してある給付をすることを約し

たときは、その第三者は、債務者に対して直接にその給付を請求する権利を有する。2 前項

の場合において、第三者の権利は、その第三者が債務者に対して同項の契約の利益を享受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3 
 

後，當事人不得變更或消滅之。」11前已提及日本折衷採取法國與德國之立

法，因此就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第三人，其權利取得之性質應如何解釋？可分為

不同時間為說明： 

第一目 初期民法學說 

針對民法第 537 條及第 538 條規定之解釋，民法起草委員之間即有不同解

釋方向，此一時期以起草委員梅謙次郎及富井政章之學說為代表： 

1. 承諾說 

從民法第 537 條規定可看出，法律原則上承認債權人與債務人為第三人利

益所成立之契約有效，但何時對第三人取得效力？梅謙次郎教授認為第三人如

欲現實取得權利，應為受益之意思表示。也就是說，將受益意思表示解釋為承

諾 12，第三人受益之意思表示乃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構成要件。此一見解與立法

精神有所違背，立法者乃融合德國民法與法國民法，但此一見解過於偏向法國

受益意思表示主義之方向 13。 

2. 停止條件說 

 富井政章教授參考德國民法規定，認為第三人之權利在債權人與債務人訂

立第三人利益契約時，即已發生。第三人之受益意思表示，應解釋為第三人取

得權利之附停止條件 14。此說乃日本直接權利取得說之原型，適用在為第三人

利益之人壽保險契約，在涉及受益人與要保人之債權人關係中，按此見解，似

乎應優先保障受益人 15。然而第三人利益契約類型不只人壽保險契約，若將此

見解套用至其他第三人利益契約類型，難以符合現狀。 

第二目 德國直接權利取得說之引進 

前述二說乃日本民法起草者就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解釋，然此二說之根

本問題在於對第三人取得權利之性質為何，未做任何深究 16。其後日本民法在

明治 40 年至大正 10 年左右，開始深受德國民法之影響，民法解釋大量參考德

                                            
る意思を表示した時に発生する。」 
11 民法第 538 条：「前条の規定により第三者の権利が発生した後は、当事者は、これを変更

し、又は消滅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12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3。 
13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4。 
14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4。 
15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4。 
16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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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此一解釋方法，至今仍深深影響日本民法學界。由於兩位民法起草委員對

於第三人利益契約理解之不同，產生不同解釋。而日本學界對於第三人利益契

約之討論，多遵循富井政章博士所提出之停止條件說，為更細緻之討論。以下

分就此時期不同學者論述為介紹： 

1. 權利發生要件說 

石坂音四郎博士參考德國民法之解釋，認為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第三人，其

權利取得時點在契約成立時，且其權利自債務人取得，而非債權人。因此第三

人權利取得不須有受益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 537 條第 1 項規定，自債務人處

直接取得權利。第三人所取得之權利具有固有權性，但並未論及得依固有權性

而保護第三人。既然第三人之權利在債權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時已成立，民法

第 537 條第 2 項第三人之受益意思表示，不過是權利發生要件 17。以人壽保險

契約為例，受益人取得保險金，並非自要保人(兼具被保險人身分)而來，而係

自保險人而來。因此要保人之債權人或繼承人，並無權利干涉受益人所取得之

保險金。此一見解被學說認為係完全毫無檢討餘地，引進德國直接權利取得理

論 18。 

2. 權利生效要件說 

 鳩山秀夫教授同樣參考德國直接權利取得理論，就第三人權利發生時點，

與石坂教授採取相同立場，於第三人利益契約成立時，第三人即取得權利。但

鳩山教授對於民法第 537 條第 2 項第三人所為之受益意思表示，不同於德國民

法之立場，將其解釋為第三人權利之生效要件 19。相對於完全引進德國直接權

利取得理論之石坂教授，鳩山教授並不強調第三人取得權利之固有權性，或許

係有意地不採用固有權性概念。 

3. 固有權理論 

 我妻榮教授雖延續鳩山教授以德國民法為參考之解釋方向，認為第三人之

權利於第三人利益契約訂立時，即已成立，第三人之受益意思表示，不過係權

利生效要件。但我妻教授更傾向理論應用在實際案例之探討，例如日本大審院

昭和 11 年 5 月 13 日判決 20認為保險金請求權為受益人之固有財產，並非被保

險人之遺產。顯然採取先前學說見解，將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第三人權利，解釋

                                            
17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6-157。 
18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63。 
19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58。 
20 民事判例集 15 卷 11 号，頁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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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於債權人之繼承人。 

 日本學說多數支持大審院此一見解，我妻榮教授則認為保險金是否完全屬

於受益人之固有財產，可能須考量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惡意利用第三人利益契

約型態，使要保人之債權人或繼承人例外取得保險金。就日本現行民法規定，

或可透過特留分扣減權或特別受益歸扣權等規定加以解決之 21。而近期日本保

險法學說與司法實務多遵循此一方向，就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之性質加以探討。 

第二項 人壽保險作為第三人利益契約類型之構造 

 日本乃民商分立之國家，雖民法已就第三人利益契約為規定，但商法保險

章針對同屬第三人利益契約之人壽保險亦有所規定。從前述日本民法學說就第

三人利益契約之討論可得知，其多著重在第三人之權利，置換於人壽保險契約

之情形，即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權利。因此，以下介紹日本現今保險法關於受益

人規定之沿革，再就保險法學說延續民法關於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討論為說明： 

第一款 保險法變更受益人規定之沿革 

第一目 明治 32 年商法規定 

明治 32 年(西元 1899 年)商法第 428 條規定：「受益人須為被保險人之親屬

或其繼承人。(第一項)依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限轉讓於被保險人之親屬。受

益人死亡或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終止親屬關係時，要保人得再指定受益人或請求

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第二項)要保人在行使前項所定權利前死亡，則以被保

險人為受益人。」22此一規定要求被保險人與受益人間須有保險利益，明顯強

調人壽保險契約係為保障被保險人之親屬。 

第二目 明治 44 年商法規定 

明治 44 年(西元 1911 年)商法修正時，揚棄被保險人與受益人間須有保險

利益之立法，將涉及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規定，分別規範在第 428 條、第 428 條

之 2、第 428 條之 3 及第 428 條之 4 規定。以下分就條文內容與立法意旨為說

                                            
21 春田一夫，前揭註 9，頁 168。 
22 商法第四百二十八條：「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ハ被保険者其相続人又ハ親族ナルコトヲ

要ス。保険契約ニ因リテ生シタル権利ハ被保険者ノ親族ニ限リ之ヲ譲受クルコトヲ得。保険

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カ死亡シタルトキ又ハ被保険者ト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トノ親族関係

カ止ミタルトキハ保険契約者ハ更ニ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ヲ定メ又ハ被保険者ノ為メニ積

立テタル金額ノ拂戻ヲ請求スルコトヲ得。保険契約者カ前項ニ定メタル権利ヲ行ハシテ死亡

シタルトキハ被保険者ヲ以テ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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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 條文內容 

商法第 428 條之 2 規定：「受益人為第三人時，該第三人當然視為享有保險

利益。但要保人另為意思表示時，則依其意思為之。(第一項)依前項但書規

定，要保人有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之情形，在行使其權利前死亡時，視為受益人

之權利已確定。(第二項)」23其後昭和 13 年(西元 1938 年)商法修正，商法保險

章部分並未變動內容，僅是變更條號，原商法第 428 條之 2 移為第 675 條。  

2. 立法理由 

關於商法第 428 條之 2 立法意旨，大致可整理如下： 

(1) 第三人不須為受益之意思表示，在被指定受益人當時，已取得權

利。 

 關於此點，修法委員梅謙次郎特別強調日本民法第 537 條第 2 項規定，第

三人之權利取得，不須有受益之意思表示。因此第 4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受益

人不須為意思表示，即享受保險利益，與民法規定相同，亦與德國民法相同
24。 

(2) 要保人就變更指定受益人之特約有效。 

 商法第 4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採原則上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即不得再變

更，除非要保人有特別約定保留指定變更受益人之特約存在。關於此點，商法

修法委員間產生歧見。 

                                            
23 商法第四百二十八ノ二條：「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カ第三者ナルトキハ其第三者ハ当然

保険契約の利益ヲ享受ス但保険契約者カ別段ノ意思ヲ表示シタルトキ其意思ニ従フ。前項但

書ノ規定ニ依リ保険契約者カ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ヲ指定又ハ変更スル権利ヲ有スル場合

ニ於テ其権利ヲ行ハスシテ死亡シタルトキ保険金額ヲ受取ルへキ者ノ権利ハ之ニ因リテ確定

ス。」 
24 西嶋梅冶，保険金受取人の死亡と死亡保険金の行方―商法 676 条の立法論争と同条をめぐ

る判例を中心として―，文研論集，80 号，頁 48，198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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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受益人為原則 

修法委員梅謙次郎認為人壽保險公司在明治 31 年民法制定前，要保人得自

由變更受益人之作法，已是常態。沒有必要將要保人隨時變更受益人之作法視

為例外，反而應尊重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任意變更受益人 25。 

B. 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受益人為例外 

修法委員岡野敬次郎與小山溫主張認為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變更

受益人之權利應屬例外。依第三人利益契約之理論，第三人之權利在契約成立

時即應成立，若允許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任意變更受益人，可能有違民法

第三人利益契約理論。再者，要保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受益人，不就是為

使受益人安心 26？ 

雖商法第 4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最後採取事故發生前，變更受益人為例外

之見解，但日本學說其後解釋方向，反而係採事故發生前，變更受益人為原

則。 

(3) 要保人在未變更受益人前死亡，受益人之權利確定 

 民法第 544 條規定：「以贈與人死亡而發生效力之贈與，在未違反其性質之

限度內，準用遺贈相關規定。」27因此贈與人死亡時，受贈人取得權利。而受

贈人先於贈與人死亡，依民法第 994 條第 1 項規定 28，則不生贈與之效力。若

將要保人指定為受益人類比為死因贈與，要保人先於受益人死亡，受益人之權

利應就此確定，不應再由要保人之繼承人可行使變更受益人之權利 29。  

第三目 現行保險法規定 

 明治 44 年(西元 1911 年)商法第 428 條之 2 規定，在昭和第 13 年(西元

1938 年)改置於商法第 675 條。而 2008 年日本保險法將原商法第 675 條規定，

分別規定於保險法第 42 條及第 43 條。以下就保險法第 42 條及第 43 條規定內

容及立法理由說明之： 

                                            
25 西嶋梅冶，前揭註，頁 48-49。 
26 西嶋梅冶，前揭註，頁 49。 
27 民法第 554 条：「贈与者の死亡によって効力を生ずる贈与については、その性質に反しな

い限り、遺贈に関する規定を準用する。」 
28 民法第 944 條第 1 項規定：「遺贈在遺囑人死亡前，受遺贈人死亡時，不生其效力。」 
29 西嶋梅冶，前揭註 24，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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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文內容 

保險法第 42 條：「受益人為人壽保險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時，該受益人當

然享受該人壽保險契約之利益。」30第 43 條：「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

變更受益人。(第一項)受益人之變更，應對保險人為意思表示。(第二項)前項意

思表示，其通知到達保險人時，回溯自該通知發出時發生效力。但不妨礙該通

知到達前，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效力。」31 

2. 立法理由說明 

(1) 保險法第 42 條 

為第三人利益而締結人壽保險契約，通常要保人兼具被保險人身分，考量

在其死後對受益人之影響，而指定親屬、繼承人或特別關係之人為受益人，使

該受益人取得保險金。從而在如此背景考量下，保險法第 42 條規定要保人指定

第三人為受益人當然生其效力，不需要課與第三人任何負擔 32。再者，參照民

法第 537 條第 2 項規定，受益人不須有受益意思表示，受益人當然享有保險契

約上之權利。 

(2) 保險法第 43 條 

商法第 675 條第 1 項但書採取若有特別約定時，要保人得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任意變更受益人，此一立法方式乃係例外承認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

得任意變更受益人。但保險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採取縱使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

未約定，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任意變更受益人。之所以採取如此之轉

變，乃人壽保險之要保人通常指定其親屬為受益人。而人壽保險契約屬長期繼

續性契約，在如此長期間內，要保人與被指定之受益人關係可能發生變化，因

此在尊重要保人之意思下，原則上應採取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任意變

更受益人 33。由於過去商法保險章並未規定變更受益人效力時點，在實務與學

說上產生許多爭議，因此保險法第 4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特別就變更受益人

                                            
30 保険法第 42 条：「保険金受取人が生命保険契約の当事者以外の者であるときは、当該保険

金受取人は、当然に当該生命保険契約の利益を享受する。」 
31 保険法第 43 条：「保険契約者は、保険事故が発生するまでは、保険金受取人の変更を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2 保険金受取人の変更は、保険者に対する意思表示によってする。3 前項の

意思表示は、その通知が保険者に到達したときは、当該通知を発した時にさかのぼってその

効力を生ずる。ただし、その到達前に行われた保険給付の効力を妨げない。」 
32 法制審議会保険法部会第１回議事録，頁 29。 
33 荻本修，一問一答保険法，頁 179，20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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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為規定。又保險法第 43 條第 3 項規定為避免保險人雙重給付，特別規定變

更受益人意思表示到達前，保險人已給付保險金，仍生清償之效力 34。 

第二款 對價關係之開展 

 從保險法變更受益人制度之沿革，可看出日本立法者極強調民法第三人利

益契約與人壽保險契約之關聯。而日本司法實務自民法第 537 條規定推論出受

益人之固有權性，該固有權性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甚至保險事故發生

後之權利，均具有影響力。而近期日本保險法學說更強化受益人固有權性與民

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關聯，深化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對價關係之討論。故以下分

就司法實務與學說介紹之： 

第一目 司法實務 

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他人為受益人，或繼承人中之一

人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受益人之保險金是否應依民法第 903 條規定
35為歸扣？或依民法第 1031 條規定 36為特留分扣減？日本最高法院在相關判決

中，皆以受益人保險金請求權之固有權性為由，拒絕將人壽保險金視為歸扣或

扣減之標的。以下詳細介紹日本最高法院相關判決： 

 1. 最判昭和 40 年 2 月 2 日判決 37(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在昭和 30 年 12 月 26 日與 Y 保險公司締結養老保險契約，被保

險人為 A，滿期保險金受益人為 A，A 死亡時，由 A 之繼承人取得保險金。A

死亡時無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直系血親尊親屬，只有姐姐 B 及弟弟 C 二

人。A 在昭和 35 年經公證人為公證遺囑，將其所有財產遺贈與 X，A 在同年 5

月 20 日死亡。 

                                            
34 荻本修，前揭註，頁 184。 
35 民法第 903 條規定：「共同繼承人從被繼承人所受之贈與、為婚姻或收養關係而受有生計資

本之贈與時，視為被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擁有之財產價值，加上贈與價值為遺產。依前三條規

定所計算之應繼分中，扣除遺贈或贈與之價額之剩餘價額為該人之應繼分。(第一項)贈與或遺

贈之價額與應繼分相等，或超出應繼分時，受遺贈人或受贈人不得受領應繼分。(第二項)被繼

承人為與前二條規定相異之意思表示時，其意思表示在不違反特留分相關規定範圍內，有其效

力。」 
36 民法第 1031 條規定：「特留分權利人及其繼承人，為保全特留分必要限度內，得請求抵銷依

前條規定及遺贈規定所為之贈與。」 
37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9 巻 1 号，頁 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0 
 

A 在養老保險契約指定其死亡時之受益人為「繼承人」，X 主張其為繼承

人，向法院起訴請求 Y 保險公司給付死亡保險金。一審法院判決 X 敗訴，二審

亦判決 X 敗訴。其判決敗訴理由有三：1. 現行法所稱之繼承乃法定繼承，依遺

囑繼承非法定繼承。2. 被繼承人全部遺贈使法定繼承人之應繼分消失，但繼承

人之地位不因此而消失。3. 指定繼承人為保險金受益人，繼承人取得保險金乃

依保險契約當然取得，並非依繼承關係取得，從而保險金請求權為 B、C 之故

有財產。X 不服二審判決，其上訴最高法院主張 A 指定繼承人為受益人，A 死

亡時該保險金請求權為 A 之遺產。 

(2) 判決理由 

 最高法院判決 X 敗訴，其理由如下： 

「商法第 675 條第 1 項規定：『受益人為第三人時，該第三人當然享受其保

險利益，但要保人另有意思表示時，依其意思表示。』原審判決以『有關養老

保險，被保險人死亡，且受益人指定『繼承人』而未表示姓名者，除有其他特

殊情事外，應認保險金請求權發生時之繼承人為指定受益人。』其引用大審院

昭和 13 年 12 月 14 日言詞辯論判決(民集 17 卷 2396 頁)，上述判決錯誤解釋法

令，且上述大審院判例於本件情形並不適當。 

上述大審院判例並非適用養老保險之情形，而係適用終身人壽保險之情

形。上述判例適用情形並非為被繼承人生存期間內領取保險金，養老保險之情

形為被繼承人生存期間內若其契約已滿期，被繼承人可領取保險金，該保險金

請求權構成遺產。 

此一情形若有全部受遺贈者，則上述請求權歸其所有。若依原判決為解

釋，被保險人是否在保險契約滿期前死亡，則保險金請求權人將有所不同，係

屬不當。又要保人之意思並不期待原判決結果，從而有關養老保險之受益人，

在滿期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死亡之情形，指定受益人為繼承人時，應解釋為要

保人於被保險人死亡，表示保險金請求權為遺產繼承對象，該當商法第 675 條

第 1 項但書之『特別意思表示』。 

更進一步論述，前述大審院判例本身應改變。『繼承人』此一概念依民法解

釋應無所質疑，再者，現已廢止家督繼承制 38之當下，不應考慮『繼承人』與

遺產無關聯之概念。通運事業法第 8 條、航空法第 11 條、港灣運送事業法第

18 條所規定之『繼承人』有與遺產相關聯之涵義。恩給原非民法上繼承對象，

恩給法第 10 條所規定之繼承人，某些情況下亦為民法上繼承對象。保險契約中

指定受益人單以『繼承人』而未表示姓名者，應解釋為保險金請求權為遺產繼

承標的，符合商法第 67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特別意思表示』，乃現行法妥當

                                            
38 家督繼承制在昭和 22 年民法修正中被廢除，相對於一般繼承以共同繼承為原則，家督繼承

制為單獨繼承為原則。參見法令用語研究会 編，有斐閣法律用語辞典，頁 131，2012 年 6 月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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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前述大審院判例應予修正。」39 

2. 最判平成 14 年 11 月 5 日判決 40(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B 保險公司投保終身險，保險金

額 2000 萬元。A 所工作之社團法人 C 以自己為要保人，其員工為被保險人(包

括 A)，投保團體定期險，死亡保險金額 1000 萬。此二件保險契約，A 原指定

其妻 X1 為受益人，後因與 X1 感情不睦，指定其父 Y 為受益人。 

A 死亡後，其法定繼承人有妻子 X1 及子女 X2、X3，X1 至 X3 向法院起訴

Y，其主位請求乃 A 變更受益人由 X1 至 Y，乃權利濫用而無效。其備位請求乃

A 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乃死因贈與，應與死因處分為相同處理，請求 Y 給付保險

金額中之特留分比例(X1 有四分之一，X2 及 X3各八分之一)。一審及二審法院皆

認為 A 變更受益人無權利濫用之情事，且死亡保險金請求權並非特留分扣減對

象，因此判決 X1 至 X3敗訴。X1 至 X3 不服判決結果，就備位請求向最高法院

提起上訴。 

(2) 判決理由 

 最高法院判決 X1 至 X3 敗訴，其理由如下：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而締結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並

不該當民法第 1031 條所規定之遺贈或贈與，不能解釋為準用遺贈或贈與之規

定。但死亡保險金請求權為被指定受益人所取得之固有權利，並非自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繼承取得，不應屬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遺產(最判 40 年 2 月 2 日第

三小法庭判決，民集 19 卷 1 号 1 頁)。又死亡保險金請求權乃被保險人死亡時

發生，與要保人所繳交保費並非立於對價關係，並非替代被保險人之勞動能力

給付，不能謂死亡保險金請求權實質上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 

基於上述意旨，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備位請求，應認正當，不能謂原審

所論有所違法，不得採用其論旨。」41 

                                            
39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9 巻 1 号，頁 4-7。 
40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6 巻 8 号，頁 2069。 
41 前揭註，頁 2069-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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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判平成 16 年 10 月 29 日裁定 42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男 B 女為夫婦，A 在平成 2 年 2 月 1 日死亡，B 在同年 10 月死

亡。B 之法定繼承人為 A 與 B 之子 X1、X2、X3(下稱 X 等)及 Y，A 之法定繼承

人為 B、X 等及 Y。A 在昭和 56 年開始，其日常生活起居已達要介護狀態，B

為照顧 A，於同年 9 月辭去工作職務。Y 為接納父母，將其住宅改建適於老年

人居住，由 Y 與 A、B 同住，X 等並未與之同住。 

 B 曾在昭和 39 年 10 月 31 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D 保險公

司投保養老保險，Y 為受益人，死亡保險金額 73 萬 7824 元；在平成 2 年 3 月

1 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C 保險公司投保養老保險，指定受益人

為 Y，死亡保險金額 500 萬 2465 元。 

第一審法院於審理 X 等對 Y 之遺產分割案件時，主張 B 指定受益人為 Y

之保險契約，其保險金額符合民法第 903 條特別受益性，X 等得對該保險金額

為歸扣。第一審否認 X 等此項主張，因此 X 等抗告至二審，二審同樣抗告駁

回，因此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 

(2) 裁定理由 

   最高法院雖駁回 X 等之再抗告，但其創設例外情形，可使保險金成為歸扣

之對象，其判決理由如下： 

  「被繼承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及要保人，指定繼承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受

益人，締結養老保險契約，該養老保險契約之死亡保險金請求權，乃受益人依

其固有權利所取得，並非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繼承取得，不應屬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之遺產。(最判 40 年 2 月 2 日第三小法庭判決，民集 19 卷 1 号 1 頁) 又

死亡保險金請求權乃被保險人死亡時發生，與要保人所繳交保費並非立於對價

關係，並非替代被保險人之勞動能力給付，不能謂死亡保險金請求權實質上屬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財產。(最判平成 14 年 11 月 5 日判決，民集 56 卷 8 号

2069 頁)從而上述基於養老保險契約，繼承人以受益人身分取得死亡保險金請求

權，或所取得之死亡保險金並不能解釋為該當民法第 903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遺

贈或贈與之財產。本來為取得上述死亡保險金請求權之費用，即保險費，乃被

繼承人在生前向保險人所給付者，同為要保人之被繼承人死亡，同為受益人之

繼承人與其他繼承人間所生之不公平，參照民法第 903 條規定，終究難能認有

適用餘地，但有明顯特殊情事存在時，得類推適用該條規定，解釋為該當死亡

                                            
42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58 巻 7 号，頁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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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請求權乃特別受益而應歸扣。上述特殊情事之有無，以保險金額、保險

金額相對於遺產之比例、有無與被繼承人共同居住、同時為受益人之繼承人，

相較於其他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介護之貢獻度、各繼承人之生活情況等諸項情

事為綜合考量。」43 

第二目 受益人保險金請求權之固有權性 

 從上述判決理由中，均可發現日本最高法院強調人壽保險契約受益

人之保險金請求權，具有固有權性。該固有權性之強調，乃早期學說參照德國

保險契約法相關見解而來。以下分就早期保險法學說與近期保險法學說為介紹

之： 

1. 早期保險法學說 

(1) 固有權說 

大森忠夫教授對於受益人就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之固有權性，採取與民法學

者相同之立場。其認為受益人同時具備繼承人身分時，且被繼承人以自己為被

保險人，在生前大量投保人壽保險之情況下，有濫用人壽保險契約之虞，應例

外不承認受益人就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之固有權性 44。 

大森忠夫教授將受益人對保險人關係稱為外部關係，要保人對受益人之關

係稱為內部關係。從外部關係觀察，受益人就人壽保險金之取得，乃直接取

得，即使受益人為要保人之繼承人中一人，該人壽保險金不屬於要保人之遺

產。因此要保人之債權人或破產管理人，不得對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有任何

干涉 45。從內部關係為觀察，要保人就保費為出資，其出資後之產物為受益人

可取得人壽保險金，應認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具有某種程度之出資關係(或經濟關

係)存在。若要保人與受益人間關係為無償，則要保人給付保費有減少對債權人

之責任財產之虞，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規定，以及舊破產法第 72

條否認權規定，撤銷要保人所為之繳納保費行為，甚至係變更受益人之行為
46。 

                                            
43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58 巻 7 号，頁 1982。 
44 大森忠夫，保険金請求権と相続財産，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題，頁 223，1958 年 10
月。 
45 大森忠夫，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題，頁 44-49，1958 年 10
月。 
46 大森忠夫，前揭註，頁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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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承取得說 

關於日本學界通說及司法實務見解認為受益人保險金請求權之固有權性(原

始取得)，中村敏夫律師則提出不同看法，其認為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乃承繼

要保人而來，並不具固有權性 47。雖依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理論，受益人(第三

人)可直接向保險人(債務人)請求給付，但受益人直接請求之權利，不過係為實

現要保人(債權人)與受益人(第三人)間之對價關係。換言之，繼承取得說認為在

受益人對保險人之關係，受益人自保險人處取得之保險金，乃直接取得；在要

保人對受益人之關係，受益人所取得之人壽保險金，乃承繼要保人而取得 48。 

2. 近期保險法學說 

 日本近期保險法學說對於受益人保險金請求權之固有權性，提出部分修

正。其主要從要保人與受益人間之對價關係出發，以下分就兩說介紹之： 

(1) 生前贈與說 

山下友信教授雖贊同前述判決見解，認為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具

固有權性。但其認為過去通說及司法實務，皆不重視要保人與受益人間之關

係。該關係非經濟上之關係，而係法律上之對價關係，缺少該對價關係，受益

人領取人壽保險金，要保人可向受益人請求不當得利 49。 

假設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身分，其指定受益人，要保人與受益人間法律關係

(對價關係)為何？山下友信教授將該對價關係，解釋為附解除條件之生前贈

與，要保人在生前指定受益人，已將其保險金請求權贈與受益人，若要保人為

變更受益人，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仍有效。但要保人變更受益人，受益人所

取得之權利因解除條件成就而消滅 50。按此解釋，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

因係要保人所為生前贈與而取得，並非要保人之遺產。但由於受益人得向保險

人請求保險金，係基於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對價關係而來，乃繼受取得。故要保

人之繼承人得行使民法第 903 條歸扣權或第 1031 特留分扣減權。同理，要保人

之債權人亦得行使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撤銷權，抑或舊破產法第 72 條否認

權，撤銷該生前贈與。 

                                            
47 中村敏夫，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保険契約者と保険金受取人との関

係，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理論と実務，頁 63，1997 年；轉引自清水耕一，ドイツ法における

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の保険金受取人の生活保障機能の確保・充実とその調整，

生命保険論集，177 号，頁 65，2011 年 12 月。 
48 清水耕一，前揭註，頁 65。 
49 山下友信，現代の生命‧傷害保険法，頁 75，1999 年 11 月。 
50 山下友信，前揭註，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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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見解之目的，係在調整要保人、受益人及要保人之繼承人(債權人)三

方之利益，避免要保人濫用人壽保險契約，規避債權人或特留分規定。因此前

述判決中，日本最高法院單純從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固有權性為論

述，實屬遺憾 51。 

(2) 死因贈與說 

 藤田友敬教授雖與山下友信教授同樣重視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對價關係，但

就該對價關係之法律性質，藤田友敬教授將其定性為死因贈與。既係死因贈

與，受益人所取得之人壽保險金，自然成為要保人之繼承人得行使歸扣或扣減

權之對象。然而仍須考量保險契約之類型，一一認定要保人指定受益人，是否

具死因贈與行為。以下分為兩種類型說明之： 

A. 無解約金或解約金極低之人壽保險 

 假設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投保低解約金額之人壽保險，並指定受益人。應可

認要保人與受益人間有約定，要保人以繳納一定保費與保險人之方式，無償贈

與保險費與受益人。因該種保險對要保人而言，即使在保險期間內終止契約，

並無法充分利用該解約金。從而於此種情形下，可推測邀保人繳納一定額度保

費即完成其與受益人之約定，故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對價關係，應係生前贈與，

並非死因贈與 52。 

B. 儲蓄型生死混合保險 

 儲蓄型混合生死混和保險之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並非係純粹為第三人利益

之人壽保險契約。在儲蓄保費部分，保險事故發生時，歸受益人所有，應認此

部分為要保人之死因贈與。在純保費部分，應視要保人對受益人為保費之贈

與，係屬於要保人之生前贈與 53。 

3. 身分法學說 

 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繼承人中之一人為人壽保險受益人，該人壽保險

金是否為歸扣之對象？日本身分法學者多從繼承平等原則角度為觀察，可分為

以下二說： 

                                            
51 山下友信，保険法，頁 516，2005 年 3 月。 
52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2-，
法学協会雑誌，110 卷 6 号，頁 1063-1064，1992 年。 
53 藤田友敬，前揭註，頁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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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肯定說 

 此說認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其自保險人所取得之人壽保險金，嚴

格上而言，並非歸扣之對象。其僅是借用歸扣之概念，因人壽保險金乃要保人

(被繼承人)對受益人(繼承人)之生前贈與，但均將人壽保險金視為歸扣之對象，

並非合理。從而此說提出應以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意思表示解釋為標準，若要

保人(被繼承人)在指定受益人(繼承人)時，為保障受益人在其死後生活，已有意

使受益人(繼承人)單獨取得人壽保險金，則此時不應將人壽保險金列為歸扣之

對象。但要保人未明確表示指定受益人之用意，此時則應考量受益人是否為要

保人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若符合此一情形，該人壽保險金並非歸扣之對象；

若不符合此一情形，則人壽保險金則可考量列為歸扣對象 54。 

(2) 否定說 

 此說認為應尊重要保人(被繼承人)指定受益人(被保險人)之真意，原則上人

壽保險金不應列為歸扣之對象，但該人壽保險金給付特定受益人(繼承人)時，

將影響其他繼承人之繼承公平者，例外將人壽保險金列為歸扣對象 55。前述

判決理由，即採此一見解 56。 

 從上述日本學說對人壽保險契約之討論可得知，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

在事故發生前，乃附條件之權利；在事故發生後，乃固有之權利。此一理論之

目的係在保險事故發生後，賦予受益人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或繼承人。但保險

事故發生前，受益人之附條件權利，得否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此將涉及下節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調和之討論。 

第二節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調和 

 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與債權人之權利行使息息相關。以

下分別針對要保人或受益人之變更、人壽保單解約金的強制執行、債權人代位

保單借款以及人壽保單之設質，觀察債權人行使其權利時，如何影響受益人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 

                                            
54 高木多喜男，相続の平等と持戻制度－生命保険金と死亡退職の場合，載：加藤一郎先生記

念現代社会と民法学の動向，頁 444-449，1992 年；轉引自緒方直人，生命保険金請求権と民

法第 903 条の特別受益性，鹿児島大学法学論集，42 卷 1・2 号，頁 51，2008 年 3 月。 
55 千藤洋三，家事裁判例紹介 生命保険金の特別受益性が否定された事例二件(高松高裁平成

11.3.5 決定)，民商法雑誌，122 卷 6 号，頁 914，2000 年 9 月。 
56 緒方直人，前揭註 54，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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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要保人或受益人之變更 

 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或受益人變更，是否構成詐害債權？其可能違反民

法第 424 條撤銷詐害行為與舊破產法第 72 條否認權規定，此二規定分別規範在

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當中。此二規範皆是以回復債務人責任財產為共通目的，

但其仍有三點不同之處 57。首先，破產法否認權對象包含詐害行為與偏頗行

為，民法第 424 詐害行為撤銷權之規範對象僅詐害行為。其次，破產人詐害行

為之否認，不以破產人有主觀要件為必要。反之，民法債務人詐害行為之撤

銷，以債務人有詐害意圖為必要。最後，民法詐害行為撤銷權及破產法否認權

之行使，皆以債務人無資力為前提，但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詐害行為，係為個

別債權人之利益。而破產管理人依破產法行使否認權，係為破產債權人之利

益。因此民法第 424 條與舊破產法第 72 條其目的雖為共通，然兩者行使要件仍

有所不同，屬個別獨立之法律規定。 

 從而以下就要保人或受益人變更之情事，是否構成民法第 424 條與舊破產

法第 72 條否認權規定，分別論述之： 

第一款 民法 424 條撤銷詐害行為 

日本民法第 424 條規定：「債務人明知有害債權人之法律行為，債權人得向

法院請求撤銷之。但因該法律行為受益之人或轉讓人，在該行為或轉讓時，知

悉有害債權人事實時，則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規定，非有關以財產權為目

的之法律行為，則不適用之。(第二項)」58債務人為要保人，原指定其為受益

人，其後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是否構成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以下分就日本

司法實務與學說見解說明之： 

                                            
57 伊藤眞，破産法・民事再生法，頁 501，2014 年 9 月 3 版。 
58 民法第 424 条：「1 債権者は、債務者が債権者を害することを知ってした法律行為の取消

しを裁判所に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その行為によって利益を受けた者又は転得者

がその行為又は転得の時において債権者を害すべき事実を知らなかったときは、この限りで

ない。2 前項の規定は、財産権を目的としない法律行為については、適用し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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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司法實務 

1. 札幌地判昭和 57 年 7 月 22 日判決 59(以下簡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A 與 Y 人壽保險公司訂立人壽保險契約，以 A 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

當時與 A 具內緣關係(事實婚)60之 X 為受益人，保險金額 1250 萬元。其後 A 與

X 的內緣關係呈現破綻，於昭和 54 年(西元 1979 年)9 月 27 日，A 要求 Y1 保險

公司(Y 人壽保險公司被 Y1 承繼)變更受益人從 X 改為 A1，隔天 A 與 X 相互約

定殺害對方而死亡。 

X 之法定繼承人 X1 與 X2 向法院起訴 Y1 給付保險金 1250 萬元，其主位請

求乃 A 殺害 X 之不法行為而受有精神上損害，因此 X1 與 X2 對 A 有損害賠償

債權。A 變更受益人之行為乃詐害債權，應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之。備位請求

為 A 變更受益人行為，以及企劃自殺之行為應合併一行為觀察，因此該行為違

反公序良俗而無效。 

(2) 判決理由 

 札幌地方法院認為 A 變更受益人行為並非詐害行為，其判決理由如下： 

「債務人之行為構成詐害行為者，其行為應係減少債務人之責任財產……

本件人壽保險契約可認為係為第三人利益之保險契約，其人壽保險金受領請求

權在保險契約效力發生時，即成為被指定為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固有財產，應解

為脫離被保險人(兼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因此本件人壽保險契約之人壽保險金

請求權不應構成債務人 A 之責任財產。從而被保險人(兼要保人)A 將受益人由

X 改為 A1，並未變動 A 之責任財產。故原告 X1 及 X2 主張 A 變更受益人之行

為乃詐害債權行為，其欠缺主張之前提而無理由。」61 

                                            
59 引自岡山忠広，保険契約の保険金受取人変更と詐害行為取消権・否認権の行使，判例タイ

ムズ，1267 号，頁 34，2008 年 7 月。 
60 所謂內緣係指實質上為夫妻卻未提出婚姻登記申請，不被認定具有法律上婚姻之男女關係。

從社會一般人來看就是夫妻與妾的區別，不承認其就姓氏得變更、子女具嫡出性、其他配偶之

繼承權，其他部分則與一般婚姻關係相同。引自法令用語研究会 編，前揭註 38，頁 890。 
61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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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仙台地判平成 6 年 12 月 21 日判決 62(以下簡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A 與 N 人壽保險公司在昭和 54 年(西元 1979 年)12 月 24 日訂立養老保險

契約，附加意外死亡條款，指定 A 之妻子 B 為受益人。A 在昭和 63 年(西元

1988)11 月 1 日向 N 申請變更受益人為 C(A 與 B 之女)、D(A 與 B 之子)、Y(C

之丈夫、A 之養子)，並變更要保人為 Y。其後 A 死亡，保險事故發生。A 向 X

借款，B 對該借款債務為連帶保證。因此 A 之債權人 X，向 Y 提起訴訟，主張

A 變更受益人 C、D、Y 之行為乃詐害行為，得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之，並請求

確認受益人為 B。 

(2) 判決理由 

仙台地方法院認為 A 變更要保人及受益人之行為，皆未構成詐害行為，其

判決理由如下： 

「詐害行為撤銷權係以保全債務人一般財產為目的之制度，債權人欲行使

詐害行為撤銷權，必須債務人為有害債權人之法律行為。於是，從 A 變更本件

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受益人之行為觀之，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之地位，其

伴隨繳納保費之義務，不能謂 A 變更要保人之行為，對 A 之債權人屬詐害行

為。A 原指定受益人為 B，其變更受益人行為，未有害於 A 之債權人，因此 A

上述行為應不對其一般債權人構成詐害行為。 

相反地，A 上述行為，是否有害本件人壽保險契約之原受益人 B 之一般債

權人利益，即對 B 之債權人是否構成詐害行為？對 B 之債權人而言，A 非債務

人，因此 A 之上述行為不構成詐害行為。 

假設原告 X 對 A 有借款請求權，B 自認對 A 之債務為連帶保證事實，若 A

自認未清償借款債務，則原告 X 為 A 與 B 之債權人，A 上述行為，則有可能害

於 B 之債權人利益。詐害行為撤銷權係以保全債務人一般財產為目的之制度，

因詐害行為撤銷權係為總債權人之利益而生效力，是否構成詐害行為，無非係

以 A 與其總債權人之關係為標準，從而 A 上述行為應不構成詐害行為。」63 

                                            
62 文研判例集 7 巻，頁 470。 
63 文研判例集 7 巻，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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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阪高判平成 13 年 11 月 15 日判決 64(以下簡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公司在昭和 47 年(西元 1972 年)9 月 30 日與 X 銀行訂立借款契

約，A 公司在昭和 52 年(西元 1977 年)4 月 6 日與 Y2 保險公司訂立人壽保險契

約(下稱本件保險契約)，以 A 公司代表人 B 為被保險人，A 為受益人，保險金

額 5000 萬元，每月繳納保費 13 萬 7700 元。在此之前，A 公司於昭和 52 年(西

元 1977 年)3 月，以 B 為被保險人，A 為受益人，與 Y3 公司訂立兩份人壽保險

契約，保險金額總計 1 億 5000 萬元，每月繳納保費 29 萬元。Y2 保險公司在平

成 10 年(西元 1998 年)4 月 21 日承諾 A 變更本件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受益人為

A 公司董事 Y1(B 之女，A 公司現今代表人 D 之妻)，被保險人 B 在平成 10 年

(西元 1998 年)5 月 21 日死亡，Y2 保險公司在同年 7 月 24 日給付人壽保險金

1964 萬 2139 元與受益人 Y1。 

X 對 A 公司有 3002 萬 63 元之借款債權，其主張 A 公司變更要保人及受益

人當時，A 公司經營惡化，其債務已超過公司資產。且變更當時，A 公司資產

僅存與 Y2 及 Y3 保險公司締結之人壽保險契約三份。本件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

B 在變更當時，其肝臟癌已惡化，Y1 對於 B 身體惡化情事應有認識。因此債權

人 X 以 A 公司董事 Y1 及 Y2 保險公司為被告，A 公司為 Y1 輔助參加人，依民

法第 424 條規定撤銷 A 變更要保人及受益人之行為，請求 Y1 返還不當得利之

人壽保險金。 

(2) 判決理由 

 大阪高等法院判決債權人 X 勝訴，其得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 A 變更要保人

及受益人之行為，其判決理由如下： 

「Y1 為 D(A 公司現今代表人)之妻，其得從 D 平常之言行與活動中，可推

測出 A 公司概要之經營狀況。又 Y1 身為 A 公司兼職董事，在 A 公司應可感受

公司所面臨之狀況。如同前述認定事實，從 Y1 就任 A 公司董事過程觀察，Y1

雖不知 A 公司詳細負債金額，至少本件保險契約變更要保人及受益人之當時，

應可認 Y1 已知悉 A 公司遲早無法維持經營……Y1 主張本件保險契約變更程序

當時，尚未確定保險金給付責任，不構成 A 之責任財產。即使認定該保險金請

求權具有財產性，僅有小額之解約金，並未有害債權人 X……依本院證據調查

                                            
64 引自表宏機，契約者・受取人変更と詐害行為取消権，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175 号，

頁 9，2002 年 12 月。潘阿憲，保険契約者および保険金受取人の変更と詐害行為取消権，保険

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184 号，頁 1，20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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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應認本件保險契約在平成 10 年(西元 1998 年)4 月 23 日之解約金額為 34

萬 2700 元。但詐害撤銷權行使之對象，附條件、附期限之財產並不妨礙撤銷權

之行使。保險契約係以被保險人死亡而給付保險金，也就是以不確定期間給付

保險金之財產權，並不妨礙其被認定為詐害撤銷權可行使之對象。又依前述認

定事實，本件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 B 死亡者，受益人可領取高額之 5000 萬保

險金，若加上與 Y3 保險公司締結之保險契約，可領取 2 億元之保險金。正因如

此，A 公司每月繳納保費高達 40 萬元，若單以解約金為計算基礎，本件保險契

約價值並非顯不相當。 

若從當時被保險人 B 之症狀觀察，不應單純從保費繳納與解約金給付考

量，尚須考量被保險人 B 可能即將死亡，保險人 Y2 所給付之保險金……身為

被保險人 B 之親屬的 Y1，應可正確理解罹患肝臟癌之患者平均餘命，縱使未被

告知 B 之餘命，應可認識 B 已病入膏肓，從而 Y1 在認知此點後，本件保險契

約變更要保人及受益人之行為乃詐害行為，至為明顯。……故本件要保人及受

益人變更行為皆應撤銷之。」65 

第二目 學說 

 前述三個判決中，皆為債務人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變更要保人或

受益人。日本學說分別就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變更要保人或受益人

行為，以及撤銷詐害行為之法律效果為論述： 

1. 變更要保人之詐害性 

 變更要保人並非轉讓債權之性質，承繼原要保人地位之新要保人，通常負

有繳納保費之義務。若原要保人已繳納保費完畢，此時變更要保人之行為，新

要保人不必繳納保費，可能認有詐害債權人之故意。從另一方面觀察，要保人

所繳納之保費將構成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移轉其法律地位與新

要保人，是否造成其責任財產之減少？ 

 以判決事實為例，A 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Y 保險公司投保人

壽保險，指定 B 為受益人，A 在變更要保人前死亡，A 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則

自動消滅，由受益人 B 依其固有權利向 Y 請求保險金。此一解約金給付請求權

之消滅，乃 A 之債權人所無法阻止。解約金給付請求權隨同保險事故發生而消

滅，又保險事故之發生繫於不確定，可否為該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乃 A 之責任財

產 66？然 A 之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依民事執行

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進而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

                                            
65 表宏機，前揭註，頁 11-12；潘阿憲，前揭註，頁 1。 
66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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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說 A 變更要保人，有減少 A 之責任財產可能性 67。從而變更要保人之行

為，仍有可能構成詐害行為。 

2. 變更受益人之詐害性 

 判決認定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變更受益人行為，其案例事實基

礎建立於要保人在締結人壽保險契約當時，受益人指定為自己，其後變更受益

人為子女之情形。其餘判決之受益人，於人壽保險契約締結當時，並非以

要保人為受益人。但單就要保人於締結人壽保險契約當時，指定自己為受益

人，其後要保人變更受益人此一事實，是否得構成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山

下友信教授認為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本有自由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僅因

要保人同時為受益人，要保人之債權人是否能確信將來保險事故發生，人壽保

險金作為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假設要保人陷入無資力狀態而變更受益人，可能

符合破產法否認權不當性之要件，但與民法第 424 條撤銷權之詐害性要件不相

吻合。更何況要保人之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透過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

權加以滿足債權，可見債權人某種程度可認知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之不確定性，

因而尋求以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方式。 

 從而於要保人在人壽契約保險契約締結時，指定自己為受益人，其後變更

他人為受益人，不足以構成詐害行為 68。然判決事實除涉及要保人變更受益

人外，尚有變更要保人事實存在，故判決結果可資贊同 69。 

3. 撤銷詐害行為之法律效果 

 民法第 424 條規定債權人得撤銷詐害行為，日本判例採相對效力說 70，即

撤銷效力僅及於債權人與受益人或轉讓人。在撤銷變更要保人與撤銷受益人之

情形有所不同，以下分就此二情形說明： 

(1) 撤銷要保人 

按相對效力說於撤銷變更要保人之情形，即撤銷債權人與新要保人間發生

效力，視為未發生變更受益人，但保險人與原要保人(債務人)是否當然回復原

保險契約關係，誠有疑問。由於撤銷僅有相對效，保險人不在撤銷效力範圍

內，保險人是否同意原要保人回復其法律上地位，即產生問題。因此有學說以

反對相對效力說之立場下，認為撤銷權之效力及於保險人，撤銷權人依商法第

                                            
67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77。 
68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89。 
69 表宏機，前揭註 64，頁 17；潘阿憲，前揭註 64，頁 7。 
70 我妻栄，新訂債權總論 民法講義 IV，頁 201，196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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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條 71對保險人為通知者，原要保人之地位即回復原狀 72。然此一見解有其

界限，若保險事故已發生，此時保險契約消滅，已無回復之可能 73。 

又撤銷變更要保人後，新要保人所需返還者，究為何種利益？山下友信教

授認為單純從變更要保人行為觀之，其變更要保人時，債務人所擁有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確實從其責任財產分離，得作為撤銷詐害行為事由。然新要保人若無

變更受益人，直至保險事故發生，由受益人取得保險金，此時新要保人並無利

益可供返還 74。 

(2) 撤銷變更受益人 

如同前所述，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行為，通常伴隨著債務人有變更要保人

之行為，因此單純變更受益人事實並不構成詐害行為。又理論上可區分為債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或保險事故發生後，撤銷變更受益人之情形： 

A. 保險事故發生前 

 理論上債權人可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債務人變更受益

人之行為。因此有學說認為債權人可請求新受益人返還之利益，乃其享有危險

承擔之利益，該危險承擔之利益，得以危險保費方式加以計算之 75。然實際上

並不會發生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撤銷變更受益人之行為。蓋債權人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可選擇以扣押債務人(要保人)之解約金返還請求權 76，以滿足

其債權。何必選擇以撤銷變更受益人方式為之！ 

B. 保險事故發生後 

 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撤銷先前債務人變更受益人之行為，其目的多

係為獲取高額之保險金，設若肯認債務人變更受益人乃詐害行為，債權人得請

求新受益人返還之利益為何？學說上有三說： 

(a) 事故發生時解約金說 

 此說認為保險事故之發生繫於偶然因素，不能因保險事故之發生使債權人

                                            
71 日本商法第 677 條規定：「要保人於契約訂立後指定或變更保險金額受領人時，非將指定或

變更通知保險人，不得對抗保險人。」 
72 藤田友敬，前揭註 52，頁 1121。 
73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80。 
74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82。 
75 藤田友敬，前揭註 52，頁 1123。 
76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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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高額保險金。此將誘使債權人逼迫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在人壽保險

契約締結 2 年後自殺，已換取高額保險金 77。債務人於變更受益人時，債務人

之責任財產僅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對債權人而言，該保單

價值準備金應轉換為解約金，而非保險金 78。 

(b) 保險金額說 

 大森忠夫教授認為債權人撤銷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變更受益人行為

之情形，等同於債務人未指定受益人之情形，因此債權人可請求新受益人返還

保險金之利益。至於以解約金作為新受益人返還計算基礎之見解，其認為解約

金來自於要保人(債務人)所繳交之保費，保費與保險金並非立於對價關係，以

此作為新受益人實際取得利益(保險金)之基礎，實有不當 79。現今日本學說多

採保險金額說 80，藤田友敬教授將此一情形，以無資力債務人轉讓 1000 元價值

彩券與他人為比喻，若彩券受讓人中獎，則債權人依民法詐害行為撤銷權，應

可取得彩券中獎金額 81。同理債務人原指定自己為受益人，其後指定他人為受

益人，保險事故發生繫於不確定因素，此時債權人撤銷變更受益人行為，可取

得保險金額。又前述判決亦採取保險金額說之見解，因此撤銷變更受益人行

為，債權人可取得保險金，應係日本學說與司法實務穩定之見解。 

第二款 破產法否認權行使 

大正 11 年(西元 1922 年)1 月 1 日施行之舊破產法第 72 條規定：「左列所示

行為，得為破產財團之利益否認之：一、破產人明知有害破產債權人之行為。

但受利益之人於行為當時知悉有害破產債權人之事實時，則不在此限。二、破

產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後，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等有害其他破產債權人

之行為。但受利益之人在行為當時，不知破產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此

有害破產人行為事實者，不在此限。三、前款行為對象為破產人之親屬或同居

人，其行為當時不知破產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則不在此限。四、破產

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後，或其前 30 日內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等相關行

為，不屬破產人之義務或其方法或時期不屬破產人義務，但債權人在行為當時

不知破產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此一有害破產債權人之事實，則不在此

限。五、破產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後，或其前 6 個月內為無償行為及與

                                            
77 糸川厚生，生命保険契約上の権利に関する破産法上の否認・詐害行為取消についての一考

察，文研論集，118 号，頁 200，1997 年 3 月。 
78 糸川厚生，前揭註，頁 175-206。 
79 大森忠夫，前揭註 45，頁 58。 
80 藤田友敬，前揭註 52，頁 1124；表宏機，前揭註 64，頁 16；潘阿憲，前揭註 64，頁 11-
12(山下友信教授コンメト)；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43。 
81 藤田友敬，前揭註 52，頁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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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視之有償行為。」82 

由於舊破產法施行多年後，已不符日本破產實務運作，因此在平成 16 年

(2004 年)6 月 2 日重新制定破產法，舊破產法第 72 條否認權規定，移至破產法

第 160 條規定。其規定：「下列所示行為(除與提供擔保或債務消滅相關行為除

外)，破產程序開始後，得為破產財團之利益否認之：一、破產人明知有害破產

債權人之行為。但受利益之人於行為當時知悉有害破產債權人之事實時，則不

在此限。二、破產人停止給付或聲請破產程序(以下本節稱停止給付等)後，有

害破產債權人之行為。但受利益之人在行為當時，不知破產人停止給付等有害

破產人行為事實者，不在此限。(第一項) 破產人就已為之有關債務消滅行為，

債權人所受領之價額遠高於相關債務消滅行為者，在該當前項各款事由時，破

產程序開始後，限於相當其所消滅債務額以外之部分，得為破產財團之利益否

認之。(第二項) 破產人在停止給付等後或其前 6 個月內為無償行為，及與此同

視之有償行為，破產程序開始後，得為破產財團之利益否認之。(第三項)」83 

破產人在停止給付 84或聲請破產前，變更要保人或受益人，是否構成舊破

                                            
82 旧破産法第 72 条：「左ニ掲ケル行為ハ破産財団ノ為之ヲ否認スルコトヲ得。一、破産者カ

破産債権者ヲ害スルコトヲ知リテ為シタル行為但シ之ニ因リテ利益ヲ受ケタ者カ其ノ行為ノ

当時破産債権者ヲ害スル事実ヲ知ラサリシトキハ其ノ限リ在ラス。二、破産者カ支払ノ停止

又ハ破産ノ申立アリタル後ニ為シタ担保ノ給与、債務ノ消滅ニ関スル其ノ他破産債権者ヲ害

スル行為但シ之ニ因リテ利益ヲ受ケタ者カ其ノ行為ノ当時支払ノ停止又ハ破産ノ申立アリタ

ルコトヲ知リタルトキ限ル。三、前号ノ行為ニシテ破産者ノ親族又ハ同居者ヲ相手方トスル

モノ但シ相手方カ其ノ行為当時支払ノ停止又ハ破産ノ申立アリタルコトヲ知ラサリシトキハ

此ノ限リ在ラス。四、破産者カ支払ノ停止又ハ破産ノ申立アリタル後又ハ其ノ三十日な内ニ

為シタル担保ノ供与また債務ノ消滅ニ関スル行為ニシテ破産者ノ義務ニ属セス又ハ其ノ方法

若ハ時期カ破産者ノ義務ニ属セサルモノ但シ債権者カ其ノ行為ノ当時支払ノ停止若ハ破産ノ

申立アリタルコト又ハ破産債権者ヲ害スヘキ事実ヲ知ラサリシトキハ此ノ限ニ在ラス。五、

破産者カ支払ノ停止若ハ破産ノ申立アリタル後又ハ其ノ前六月内ニ為シタル無償行為及之ト

同視スヘキ有償行為。」 
83 破產法 160 条：「次に掲げる行為(担保の供与又は債務の消滅に関する行為を除く。)は、破

産手続開始後、破産財団のために否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一、破産者が破産債権者を害することを知ってした行為。ただし、これによって利益を受け

た者が、その行為の当時、破産債権者を害する事実を知らなかったときは、この限りでな

い。 
二、破産者が支払の停止又は破産手続開始の申立て(以下この節において「支払の停止等」と

いう。)があった後にした破産債権者を害する行為。ただし、これによって利益を受けた者

が、その行為の当時、支払の停止等があったこと及び破産債権者を害する事実を知らなかっ

たとき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2 破産者がした債務の消滅に関する行為であって、債権者の受けた給付の価額が当該行為に

よって消滅した債務の額より過大であるものは、前項各号に掲げる要件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

るときは、破産手続開始後、その消滅した債務の額に相当する部分以外の部分に限り、破産

財団のために否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3 破産者が支払の停止等があった後又はその前六月以内にした無償行為及びこれと同視すべ

き有償行為は、破産手続開始後、破産財団のために否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84 依現行日本破產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債務人未聲請破產，但停止給付可作為債務人無清

償能力之推定事實。而停止給付係指債務人在清償期到來前，對外表示已無法繼續清償之情

形。參見伊藤眞，前揭註 57，頁 109。我國破產法第 1 條第 2 項亦與日本破產法第 15 條第 2 項

有同樣規定，參見陳計男，破產法論，頁 28-29，2015 年 4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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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第 72 條第 5 款(現破產法第 160 條第 3 項)否認權行使對象？以下分就日本

司法實務判決與學說見解介紹之： 

第一目 司法實務 

1. 大阪地判平成 6 年 10 月 18 日判決 85(以下簡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C 公司在平成 4 年(西元 1992 年)6 月 5 日向大阪地方法院聲請破產，同月

18 日，大阪地方法院為 C 公司之破產宣告，並同時指定破產管理人 X。C 公司

在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12 月 6 日與 Y1 人壽保險公司締結保險金額為 1 億

8000 萬之人壽保險契約，其以 C 公司董事 A 為被保險人。C 公司在平成 4 年

(西元 1992 年)6 月 2 日向 Y1 人壽保險公司申請變更要保人為 A，Y1 承諾其變

更。要保人 A 在同日要求 Y1 變更人壽保險契約原受益人 C，改為受益人 Y2 及

Y3，Y1 亦承諾其變更。A 在平成 4 年(西元 1992 年)6 月 25 日死亡，Y4(C 公司

董事)、Y2 及 Y3 為 A 之繼承人。 

 原告 X 向法院起訴主張 C 公司在聲請破產前 6 個月內，變更要保人為 A

係無償行為，得依破產法第 72 條第 5 款規定行使否認權，撤銷變更要保人行

為。 

(2) 判決理由 

 大阪地方法院肯認破產管理人 X 得行使否認權，其判決理由如下： 

「本件要保人之變更，係破產公司 C 移轉本件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地位，上

述破產人 C 之法律行為，乃否認權行使之對象。而本件要保人變更時，A 對上

述變更未有積極交付對價事實……(略)基於以上事實，本件要保人變更之際，

破產人 C 未收受 A 所給付之對價，從而本件要保人變更應為無償行為。 

基於以上認定，本件要保人變更行為，應為(舊)破產法第 72 條第 5 款之否

認權行使對象，依破產法為否認後，本件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受益人皆為破產

公司 C，其結果使本件原告破產管理人 X 得對本件保險人 Y1 請求人壽保險

金。」86 

                                            
85 文研判例集 7 巻，頁 431。 
86 前揭註，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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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京高判平成 12 年 9 月 27 日判決 87(以下簡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A 公司在昭和 62 年(西元 1987 年)12 月 1 日與 B 保險公司締結，以 A 公司

經理 Y 為被保險人，A 為受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A 在平成 7 年(西元 1995

年)11 月 11 日向 B 保險公司申請變更要保人由 A 改為 Y，B 保險公司在平成 8

年(西元 1996 年)1 月 16 日為同意。A 公司在平成 8 年(西元 1996 年)10 月 24 日

聲請破產，同年 12 月 17 日裁定 A 公司破產宣告，並選任 X 為破產管理人，Y

其後仍擔任 A 公司經理事務。 

破產管理人 X 主張 A 公司在平成 7 年(西元 1995 年)10 月間已積欠多筆負

債，而達無清償能力狀態，A 變更要保人之行為乃轉讓債權，其有害破產債權

人，依舊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款規定，向法院請求行使否認權，撤銷 A 變更要

保人行為。Y 主張之所以締結本件保險契約，係欲將其契約之滿期保險金，作

為 Y 退休金之用。Y 在平成 7 年(西元 1995 年)8 月間，已向 A 公司代表人申請

退休，A 公司在同年 12 月同意其退休，因此變更要保人為 Y，係為給付退休

金。從而破產管理人 X 向 B 保險公司及 Y，提起確認 Y 非要保人之訴訟。東京

地方法院判決破產管理人 X 勝訴，Y 不服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 

(2) 判決理由 

東京高等法院肯認原審判決結果，Y 非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其判決理

由如下：「本件保險契約要保人若變更者，上訴人(Y)對於解約金及滿期保險金

可取得直接請求權，如此將使破產公司 A 之一般財產減少，加之對其他債權人

而言，將明顯增加破產人清償之困難度，上訴人應當然認知此點。」88 

本件上訴人並無有害債權人之意，但法院仍認為破產管理人可行使否認

權，涉及舊破產法第 72 條詐害意圖係採認識說抑或意思說，前者指行為相對人

僅需認識該行為會造成破產債權人可執行之責任財產減少即可；後者指行為相

對人除認識責任財產減少事實外，尚須有害破產債權人之害意存在。目前日本

通說係採認識說 89，而本案法院亦採認識說。 

                                            
87 引自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35。 
88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35。 
89 伊藤眞，前揭註 57，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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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京高判平成 17 年 5 月 25 日判決 90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公司在平成 13 年(西元 2001 年)3 月 1 日，以其公司董事 B 為被

保險人，向 D 保險公司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死亡保險金為 5000 萬元，並指定

受益人為 A 公司。A 公司在平成 13 年(西元 2001 年)12 月 19 日變更受益人由 A

改為 C(C 為 B 之妻子)，B 在平成 14 年 12 月 2 日死亡。其後東京地方法院在平

成 15 年(西元 2003 年)3 月 12 日宣告 A 公司破產，並選任 X 為破產管理人。 

 破產管理人 X 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主張 A 公司變更受益人之行為無效，

其主位請求乃 A 公司未得股東會決議而變更受益人，其變更受益人行為無效。

備位請求乃 A 公司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X 得依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款規

定撤銷之，請求被告 C 返還人壽保險金與 X。被告 C 主張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

行使否認權，受益人得受領人壽保險金之權利，乃固有之權利，並非否認權之

對象。 

(2) 判決理由 

本案一審東京地方法院與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判決結果不同，因此分述其判

決理由： 

A. 東京地判平成 16 年 8 月 25 日判決理由(以下簡稱判決) 

 「保險事故之發生，乃受益人取得保險金請求權之停止條件，該附停止條

件之保險金請求權明顯具有財產上之價值。本件保險契約要保人破產公司 A，

指定其為受益人後，變更受益人為被告 C。該變更受益人行為，將喪失破產公

司 A 身為受益人之附停止條件保險金請求權，明顯減少破產公司 A 之財產。從

而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應解釋為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款否認權行使之對象。被告

C 主張受益人之權利乃其固有權利，並非否認權行使對象。即使受益人之權利

乃其固有權利，在其構成破產公司 A 之責任財產前提下，不能謂其減少行為非

否認權行使對象，故被告主張並無理由。 

如上所述，受益人擁有之權利，為附停止條件之保險金請求權，具有財產

權之價值，取得此一權利之被告 C 顯然獲有利益。被告 C 以本件死亡保險金給

付請求權，其具體發生係在被保險人死亡時，屬不確實且不確定之權利，因此

主張被告被指定為受益人時，未受有任何利益，但不確實且不確定之權利，不

                                            
90 金融法務事情 1803 号，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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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謂未受有利益。」91 

B. 東京高判平成 17 年 5 月 25 日判決(以下簡稱判決) 

「約定以他人死亡給付保險金額之人壽保險契約，其要保人兼受益人變更

受益人之行為，在無特別情事下，不應解釋為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款否認權行使

之對象……人壽保險為約定以一方當事人之生死給付一定金額，他方依約給付

之契約(商法第 673 條)。人壽保險金對於人之死亡有保障性質，除去被保險人

死亡事實，保費給付與保險給付並非對價關係，且將來人壽保險金請求權歸受

益人，而非歸要保人……因此人壽保險金之受益人法律地位，人壽保險金請求

權在被保險人死亡時具體發生，被保險人死亡前，不能謂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為

具有金錢價值之財產權。又受益人為法人之情形，若被保險人死亡前，法人若

解散或破產，更甚者要保人行使契約終止權，因此受益人之地位不能等同評價

為將來人壽保險金額。基於以上理由，以他人為被保險人之人壽保險，其被保

險人死亡前，有關受益人之變更，在無特別情事下，要保人(破產人) 對其所屬

財產之處分，不應解釋為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款否認權行使之對象。 

然而，即使肯認被保險人死亡前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具有財產權性質，本

件亦欠缺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要件。參照上述所認定有關本件保險契

約締結之經過、破產公司經理之處置及受益人變更經過，本件保險契約實質上

係以 B 為要保人，上訴人 C 為受益人，借用法人 A 之名所締結之契約。在要保

書填寫程序中，錯誤填寫受益人為破產公司 A，而非上訴人 C。本件受益人之

變更，係依 B 本來訂立保險契約之目的，訂正為 C 之手段。也就是說，雖然表

面上是保險人與破產公司 A 訂立保險契約，B 與破產公司 A 之間約定，基於共

同意思，B 實質上為要保人，借用破產公司 A 名義為要保人 92。依 B 與 A 之間

真實權利義務關係，保險金受益人地位並不構成破產公司 A 之責任財產。」93 

第二目 學說 

 前述判決事實，皆是法人為要保人，法人董事或代表人為被保險

人，與保險人訂立人壽保險契約，並以要保人為受益人之情形。法人在破產前

變更受益人或要保人，遭破產管理人依舊破產法第 72 條否認變更受益人行為。

日本舊破產法否認權與現行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撤銷權制度，係採取一元化

立場，即否認權與詐害行為撤銷權之要件為共通。但日本在平成 16 年(2004

年)6 月 2 日重新制定破產法後，已改採二元化立場 94，強調否認權之有害性與

                                            
91 金融法務事情 1732 号，頁 68。 
92 詳細關於日本法上借名保險契約之討論，參見陳炫宇，論借名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兼評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549 號判決，207 期，頁 110-112，2016 年 6 月。 
93 金融法務事情 1803 号，頁 94-95。 
94 山本克己，否認権(上) (特集 破産法改正と倒産実体法の見直し)，ジュリスト，1273 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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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害性之不同。由於判決，皆適用舊破產法第 72 條規定，且債務人具要

保人與受益人資格，因此以下僅就變更受益人之詐害性與否認法律效果為討

論： 

1. 變更受益人之詐害性 

 前述判決中，僅判決認定變更受益人不構成無償否認行為。單純

變更受益人是否構成舊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無償否認行為？學說認為

在債務人同時為要保人與受益人時，方有可能構成無償否認行為 95。然判決

認為「以他人為被保險人之人壽保險，其被保險人死亡前，有關受益人之變

更，在無特別情事下，要保人(破產人) 對其所屬財產之處分，不應解釋為破產

法第 72 條第 1 款否認權行使之對象。」 

又變更受益人，是否為破產法否認權之對象，應考量人壽保險金是否作為

擔保公司債權人為目的之契約、何人負擔保險費及被保險人死期是否將至 96？

因此有法官認為此類以法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為法人代表人或董事，受益人

為法人。破產人(法人)變更受益人後之新受益人，為被保險人親屬者，應認構

成破產法第 72 條無償否認行為 97。而程序法學者亦認為從判決事實觀之，此

類保險契約係為破產公司利益為目的所締結者，其變更受益人之行為，當然為

否認權之對象 98。 

2. 否認之法律效果 

 從前述判決事實中，均可發現破產管理人依舊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否認破產人變更受益人時點，均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並無破產

管理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否認破產人變更受益人之案例。之所以有如此現象，

有法官認為或許在日本破產實務上，破產管理人多將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終

止，將解約金列入破產財團當中，甚難想像破產管理人繼續維持破產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 99。因此在破產案件中，引發爭議最大乃保險事故發生後，破產管理

人依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否認變更受益人之行為，破產管理人可要

求新受益人返還多少利益於破產財團？有下列三說： 

                                            
76，2004 年 8 月。 
95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90。 
96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38。 
97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39。 
98 伊藤眞，前揭註 57，頁 516。 
99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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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發生時解約金說 

 有純粹從道德危險防範角度觀察，認為否認破產人變更受益人之法律效

果，若係破產財團可取得保險金額。難保一部分破產債權人為分配較多成數金

額，而有殺害被保險人，甚至逼迫被保險人自殺之可能性 100。而破產債權人本

不應寄望保險事故之發生，而取得高額保險金。因此保險事故既已發生，則以

事故發生時破產人所擁有之保單價值，作為行使否認權返還之利益範圍，故以

事故發生時解約金為返還基礎 101。 

(2) 已支付保費說 

 有認為破產管理人行使否認權，其不過係使其回復破產財團應有狀態。破

產人給付保險費與保險人，保險人雖約定保險事故發生後，給付高於所繳保費

總額之保險金。然給付保費與給付保險金間，並不存在對價關係，不過係偶然

保險事故之發生，從而保險金額並非行使否認權後應返還之利益，應以所支付

保費，作為行使否認權之法律效果 102。有學說認為此一見解過於「跳躍」，否

認權之行使不過係剝奪破產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與回復破產財團應有狀

態，並無必然關聯 103。 

(3) 保險金額說 

 前述判決皆採否認權行使後，其可請求返還利益為保險金。有法官

就此一作法提出說明，其認為行使否認權之標的價值，與破產人為無償否認行

為(詐害行為)，使其責任財產減少之價值，不應一致。此可反駁前述已支付保

費說。破產人被指定為保險金受益人時，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保險金請求權

並非單純期待，而係附條件之權利。因此該保險金請求權應屬破產人之責任財

產，破產人(要保人兼原受益人)變更受益人，使其責任財產減少 104。故行使否

認權後，其可返還利益應為保險金額。 

                                            
100 糸川厚生，前揭註 77，頁 198。 
101 糸川厚生，前揭註 77，頁 200。 
102 入江正信，生命保険契約と否認権，收錄於保険法の現代的課題，頁 270，1993 年 10 月。

轉引自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42。 
103 嶋原誠逸，契約者変更に対して否認権が行使された事例，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115
号，頁 11，1996 年 4 月。 
104 岡山忠広，前揭註 5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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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人壽保單解約金的強制執行 

 債權人欲取得債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在理論上有三種方

式 105：其一為債權人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債務人(要保人)之權利行使人壽保險

契約止權，以取得解約金；其二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聲

請執行法院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單，債權人進一步取得收取權，以終止債務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其三為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之解約金

給付請求權，並依民事執行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 106，聲請執行法院核發移轉

命令(譲渡命令)，由債權人行使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然在日本目前所公開之

相關判決中，未見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61 條移轉命令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

案例 107。因此以下分就民法第 423 條及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說明之： 

第一款 民法第 423 條代位權 

民法第 423 條規定：「債權人為保全自己之債權，得行使債務人所屬權利。

但一身專屬債務人之權利，則不在此限。(第一項)債權人在債權尚未屆期前，

未為裁判上之代位，則不得行使前項權利。但保存行為不在此限。」108 

                                            
105 糸川厚生，生命保険契約上の権利の差押についての考察，文研論集，92 号，頁 198，1990
年 9 月；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49；高部真規子，民事関係 生命保険契約の解約返戻金請

求権の差押債権者がこれを取り立てるために解約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の可否（平成 11.9.9 一小

判），法曹時報，53 卷 12 号，頁 3624，2001 年 12 月。 
106 日本民事執行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被扣押之債權為附條件或附期限時，或其對待給付

因其他事由取得收取權困難時，執行法院得因扣押債權人之聲請，給付執行法院所定債權價值

金額，扣押債權人可換取債權移轉之命令(下稱移轉命令)，代債務人為收取。或依執行法院所

定之方法，命執行官將該債權拍賣之命令(下稱拍賣命令)、選任管理人命其管理債權之命令(下
稱管理命令)及其他得命以相當方法為換價之命令。」 
107 移轉命令之債權需具有票面金額，人壽保險在事故發生前是否有票面金額，日本通說認為由

於人壽保險並無票面金額，因此不得為移轉命令之客體。但大森忠夫教授認為解約金給付請求

權及已完納保費之人壽保險，得為移轉命令客體。參見大森忠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もとづく権

利に対する強制執行，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題，頁 130，1958 年 10 月；石田満，商法Ⅳ 
保険法，頁 317，1978 年 12 月。。 
108 民法第 423 条：「1 債権者は、自己の債権を保全するため、債務者に属する権利を行使す

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債務者の一身に専属する権利は、この限りでない。2 債権者は、

その債権の期限が到来しない間は、裁判上の代位によらなければ、前項の権利を行使するこ

とができない。ただし、保存行為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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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司法實務 

1. 東京地判昭和 59 年 9 月 17 日判決 109(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有限公司與 Y 損害保險公司締結儲蓄型家庭傷害保險契約(積立

ファミリー傷害保険契約)，以 A 公司董事 B 為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自昭和 55

年(西元 1980 年)7 月 10 日至昭和 60 年(西元 1985 年)7 月 10 日，每月繳納保費

1 萬 9,880 元。X 取得 A 所簽發本票，A 在到期日後未有資力給付本票金額，

因此 X 依民法第 423 條規定代位 A 向 Y 提起訴訟，主張代位行使契約終止

權，X 可取得解約金 46 萬 3544 元。 

(2) 判決理由 

 東京地方法院判決 X 可代位行使契約終止權，其判決理由如下： 

「保險契約終止權是否為一身專屬性權利，不應一概而論，應個別檢討該當保

險契約的種類或內容。保險契約有保障受益人生活或補充社會保障功能之意義

存在，抑或並無前述意義，單純以損害填補目的性質之制度。若符合前者之保

險契約，應尊重要保人繼續或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不論債權人如何表示，均

不容置喙。若符合後者之保險契約，契約終止權或其行使該權利所發生之解約

金給付請求權，並無特別必要與一般財產權差別看待，解釋上應允許債權人代

位行使之。 

就本件保險契約為檢討，本件保險契約係以 A 為要保人兼受益人，A 之代

表人 B 為被保險人之傷害保險契約，代表人 B 之傷害事故對 A 公司構成事業活

動之困難經營，加之可預想 A 公司蒙受財產上損害，其保險契約首要目的係為

填補經濟損失，應解釋該契約無生活保障或補充社會保障功能之意義。若如此

本件保險契約之契約終止權，並無解釋為非債權人得代位之一身專屬性權利之

理由。」110 

                                            
109 判例タイムズ 542 号，頁 237。 
110 前揭註，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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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阪地判平成 5 年 7 月 16 日判決 111(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B 在昭和 63 年(西元 1988)7 月 6 日與郵局(下稱 Y 保險公司)締結簡

易人壽保險契約，保險金額 100 萬。B 為 A 公司之代表人，對 A 公司負有損害

賠償金額 3866 萬元。A 公司其後聲請破產，X 為 A 公司之破產管理人，為保

全 A 公司對其代表人 B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X 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 B 之權利，

向 Y 保險公司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本案爭點有二：其一為 B 是

否陷入無資力狀態？其二為破產管理人 X 得否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行使 B 之權

利終止保險契約？ 

(2) 判決理由 

關於 B 是否陷於無資力，大阪地方法院判決認為：「B 所經營之公司已破

產，B 其後住居所不明，其隱匿之資產現今被破產管理人追討之，可推認 B 無

給付前向損害賠償金之資力。」112 

而破產管理人得否代位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大阪地方法院判決認

為：「人壽保險契約不能當然解釋為其契約終止權之行使具一身專屬性，人壽保

險本身係專為之生活保障或為補充社會保障目的之制度，應解釋為債權人不得

干涉要保人繼續或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但從另一方面，人壽保險契約作為儲

蓄或營利為目的之契約，解釋上其終止契約權利並無相異於一般財產權而為特

別處理之理由。從本件保險契約觀之，本件保險契約為躉繳養老保險，要保人

於契約締結時一次性給付保費，期待保險人給付高利率之保單紅利，也就是所

謂的儲蓄型保險。(現解約金總額高於要保人所繳交保費總額 74 萬 7569 元)又

本案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皆為同一人，則該保險契約性質係專以儲蓄為

目的，其契約終止權之行使，應無解釋為一身專屬性之理由。」113 

                                            
111 判例タイムズ 863 号，頁 230。 
112 前揭註，頁 232。 
113 前揭註，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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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京地判平成 6 年 2 月 28 日判決 114(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公司，以其董事 B 為被保險人，A 為要保人與受益人，向 Y 保險

公司締結躉繳投資型保險契約(躉繳保費為 5,194 萬 3,290 元)。該投資型保險之

保費，乃 A 向 X 銀行所借款的 1 億元所支付。X 銀行要求 A 將該投資型保險

之保險金請求權及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設定質權給 X，作為借款 1 億元之擔保。

B 同時擔任 C 公司董事，於平成 3 年(西元 1991 年)9 月至平成 4 年(西元 1992

年)2 月，C 公司已超過 1 億元之虧損。且 A 公司與 B 董事為 C 公司之保證人，

其保證債務已超過 3 億元。債權人 X 向 C 追討債務不成後，B 又無資產可供清

償，A 為無資力卻與 Y 訂立投資型保險契約。因此 X 向法院起訴代位 A 之權

利向 Y 終止該投資型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 7,848 萬 5,765 元。 

(2) 判決理由 

 東京地方法院認為 X 可代位 A 終止該投資型保險契約，其理由如下： 

「基於以上事實認定…..原告 X 在平成 5 年(西元 1993 年)5 月 24 日代位行使本

件保險契約之時點，已認 A 陷入無資力狀態。參照本件保險契約之種類、內容

及締結之經過，不應認契約終止權之行使僅有委諸 A 之意思，契約終止權之行

使，不能解釋為具有一身專屬性，關於此點被告 Y 之主張無理由。」115 

4. 東京地判平成 13 年 4 月 18 日判決 116(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A 與 B 為夫婦，A 在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7 月 10 日與 X 締結借款契

約，借款金額 300 萬，B 為該借款債務保證人。B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在平成 9

年(西元 1997 年)8 月 1 日向 Y 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契約，而 A 在平成 10 年

(西元 1998 年)7 月 1 日，以 A 為被保險人，同樣向 Y 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

A 屆期未還款，債權人 X 主張其得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 A 及 B 之權利，終止其

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總計 11 萬 1981 元。被告 Y 主張人壽保險契約終

                                            
114 金融法務事情 1395 号，頁 56。 
115 前揭註，頁 60。 
116 判例タイムズ 1106 号，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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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權乃一身專屬性權利，債權人不得代位，縱使承認債權人 X 得代位，但 A、

B 已聲請破產，若法院破產裁定確定，該解約金應歸屬破產財團。債權人 X 行

使代位權，有權利濫用之嫌。 

(2) 判決理由 

 東京地方法院雖有考量原告 X 代位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是否有權利濫用情

事，但仍認定原告 X 得代位 A、B 之權利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其判決理由如

下： 

「不論債務人是否為無資力狀態，若允許債權人代位其權利終止人壽保險

契約，對債務人或其遺族有明顯不利益之情形，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終止保險契

約及取得解約金債務者，構成權利濫用，不應認可債權人行使之。本件各契約

作為遺族生活保障型之保險契約，單憑此點，不足以認定債權人代位行使 A、

B 之契約終止權及取得解約金，乃一身專屬性之權利。因此本件原告債權人 X

行使代位權終止各契約及取得解約金，並無足認有權利濫用之證據。……A、B

已為聲請破產之準備，若法院對 A、B 為破產宣告裁定者，本件解約金給付請

求權則構成破產財團，此一情事不足以直接認定原告 X 之請求有權利濫用，且

無足認其他有權利濫用之證據。」117 

第二目 學說 

 前述判決，對於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債務人(要保人)

終止其人壽契約，其結論皆採肯定見解。而日本學說迄今未見反對債權人得代

位終止保險契約者 118。惟判決所提出之區分生活保障型與儲蓄型保險之構

想，有學說加以贊同，亦有學說加以反對。因此以下分就二分說之批評及肯定

實務見解之學說，加以說明之： 

1. 對二分說之批評 

判決採取二分說，將保險契約區分為生活保障型與儲蓄型，前者保險契

約終止權具一身專屬性，債權人不得行使代位權；後者保險契約終止權非具一

身專屬性，債權人得行使代位權。平井宜雄教授就判決理由之不當，提出兩

點批評： 

                                            
117 判例タイムズ 1106 号，頁 210。 
118 高部真規子，前揭註 105，頁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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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保障與一身專屬性無法連結 

 雖人壽保險契約具有生活保障與資產運用之兩面性，但以人壽保險契約具

有生活保障功能，將其契約終止權解釋為一身專屬性。此一解釋方式，恐擴及

至其他契約類型。為何僅有人壽保險契約具有生活保障之功能，而其他契約沒

有？例如債務人以銀行存款利息維持生活，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終止債務人與債

權人間存款契約，得否認定該銀行存款契約具生活保障功能，進而解釋該銀行

存款契約終止權具一身專屬性 119？ 

(2) 解釋為一身專屬性，已逾越司法者之分際 

 判決將生活保障型保險契約之終止權，解釋為具一身專屬性。但當解釋

某一權利為一身專屬性，同時隱含將該權利排除於強制執行標之範圍。事實上

判決理由強調生活保障功能，其目的係希望保險金額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得

給付與受益人，因此其主要目標係保險金額不應被扣押。若按照此一脈絡，

判決將人壽保險契約之生活保障功能，陰錯陽差地保障至債務人之解約金給付

請求權，且此一擴張解釋並無法律加以支持。故平井教授認為「生活保障=一身

專屬權」此一恆等式，作為債權人無法代位債務人終止其人壽保險契約之理

由，顯無法律上堅強依據 120。 

3. 肯定說 

早在前述判決作成前，大森忠夫教授已就要保人之解約金給付請求

權之性質為論述，其認為將要保人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解釋為一身專屬性或人

格上之權利，在無法律明文規定下，並不可行 121。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具有財產

上之性質，由非要保人(債務人)之債權人代位行使終止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

金，應屬可行。而山下友信教授延續大森忠夫教授之見解，認為債權人得依民

法第 423 條代位權規定，代位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外。若債權人行使代

位權有權利濫用之虞，可禁止債權人代位債務人終止其人壽保險契約 122。 

然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係以債務人之名義行使其終止保險契約權利，既以

債務人名義行使，按此邏輯，應無權利濫用原則適用之餘地？平井宜雄教授認

為，從日本判例對債權人代位權之理解，代位權已非單純債之保全手段。而係

債權人為回收自己之債權而行使其固有權利，因此債權人行使代位權有權利濫

                                            
119 平井宜雄，民法学雑纂－平井宜雄著作集 III，頁 350-351，2011 年 4 月。 
120 平井宜雄，前揭註，頁 350-351。 
121 大森忠夫，前揭註 107，頁 113。 
122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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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虞 123。亦即，該權利濫用原則不僅適用在債權人代位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契約情形，同樣適用在債權人扣押債務人人壽保險契約，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收取權之情形。 

第二款 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  

日本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規定：「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人，自對債務人送達

扣押命令日起經過一週時，得收取其債權。但超過扣押債權人之債權及執行費

用之數額，不得受領給付。(第一項)扣押債權人在受第三債務人給付時，其債

權及執行費用在受給付金額限度內，視為已清償。(第二項)扣押債權人受領前

項給付金額時，應立即通知執行法院。(第三項)」124 

該條規定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金錢債權，若扣押命令送達第三債務

人一週後，扣押債權之附屬權利即移轉於扣押債權人，該附屬權利就是所謂

「收取權(收取權)」125。扣押債權人得基於收取權，以自己名義向第三債務人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 126，而此一權利包含實體法之權利(例如抵銷或詐害行為撤

銷權)與程序法之權利(提起訴訟或依督促程序要求第三債務人給付)127。若第三

債務人拒絕對取得收取權之扣押債權人清償，扣押債權人得依民事執行法第

157 條規定，提起收取訴訟 128。 

日本扣押保單之作法，較多為債權人先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解約

金給付請求權 129，並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於扣押命令送達保險人

(第三債務人)一週後，債權人取得收取權。債權人主張依收取權，其以自己之

名義終止債務人與保險人(第三債務人)間人壽保險契約，可取得解約金，要求

保險人給付解約金。 

                                            
123 平井宜雄，前揭註 119，頁 352。 
124 民事執行法第 155 条：「1 金銭債権を差し押さえた債権者は、債務者に対して差押命令が

送達された日から一週間を経過したときは、その債権を取り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

差押債権者の債権及び執行費用の額を超えて支払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2 差押債権者が

第三債務者から支払を受けたときは、その債権及び執行費用は、支払を受けた額の限度で、

弁済されたものとみなす。3 差押債権者は、前項の支払を受けたときは、直ちに、その旨を

執行裁判所に届け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25 Bauer/Stürner/Burn, Zwangsvollstreckungsrecht, § 30 Rdnr. 30, 13 Aufl., 2006.引自松本博之，

民事執行保全法，頁 276，2011 年 12 月。 
126 松本博之，前揭註，頁 276。 
127 中野貞一郎，民事執行・保全入門，頁 170-171，2013 年 4 月補訂版。 
128 日本收取訴訟在保險契約關係之討論，可參見羅俊瑋、楊士逸，日本新保險法責任保險被害

人優先權之分析，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3 期，頁 165-167，2016 年 10 月。 
129 日本債權人得透過委任律師方式，由其委任律師依律師法第 23 條之 2 規定請求照會保險公

司，確認債務人是否有投保人壽保險。但近來所產生之執行爭議乃扣押聲請書上是否必須明確

載明保險單號碼？詳參閱藤本和也，保険法・判例研究(6)複数の保険契約に基づく配当請求権

等を差押債権とする債権差押命令の申立における差押債権の特定の有無[東京高裁平成 22.9.8
決定,東京高裁平成 22.12.7 決定]，共済と保険，53 卷 8 号，頁 20-28，2011 年 8 月。 

http://www.beck-shop.de/Prof-Dr-Dres-h-c-Rolf-Stuerner/trefferliste.aspx?action=author&author=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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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司法實務 

1. 大阪地判昭和 59 年 5 月 18 日判決 130(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在昭和 56 年(西元 1981 年)6 月 8 日與 Y 保險公司締結儲蓄型家

庭交通傷害保險(積立ファミリー交通傷害保険契約)，契約條款約定要保人 A

若終止該保險契約，Y 保險公司將返還解約金。X 持神戶地判尼崎支部昭和 57

年(西元 1982 年)8 月 6 日確定判決，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 A 在 Y 保險公司之儲

蓄型家庭交通傷害保險，請求 Y 保險公司給付解約金與 X，以滿足其債權額 88

萬 7618 元。該扣押命令分別在昭和 57 年(西元 1982 年)9 月 3 日、昭和 57 年

(西元 1982 年)9 月 17 日，送達 Y 與 A。X 在扣押命令送達 A 後一周(昭和 57

年 9 月 25 日)，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由於 Y 拒絕給

付解約金，X 以自己名義向 Y 提起收取訴訟。本案爭點為 X 聲請扣押解約金給

付請求權，是否包含 X 得行使終止 A 與 Y 之間保險契約之權利？ 

(2) 判決理由 

本案原審為大阪地方法院簡易庭，經上訴大阪地方法院合議庭，大阪地方

法院肯認 X 得終止 A 與 Y 之間保險契約，其判決如下： 

「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人，債務人在收受送達扣押命令經過一週時，取得

扣押債權之收取權。為收取上述債權，在上述收取目的範圍內，且不違反收取

權性質下，債權人得行使收取權。債權人對人壽保險契約終止契約前之解約金

債權為扣押，並取得收取權時，為具體化所收取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應解釋

為得終止該人壽保險契約。 

相對於此，上訴人(Y)主張得否終止契約人壽保險契約，委諸於要保人之自

由意志。況且，本案涉及之保險契約，其被保險人並不僅限於要保人(A)本人，

要保人(A)之配偶、同居之親屬亦為被保險人。若得終止該保險契約，將對要保

人之配偶、同居之親屬帶來重大影響，因此被上訴人(X)不得終止保險契約。確

實不能否定人壽保險制度係為防止將來保險事故發生所帶來之經濟生活不安

定，因此含有為除去該經濟生活不安定而儲蓄之意旨存在。從而有關人壽保險

契約存續之問題，並非不尊重要保人及其受扶養之人利益。而是人壽保險契約

同時作為要保人資產運用工具，且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或受益人所取得之權

                                            
130 判例タイムズ 532 号，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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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對於其債權人而言，該人壽保險契約作為其債權擔保，具有重大利害關係

存在，故人壽保險制度不能只從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保護為考量。更何況終止

人壽保險契約所產生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如前所述，具有財產上之價值，其非

現行法所禁止扣押之債權，應解釋為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應允許之。 

 在允許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前提上，應解釋為取得收取權之扣押債權

人得行使終止保險契約之權利。雖要保人得基於自由意志隨時終止保險契約，

但該自由意志並不認為係身分法上需特別尊重之一身專屬性。且既允許扣押解

約金給付請求權，若不允許扣押債權人行使終止権，則要保人在扣押債權人取

得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收取權前，行使終止権，最後允許債權人扣押解約金給

付請求權之意旨將落空。」131 

 2. 福岡高判 8 年 2 月 15 日判決 132(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為購買保險，於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12 月 20 日向 B 銀行借

款，並由 C 保證公司擔保借款。A 取得借款後，與 Y 保險公司在同年 12 月 21

日締結所得補償保險契約，附加死後遺族障害擔保條款，並繳交保費。該保險

契約條款約定 A 得隨時終止契約，Y 應給付解約金。C 保證公司為確保 A 返還

借款，對該保險契約所生之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A 授權 C 保證公司行使終

止該保險契約權利。 

另一方面，國家(以下簡稱 X)在平成 4 年(西元 1992 年)11 月，為追討 A 所

積欠之稅捐債權，依國稅徵收法第 62 條規定 133，扣押該保險契約所有可能發

生之請求權(保險金請求權、滿期金請求權、解約金返還請求權)。在平成 6 年

(西元 1994 年)12 月，X 依國稅徵收法第 67 條規定 134取得收取權，請求 Y 公司

給付解約金 724 萬 9870 元，Y 保險公司拒絕給付。因此 X 以 Y 為被告，提起

                                            
131 前揭註，頁 198-199。 
132 金融法務事情 1466 号，頁 41。 
133 日本國稅徵收法第 62 條規定：「對債權(電子紀錄債權法第 2 條第 1 項(定義)規定之電子紀錄

債權(次條以「電子紀錄債權」稱之)除外，以下本條關於債權定義皆同)之扣押，以債權扣押通

知書對第三債務人送達為之。(第一項) 徵收職員為扣押債權時，債務人對債權為履行、滯納者

對債權之收取等行為應禁止之。(第二項) 第一項扣押之效力，以債權扣通知書送達第三債務人

時生效。(第三項)須登錄使得為為移轉之債權受扣押時，稅務署長應囑託相關機關為扣押登

錄。(第四項)」 
134 日本國稅徵收法第 67 條規定：「徵收職員得就扣押債權為收取。(第一項) 徵收職員依前項

規定為收取所得為金錢以外之物，應聲請扣押之。(第二項)徵收職員依第一項規定收取所得為

金錢時，在其金額限度內視為對滯納人扣押徵收國稅。(第三項)國稅通則法第 55 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繳款委託)規定，依第一項為收取之情形，第三債務人對徵收職員之給付，準用債權清償

委託。但該證劵應收取期限在扣押債權清償期之後者，第三債務人應得滯納人之承認。(第四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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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訴訟。本案主要爭點在於 X 依國稅徵收法第 67 條規定取得收取權，若 X

為取得解約金，終止 A 與 Y 之間保險契約，是否有害 A 投保保險契約之目

的？ 

(2) 判決理由 

本案一審福岡地方法院判決 X 勝訴，Y 不服提其上訴至福岡高等法院，福

岡高等法院維持原審判決結果，並引用一審判決理由謂： 

「從經濟上來看，本件保險契約確實有被告(Y)所主張之 A 生活保障機能

存在。從 A 授予 C 保證公司行使保險契約終止權，以取得解約金作為擔保借款

事實觀之，不能否定本件保險契約之解約給付請求權作為擔保之用，但本件保

險契約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並非國稅徵收法禁止扣押債權前提下，很明顯地，

本件保險契約終止權也不得解釋為一身專屬權利。」135 

3. 最判平成 11 年 9 月 9 日判決 136(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在平成 5 年(西元 1993 年)1 月 1 日與 Y 保險

公司訂立終身保險契約，A 滿 70 歲可取得保險金 3500 萬元，A 指定訴外人 B

為受益人。該終身保險契約條款約定，要保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保險人應給付

解約金。本件原告 X 依確定判決，對 A 有 478 萬 7668 元之債權，X 向浦和地

方法院聲請扣押 A 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該扣押命令分別在平成 10 年(西元

1998 年)1 月 16 日送達 A，平成 9 年(西元 1997 年)11 月 26 日送達 Y 保險公

司。X 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要求 Y 保險公司在平成

10 年(西元 1998 年)2 月 2 日終止與 A 間之終身保險契約，該契約終止後之解約

金為 53 萬 6628 元。 

X 向 Y 所在地之東京地方法院提起收取訴訟，一審(東京地判平成 10 年 8

月 5 日判決)137判決 X 勝訴，Y 提起飛躍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多數意見在

同一審判決理由，但少數意見不同意一審判決理由，該案因此確定 X 勝訴。 

                                            
135 金融法務事情 1466 号，頁 45。 
136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3 巻 7 号，頁 1173。 
137 該判決理由參見本橋忠幸，解約返戻金請求権の差押えと取立権に基づく解約権の行使，保

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151 号，頁 13-14，200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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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理由 

 以下羅列日本最高法院之多數意見與不同意見： 

A. 多數意見 

「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得就該債

權為收取。解釋上，其收取權之內容為扣押債權人得以自己名義，在必要範圍

內得行使就債務人所屬之所有權利，除債務人所屬之權利具一身專屬性外。人

壽保險契約之終止權，與身分法上之權利不同，其行使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

思，並非為一身專屬性權利。 

又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返還請求權，係以要保人行使契約終止權為條件

而生效之權利，其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乃具體化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所不可欠

缺之行為。從而取得扣命令之債權人，若不得行使契約終止權者，其結果將造

成承認扣押解約金返還請求權之意旨，喪失其實質意義。蓋契約終止權之行使

乃收取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目的行為。 

另一方面，人壽保險契約具有保障債務人生活之功能，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使債務人蒙受失去殘障保險金或住院保險金之不利益。因此依民事執行法第

153 條 138撤銷扣押命令，或契約終止權之行使為權利濫用之情形乃屬例外。同

屬法定未禁止扣押之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與存款債權，並不認為

有不同處理之理由，而將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排除在收取權對象以外，亦不能謂

契約終止權之行使超過收取之目的範圍。」139 

B. 不同意見 

遠藤光男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下： 

「一、如同多數意見書所示，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是以要保人

人行使終止權為條件而生效力之一種附條件權利。又上述請求權與人壽保險契

約核心之保險金請求權不同，不過係基於終止契約所生之附隨權利。 

 二、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並非禁止扣押財產前提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亦非禁

止扣押對象。但扣押上述請求權之債權人得否以收取權本身，行使保險契約終

                                            
138 民事執行法第 153 條規定：「執行法院就異議，考量債權人及債務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

為，得撤銷扣押命令之全部或一部，或對依前條規定不得扣押之債權，發生扣押命令。(第一

項)有情事變更時，執行法院就異議，得扣押依前項規定被撤銷扣押命令之債權，或撤銷全部或

一部依前項規定所為之扣押命令。(第二項)依前二項規定為異議成功時，執行法院得要求在該

裁判發生效力前，提供擔保或未提供擔保時，得命第三債務人禁止為給付。(第三項)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異議撤銷扣押命令被駁回時，得提出執行抗告。(第四項)對依第三項規定規定所

為之決定，不得提出不符之異議。(第五項)」 
139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53 巻 7 号，頁 1174-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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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權，應從各個觀點為檢討：  

 我基於下述理由，認為不得行使保險契約終止權。 

 １ 扣押附條件權利之債權人，與扣押無條件權利之債權人，同樣具有行使

契約終止權之效果，顯不相當。 

 ２ 要保人或受益人享有基本權利，與扣押附隨權利之債權人得行使契約終

止權之權利(即承認使人壽保險契約本來目的之保險金請求權消滅之權利)相

比，顯不相當。 

 ３ 若認定扣押債權人差押債権者得行使保險契約終止權，有明顯侵害債務

人在人壽保險契約中之期待權。 

  ４ 即使不承認基於收取權而得行使契約終止權，無損於扣押解約金給付請

求權之意義。 

 三、依前述３及４，附加說明我的意見： 

  １ 人壽保險契約之類型，從資產運用型至生活保障型保險，有各種不同類

型保險存在。不能否定最近之保險契約類型以前者為佔多數，從保險目的觀

之，可以說是後者的保險契約類型為其根本。有關後者的保險契約類型，若不

顧要保人之意思而認得以終止契約，則要保人或受益人將受無法挽回之不利

益。例如被保險人罹患致死疾病已到末期症狀，可預測近期將發生保險事故得

領取高額保險金之情形，或被保險人實際上已領取住院給付金情形等，假設第

三人為終止保險契約，從利益衡量之觀點，扣押債權人行使契約終止權，應可

謂明顯脫離其目的。 

 ２ 多數意見在此種情況下，指出得透過權利濫用法理加以制約，無論對債

務人方有多致命之打擊，在考量無法認定債權人方主觀惡意之情形，債務人依

權利濫用法理救濟並非易事。且即使權利濫用法理作為對立當事人間(扣押債權

人與債務人間)紛爭關係合理調整之功能，在第三人(保險公司)介入之情形，該

法理適用於債務人救濟，並不認為有事實上之困難。但允許扣押債權人行使契

約終止權之情形，保險公司不得不回應扣押債權人給付解約金之請求，保險公

司一旦為給付解約金與扣押債權人，以保險契約存續為前提之要保人等之保險

金請求權行使，已無事實上行使可能性。 

 ３ 考量類比存款債權之扣押情形，可認資產運用型保險得準用借款債權為

契約終止權之行使，而生活保障型保險可能認為不得行使契約終止權。此二種

類型保險並不容易區分，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與扣押存款債權之情形不同，

考量前述二之１與２所載之特殊情事不存在狀況，本來保險目的屬生活保障保

險之前提下，完全否定債權人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並不能謂有失權衡。 

 ４ 多數意見認為若扣押債權人不得行使契約終止權，結果將造成承認扣押

解約金返還請求權之意旨，喪失其實質意義，但我認為並非如此。 

我認為解釋上以債務人無資力為要件，允許債權人得代位行使契約終止

權，並取得解約金。但形成權得為債權人代位之對象，且因契約終止權不能視

為一身專屬性權利，債務人在無資力狀態下，不能作為否定債權人代位行使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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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權之結論。 

 本來債權人得在訴訟程序外行使代位權終止契約，保險公司對於債權人及

債務人雙方請求提供資料，以確認是否符合上述代位權要件之行使，並非困

難。因此有指出對於第三債務人之保險公司，並未課與其過大之調查負擔。 

又保險公司對於債權人行使代位權要件之存否，若帶有疑問，其可保留解約金

給付，由債權人提起解約金給付請求訴訟，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而補足其要件。 

債權人若滿足債權人代位行使契約終止權之要件，則債務人行使其保險契

約終止權，取得自保險人所給付之解約金。又預見契約終止權可被處分時，解

約金給付請求權應可被扣押。但從債權人須在債務人無資力狀態，方得行使代

位權之考量下，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實效性甚低。 

 四、根據以上理由，原審認定扣押債權人(被上訴人)得依收取權行使契約終

止權，命上訴人給付解約金，我認為原審解釋法令有誤而違法，因其違法明顯

影響原判決結論，應廢棄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請求。」140 

第二目 學說 

 關於債權人得否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請求權後，依民事執行

法第 155 條第 1 項取得收取權，債權人得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

解約金？在日本最高法院作成判決前，前述判決皆採肯定見解，但學說

上有贊成實務作法者，亦有反對見解。因此以下分就否定說、二分說及肯定說

為介紹： 

1. 否定說 

採否定說學者不反對債權人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債務人之權利，行使人壽

保險契約之終止權，以取得解約金。然反對債權人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依

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收取債務人行使人壽保險終止權。其理由有下列四點： 

(1) 欠缺利益衡量 

A. 類比失當 

債務人若以其銀行定期存款利息維持其生活，日本司法實務肯定債權人得

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在銀行之存款債權，其後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終止債務人與銀行間之存款契約，債權人可取得定期存

款金。有認為此一情形可類比至債權人扣押債務人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情

                                            
140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53 巻 7 号，頁 117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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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但伊藤真教授則認為此二情形有類比失當之嫌。前者之情形為債務人失去

定期存款之利息請求權，後者之情形乃失去保險金請求權，前者對於債務人之

不利益較後者輕微 141。 

伊藤真教授認為保險契約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乃附隨權利，在扣押其他契

約類型之附隨權利時，應考量該契約主要權利。例如扣押債務人之押租金返還

請求權，除該租賃契約係作為營業使用，一般認為不應終止租賃契約，因租賃

契約通常具有生活保障機能存在。故從利益衡量之角度，不應允許扣押債權人

行使收取權，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B. 欠缺無資力要件 

 民法第 423 條代位權之行使前提，須債務人為無資力狀態，債權人方得行

使代位權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而日本破產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破

產人與他方所為之雙務契約，在破產程序開始時，該契約仍持續或尚未履行完

畢者，破產管理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他方履行債務。」142要保人被宣告破產

時，破產管理人得依該條規定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將解約金列入破產財團當

中。通常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亦代表其已具備無資力之要件 143。 

但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44 條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解約

金給付請求權，並未要求證明債務人已陷於無資力狀態。此與債權人得依民法

第 423 條規定代位，或破產管理人得依破產法第 53 條第 1 項終止契約不同。前

者乃債務人並非無資力，債權人得透過強制執行程序取得收取權，終止人壽保

險契約而取得解約金；後者乃債務人已無資力狀態，債權人不得已透過代位權

或為破產財團之利益，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而取得解約金。兩者情形之利害關係

有別 144，從而不應允許扣押債權人取得收取權而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2) 程序保障之欠缺 

山下孝之律師認為債權人向執行法院扣押債務人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該

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實現，須債務人行使契約終止權。因此若認扣押解約金給

付請求權，一併就契約終止權為扣押，該契約終止權為形成權。扣押形成權僅

能依依民事執行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向執行法院聲請移轉命令之方式 145。

因移轉命令影響債務人即第三債務人權益較大，執行法院須通知債務人表示意

                                            
141 伊藤真，解約返戻金請求権の差押えと解約権代位の行使，金融法務事情，1446 号，頁

24，1996 年 11 月。 
142 破産法第 53 条第 1 項：「双務契約について破産者及びその相手方が破産手続開始の時にお

いて共にまだその履行を完了していないときは、破産管財人は、契約の解除をし、又は破産

者の債務を履行して相手方の債務の履行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43 伊藤真，前揭註 141，頁 23。 
144 伊藤真，前揭註 141，頁 23。 
145 山下孝之，生命保険の財産法的側面，頁 93，20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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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一作法相較於債務人聲請扣押命令，有加強債務人程序保障功能存在
146。 

(3) 扣押權利範圍爭議 

有學說認為債權人向執行法院所扣押時，由於債務人未行使契約終止權，

雖扣押標的名為解約金給付請求權，然實質上乃附條件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

此乃期待權。因此債權人所扣押標的為期待權，如何可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

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故學說對於判決理由有所批評，其認為若允許債

權人得透過收取權，使保險契約上所有請求權消滅，並非妥當之作法 147。類似

見解亦認為債權人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並未扣押契約終止權，債權人並未

取得收取權終止人壽保險契約。 

(4) 質疑權利濫用原則 

 正如同判決不同意見書所述，權利濫用原則是否能有效抑止債權人惡意

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情形，頗有質疑。更有學說指出權利濫用原則有危害

法安定性之可能 148，應係從立法禁止扣押解約金或制定介入權規定著手 149。縱

使肯定債務人得主張權利濫用原則，但保險人在收取程序中已給付解約金，債

務人之保險契約效力為何？ 

2. 二分說 

二分說之主要依據來自前述判決理由將保險區分為生活保障型與儲蓄

型，但判決主要涉及民法第 423 條代位權適用之問題，能否完全套用至民事

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收取權之爭議，似有疑義。因此有學說認為民事執行法

第 152 條規定：「以下所列債權，其給付期間應受金額之四分之三部分， (其額

度超過政令所訂之標準家庭必要生活費用時，以政令所訂額度部分) 不得扣

押。一、債務人自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以外，受領維持其生計之繼續性給付債

權。二、與薪資、租金、俸給、退休年金獎金等具有相當性質之債權。退休津

貼及有其性質之給付債權，相當於其給付四分之三部分，不得扣押。(第二項) 

債權人請求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金錢債權(以下稱以金錢給付為目的之債權)

                                            
146 山下孝之，前揭註，頁 89。 
147 倉沢康一郎，保険契約解約返戻金請求権の法的性質とその差押え，法学研究，66 卷 1
号，頁 72-73，1993 年 1 月。 
148 山野嘉朗，解約返戻金請求権の差押と差し押債権者による解約権行使，鴻常夫、竹内昭

夫、江頭憲治郎編，別冊ジュリスト，121 号，2 版，頁 130，1993 年。 
149 福田弥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利害調整の法理，頁 251，200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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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適用前二項規定情形，前二項中「四分之三」改為「二分之一」。」150其中第

152 條之「受領維持其生計之繼續性給付債權」，或許可作為生活保障型保險不

應被扣押之依據 151。 

雖通說認為對於如何區分生活保障型與儲蓄型提出批評，奈良地判平成 13

年 5 月 30 日判決 152卻採納二分說之見解，拒絕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

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進而終止債務人之年金保險契約 153。但其後此一判

決，遭大阪高判平成 13 年 6 月 22 日判決 154所推翻，仍維持最高法院之見解。 

儘管在司法實務上，採納二分說之判決被推翻。但栗田達聡律師提出 8 項

判斷是否為生活保障型之因素：(1) 保費為分期繳納或躉繳(若為躉繳，有儲蓄

資金之傾向)；(2) 保費繳納期間之長短；(3) 保險契約締結時，要保人之年齡

為青壯或高齡(若高齡之要保人繳納保費期間短，則投資傾向較高)；(4) 要保人

與受益人之關係為本人與親屬，抑或債權人與法人相關；(5) 保險金額決定方

式(若為投資型保險，則可能推論有投資目的)；(6) 保險金給付係以分期或一次

性給付(分期給付則具有年金性質)；(7) 保險契約之名稱；(8) 有無住院給付保

險金之選項 155。 

3. 肯定說 

 肯定說為日本學界通說 156，其肯定最高法院之判決理由，並就否定說所提

出質疑為一一回應： 

(1) 欠缺利益衡量之回應 

 若單純從金額為比較，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實現之利益，與保險金請求權消

                                            
150 民事執行法第 152 条：「次に掲げる債権については、その支払期に受けるべき給付の四分

の三に相当する部分（その額が標準的な世帯の必要生計費を勘案して政令で定める額を超え

るときは、政令で定める額に相当する部分）は、差し押さえてはならない。一、債務者が国

及び地方公共団体以外の者から生計を維持するために支給を受ける継続的給付に係る債権。

二、給料、賃金、俸給、退職年金及び賞与並びにこれらの性質を有する給与に係る債権。2 
退職手当及びその性質を有する給与に係る債権については、その給付の四分の三に相当する

部分は、差し押さえてはならない。3 債権者が前条第一項各号に掲げる義務に係る金銭債権

（金銭の支払を目的とする債権をいう。以下同じ。）を請求する場合における前二項の規定の

適用については、前二項中『四分の三』とあるのは、『二分の一』とする。」 
151 栗田達聡，生命保険債権をめぐる利害調整，保険学雑誌，608 号，頁 119-120，2010 年 3
月。 
152 金融商事判例，1125 号，頁 23。 
153 關於此一判決理由之批評，參見倉部真由美，個人年金保険契約に基づく解約返戻金請求権

の差押えの可否，ジュリスト，1276 号，頁 162，2004 年 10 月。 
154 判例時報，1763 号，頁 203。 
155 栗田達聡，前揭註 151，頁 123。 
156 大森忠夫，前揭註 107，頁 113；石田満，前揭註 107，頁 317；西島梅治，保険法，頁

376，1995 年 2 月；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57；石山卓磨，現代保険法，2011 年 5 月 2
版；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論点体系 保険法 1，頁 231，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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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之不利益，前者通常會小於後者。然而保險金請求權屬於附條件之權利，保

險事故發生前，債務人(要保人)可任意終止契約或被保險人符合免責事由，因

而使保險金請求權喪失。從而以保險金請求權消滅之利益與解約金給付請求權

可得之利益相比，並非前者利益高於後者。 

前述判決(最高法院判決)理由已考量債務人在無法履行債務時，未主動透

過自己終止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或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等方式清償債務，

因此作出債權人之債權回收利益優先之決定。顯然日本最高法院已就個案有利

益衡量，並非單純適用法條。 

再者，以債權人聲請扣押債務人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不須債務人無資力為

由，拒絕債權人得透過收取權終止保險契約。其未理解當債務人不為任意履行

債務時，強制執行程序始為發動。而通常強制執行在發動時，債務人已陷入無

資力狀態，因此無必要再要求債權人證明債務人無資力要件 157。 

論者以民法第 423 條須證明債務人無資力為由，主張債權人不應採用民事

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之方式。雖債權人代位權之行使得透過訴訟以外方式為

之，但身為第三債務人之保險人，為避免重複給付解約金之危險，勢必嚴格審

查不具執行名義之債權，以及債務人無資力之要件。最終債權人為取得解約

金，還是要向法院提起代位訴訟。若得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之方式，

對第三債務人(保險人)或債權人之利益，係屬較佳 158。 

(2) 欠缺程序保障之回應 

否定說見解認為債權人先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命令，依民事執行法第 145

條第 2 項規定，扣押命令之發出不通知債務人為陳述意見。債權人再透過民事

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進而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

然債務人並未參與此一執行程序，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影響其利益重大，未給予

其充分程序保障。 

肯定說贊同現行執行程序可能欠缺債務人程序保障，但僅能在例外情形透

過權利濫用原則加以保障。例如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

命令時，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身體狀況尚稱良好。但債權人在扣押命令

送達後一週後，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規定，債權人在一周後取得收取權。若

在此一週期間，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身體狀況惡化，債權人此時終止人

壽保險契約，則有可能構成權利濫用 159。事實上第三債務人(保險人)於此情形

下，通常會拒絕給付解約金，與債權人一同進入收取訴訟程序。又第三債務人

                                            
157 高部真規子，前揭註 105，頁 3637。 
158 高部真規子，前揭註 105，頁 3637。 
159 榊素寛，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研究 民集 53 巻 7 号 23.生命保険契約の解約返戻金請求権の

差押債権者がこれを取り立てるために解約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の可否／（最高裁一小法廷平成

11 年 9 月 9 日），法学協会雑誌，118 巻 11 号，頁 1782，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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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服務顧客之態度，通常會通知債務人 160，並建議債務人訴訟參加收取訴

訟。因此現行訴訟制度運作，對債務人已有程序保障。 

另否定說認為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透過移轉命令，

使執行法院有機會詢問債務人，完善債務人之程序保障。執行法院發出移轉命

令後，除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外，依民事執行規則第 139 條規定 161，尚須選任

評價人就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為評價。可想見此程序負擔相當巨大 162，是否

有必要賦予債務人如此充足之程序保障？仍有疑問。 

(3) 扣押權利範圍爭議之回應 

 對於債權人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是否代表契約終止權亦一併扣押，進

而債權人得透過收取權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大森忠夫教授認為解約金

給付請求權並非一身專屬權利，而解約金請求權無法單獨被扣押，因保險契約

終止權未行使，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將無法實現 163。從而債權人扣押解約金給付

請求權，其隨同扣押債務人之契約終止權，如此債權人方得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債務人之契約終止權。此一見解與判決多數意見相

同，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既允許債權人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當然允許債

權人可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否則將施其扣押目的。 

(4) 權利濫用原則之回應 

 否定說質疑權利濫用原則作為債務人救濟之手段，但在債權人扣押債務人

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情形，是否有其他手段加以救濟？例如判決多數意見理

由提出債務人可依民事執行法第 153 條聲請法院撤銷扣押命令，但學說認為撤

銷扣押命令事由須債務人符合生活困窘或債務人已為清償之情形 164。撤銷債權

人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例，幾乎在日本民事執行實務上未見，因此，欲調

整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利益，現有手段僅能透過權利濫用原則 165。債務人權利

濫用原則得否主張，端視法院之最終決定，此時收取程序進行中，第三債務人

(保險人)甚難判斷債權人扣押並收取解約金請求權，是否構成權利濫用。因此

第三債務人(保險人若為避免雙重給付之危險，學說建議將解約金向法院為提存

                                            
160 山下孝之，前揭註 145，頁 172。 
161 民事執行規則第 139 條規定：「執行法院依民事執行法第 161 條發出命令之情形，得於必要

時選任評價人命其為債權之評價(第一項)評價人為債權評價時，在評價書所訂日期前應向執行

法院提出，(第二項)」 
162 山本克己，生命保険解約返戻金を差し押さえた債権者による解約権行使，金融商事法務，

1581 号，頁 217，2000 年 6 月。 
163 大森忠夫，前揭註 107，頁 113。 
164 山下孝之，前揭註 145，頁 182。 
165 榊素寛，前揭註 159，頁 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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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即可解決權利濫用原則所帶來之法不安定性。 

第三項 債權人代位保單借款 

 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否取得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之保單借款，

以滿足其債權？此先須從保單借款性質加以說明，其後再就此問題為回答。 

第一款 保單借款之性質 

 關於保單借款之性質，日本學說與司法實務各採不同立場，以下分說明

之： 

第一目 學說 

日本學說對於保單借款之性質，可分為消費借貸說與先付說兩大說，消費

借貸說下又分為保險證券擔保借貸說、權利質權說及抵銷預約說。以下先說明

先付說，再為介紹消費借貸說： 

1. 先付說 

 先付說認為保單借款並不具有消費借貸之性質，其僅不過是解約金請求權

或保險金請求權之先付。因此保單借款之利息並非消費借貸利息，而係為補償

保險人無法運用保單價值準備金，將來可取得之投資利益 167。而要保人返還保

單借款，並非依消費借貸關係返還，僅是將已受領之一部分先付解約金，重新

存入保險人處。因先付說認為要保人所為之保單借款，其保單借款金額以保單

價值準備金為基礎，又保單價值準備金並非保險公司所有，而係要保人寄放至

保險人處之存款。 

 儘管先付說能解釋保單借款之部分現象與消費借貸不吻合之處，但三宅一

夫律師仍對先付說提出三點質疑： 

(1) 既謂保單借款，解釋上無借款關係 

 先付說認為保單借款並非消費借貸關係，因為要保人無返還保單借款之義

務。但此一觀點似有違保險人之真意，日本自有保單借款制度以來，保險公司

所提供之條款、保險公司財報以及保險業法所要求之保單借款格式，皆是以保

單借款稱之。保單借款係依據保險條款為之，多數保險條款皆以保單借款稱

                                            
166 榊素寛，前揭註 159，頁 1783。 
167 三宅一夫，所謂「保険証券貸付」について，所報，2 号，頁 38，195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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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按契約客觀解釋原則，條款上既載明為保單借款，解釋上卻非借貸關

係，顯然已超越解釋之界限 168。 

(2) 無法合理說明保單借款利息 

 先付說謂保單借款之利息乃為保險人無法運用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補償，若

真如此，則保單借款之利息應與預定利率相同為是。但日本保險實務上，保單

借款利息甚至有高於預定利率之作法存在 169，而該保單借款利息高於預定利率

之金額，亦甚難認為係保單借款之行政費用。按先付說之見解，保單借款既是

解約金之一部先付，其行政費用應在保險人給付保單借款時繳清，豈有持續以

利息方式攤付行政費用之理？ 

(3) 先付之債權是否存在 

 保單借款係從保單價值準備金中所撥付，該保單價值準備金本身就是想像

中之金額，在要保人行使契約終止權時，該解約金請求權方具體發生。因此，

先付說謂保單借款係將尚未具體化之解約金請求權提前支付，但先付應是將已

具體化且未至清償期之請求權，給付與要保人，如此使保險人在清償期限屆至

前，可免於清償債務。惟解約金給付請求權或保險金請求權在尚未具體化前，

保險人如何為清償 170？ 

2. 消費借貸說 

 消費借貸說之前提為要保人向保險人行使保單借款權利，原則上要保人有

返還保單借款之義務存在 171，至於為何要保人未返還保單借款，保險人得從保

險金扣除？下述三說基於此疑問，提出其看法： 

(1) 保險證券擔保借貸說 

 此說起源於日本最早採用保單借款之明治人壽保險公司 172，其人壽保險契

約條款如此規定：「被保險人有借款需求時，得將其所持保險契約為設定擔保，

取得借款金並附加利息。特別是保險契約無 50 元以上價值時，應拒絕借貸。」
173由於早期日本保險公司之保單借款條款多仿效此一約定，因此保單借款為要

                                            
168 三宅一夫，前揭註，頁 40。 
169 三宅一夫，前揭註，頁 41。 
170 三宅一夫，前揭註，頁 41。 
171 三宅一夫、中西正明，保険契約者貸付と会社更生法，所報，12 号，頁 3，1965 年 11 月。 
172 三宅一夫，前揭註 167，頁 35。 
173 被保人金子入用ノコトアルトキハ、所持保険証書ヲ抵当ニ入ルレハ、相当利子ヲ取リ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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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或被保險人將其保險契約向保險公司提供擔保，保險公司因而給付借款之

契約。但保險契約並非日本法所承認之有價證券，從而無法合理說明為何保險

契約得作為擔保標的 174。 

(2) 權利質權說 

 此說認為保單借款乃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依人壽保險契約所生對保險人之請

求權(Forderungen auf Lebensversicherungsvertrag)，例如人壽保險金或解約金給

付等請求權，向保險人設定權利質權。權利質權說可合理說明為何人壽保險契

約可擔保借款，前述將保險契約視為有價證劵之作法，不過是權利質權之設

定。然而依日本民法第 364 條規定：「指名債權以設定質權為目的時，應依第

467 條規定，對第三債務人為質權設定通知，又第三債務人未為承諾者，第三

債務人得以此為由對抗其他第三人。」175民法第 467 條規定：「指名債權之讓

與，讓與人對債務人為通知，若債務人未為承諾時，債務人得對抗其他第三

人。(第一項)前項通知或承諾，若無載有確定日之證書，債務人得對抗其以外

之第三人。」176設定質權須交付確定日之證書，但在保險實務中，要保人並未

交付確定日證書，因此不符合設定權利質權之作法。 

 再者，要保人指定他人為受益人，按權利質權說之脈絡，其係將受益人之

保險金請求權設定為權利質權，要保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應得受益人之同

意。但保險實務上要保人為保單借款，幾乎沒有向受益人詢問其意願。 

(3) 抵銷預約說 

 此說為三宅一夫律師所提出，其認為要保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則該解

約金債權與保單借款返還請求權間，成立抵銷之預約。正確來說是抵銷契約之

預約 177，由於將來債務發生附法定條件，該債務發生時不須另為抵銷之為意思

表示，即可為抵銷。解約金債權乃附法定條件之債權，要保人得隨時終止契約

取得解約金。今要保人與保險人以保單條款約定方式，將解約金債權與保單借

款返還請求權，雙方已成立抵銷契約，但何時發生抵銷事由繫於不確定因素，

從而該抵銷契約未生效，因此是屬抵銷契約之預約，現今抵銷預約說乃日本學

                                            
貸金ヲ為スべシ。尤モ其証書５０円以上ノ価ナキトキハ之ヲ断ルべシ。 
174 三宅一夫，前揭註 167，頁 35。 
175 民法 364 条：「指名債権を質権の目的としたときは、第四百六十七条の規定に従い、第三

債務者に質権の設定を通知し、又は第三債務者がこれを承諾しなければ、これをもって第三

債務者その他の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176 民法 467 条：「1 指名債権の譲渡は、譲渡人が債務者に通知をし、又は債務者が承諾をし

なければ、債務者その他の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2 前項の通知又は承諾は、確

定日付のある証書によってしなければ、債務者以外の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177 三宅一夫，前揭註 167，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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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多數說 178。 

第二目 司法實務 

1. 最判平成 9 年 4 月 24 日判決 179 

(1) 案例事實 

 昭和 52 年 X 與 Y 保險公司，以 X 為被保險人，締結保險金額 800 萬之人

壽保險契約，並以 X 之妻 A 為受益人。該契約條款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要保

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得借貸解約金百分之九十金額，保險金將扣除未返還

保單借款。昭和 61 年 X 之妻 A 自稱 A 之代理人，向 Y 保險公司為保單借款

27 萬元，該借款其後被 A 作為生活費而用完。而 X 委任 A 代理之委任代理

狀，其印鑑與 X 要保書印鑑類似。Y 保險公司從 A 所持的健保証，確認 A 為

X 妻子，且委任代理狀中 X 之簽名筆跡與保險公司留存筆跡一致。更何況 Y 保

險公司撥付保單借款之帳戶，乃 X 之帳戶，因此 Y 有理由確信 A 是 X 之代理

人。平成 4 年 X 之人壽保險契約滿期，Y 對 X 發出滿期保險金須扣除保單借款

金額之通知，X 主張 A 乃無權代理向 Y 為保單借款，向 Y 保險公司提起確認

保單借款債務不存在之訴。 

 第一審東京地方法院依民法第 110 條表見代理之規定，判決 X 敗訴。但二

審東京高等法院認為 A 無基本權限，因此 A 之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Y 所為扣

除滿期保險金行為，乃滿期保險金與解約金先付之抵銷，類推民法第 478 條，

其抵銷之效力得對抗 X，判決 X 敗訴。X 不服原審判決結果，向最高法院提起

上訴。 

(2) 判決理由 

   最高法院判決 X 敗訴，其理由如下： 

「本件人壽保險契約條款規定，要保人得自 Y 借貸解約金九成之金額，當保險

人給付解約金或保險金時，得扣除上述借貸金額加計利息。本件保單借款，即

依此一方式為之。上述借貸，依約款上之履行義務，借貸金額限於解約金額範

                                            
178 梅津昭彦，生命保険契約約款における契約者貸付--その法的性質論と保険契約者の権利性

(生命保険文化センター設立 30 周年記念特集(1))，生命保険論集，157 号，頁 165，2006 年 12
月；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保険法解說生命‧傷害疾病定額保険，頁 388，2010 年 4 月；山

田剛志，保険契約者貸付と民法 478 条の類推適用，山下友信、洲崎博史編，別冊ジュリス

ト，202 号，頁 194-195，2010 年。 
179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51 巻 4 号，頁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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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從給付保險金時扣除借貸金額加計利息作法觀察，在經濟的實質上，得

同視為保險金或解約金之前付。因此保險公司基於上述制度接受自稱要保人之

代理人申請保單借款之情形，已對是否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認定，盡相當注意義

務時，保險公司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478 條規定，主張與要保人已發生保單借款

之法律關係。」180 

2. 學說對於最判平成 9 年 4 月 24 日判決之解讀 

 關於保單借款之性質為何？最判平成 9 年 4 月 24 日判決乃最高法院首次表

示見解之判決，其似採先付說 181。但學界認為無論採取先付說或消費借貸說，

重點在於如何實質解決所面臨之問題，正如前述最高法院判決理由所謂之「經

濟的實質」，其亦採取相同之看法 182。而與保單借款性質有關之問題有二： 

(1) 破產法之抵銷限制 

 日本破產法第 72 條第 2 款規定：「對破產人負有債務者，於下列情形，不

得主張抵銷：不能給付後取得破產債權之情形，其取得當時已知悉破產人已不

能給付。」183要保人在被宣告破產前，有向保險人行使保單借款之權利，若保

險人知悉要保人陷入財務困窘，則保險人不得為保單借款。然保單借款之目的

係為因應要保人財務困窘之急，若不允許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似不合情理。又

縱使保險人給付保單借款與要保人，要保人被宣告破產，保險人依破產法第 7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似不能行使將保險金扣除保單借款之權利。 

 若按前付說之脈絡，保單借款並非消費借貸，其乃保險金之先付，因此不

構成抵銷，保險人仍得扣除保單借款。而依消費借貸說之脈絡，亦可達成相同

結論。雖保單借款之性質為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之消費借貸，但保險人並無授信

判斷之權利，其在解約金範圍內有借貸要保人之義務 184。從而若不允許保險人

其後主張扣除保單借款金額，顯不合理。 

(2) 表見保單借款 

他人以要保人之代理人名義，向保險人行使保單借款權利，若保險人已盡

其注意義務，此時得否類推適用民法第 478 條規定，認定保險人以向要保人為

                                            
180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1 巻 4 号，頁 1992-1993。 
181 梅津昭彦，前揭註 178，頁 165。 
182 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671；梅津昭彦，前揭註 178，頁 165。 
183 第 72 条：「破産者に対して債務を負担する者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は、相殺をすることが

できない。二、支払不能になった後に破産債権を取得した場合であって、その取得の当時、

支払不能であっ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とき。」 
184 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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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最判平成 9 年 4 月 24 日判決以先付說為前提，類推民法第 478 條規定，

認定要保人已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但民法第 478 條規定：「對債權準占有人所

為之清償，清償人為善意且無過失時，發生清償之效力。」185保單借款既為保

險人就解約金之先付，甚難符合民法第 478 條清償之文義。因此將保單借款解

釋為保險人有給付解約金範圍內之義務，方能得與民法第 478 條之清償為聯結
186。若採消費借貸說之見解者，勢必與存款擔保借款為類比 187。以存款人在銀

行之存款作為擔保，向銀行請求借款之契約，其借款當事人並非等同於存款人
188。此與自稱要保人之代理人，向保險人請求借款之情形相同，故消費借貸說

更可合理說明類推民法第 478 條之正當性。 

第二款 債權人得否代位保單借款 

 從前述日本學說就保單借款性質討論可得知，保單借款之性質大致不會影

響具體個案之適用結果。但在債權人得否代位要保人行使保單借款權利之爭

議，本文以為學說已先作成結論，從而產生不同具體個案結果。以下分就民法

及保險法觀點檢驗此一爭議： 

第一目 從民法第 423 條代位權性質觀之 

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債務人行使權利，可分為兩種情形。前者為

收集債務人已完成之行為結果，不過是行使債務人已取得之權利；後者為以債

務人之名義締結法律行為，使債務人取得新權利，然後者之情形已逾越債權人

所得行使之權限 189。從而在債權人代位債務人行使保單借款之情形，債務人未

向保險人行使保單借款之權利，債權人自無法透過民法第 423 條代位權創設債

務人尚未取得之權利 190。此一見解立基點於保單借款為消費借貸性質，從而債

權人無法創設新的權利義務關係。 

第二目 從保單借款性質觀之 

 相對於民法之觀點，保險法學者多從保單借款性質為探討。有肯定債權人

得代位債務人行使保單借款權利者，但有力說採否定見解，認以民法權利濫用

                                            
185 民法第 478 条：「債権の準占有者に対してした弁済は、その弁済をした者が善意であり、

かつ、過失がなかったときに限り、その効力を有する。」 
186 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674。 
187 中舎寛樹，生命保険会社の契約者貸付と民法四七八条の類推適用/（最高裁一小法廷平成 9
年 4 月 24 日），私法判例リマークス，17 号，頁 35，1998 年 7 月。 
188 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675。 
189 松坂佐一，債権者代位権の硏究，頁 72，1950 年 10 月。 
190 糸川厚生，債権者代位権による生命保険契約の解約・解約払戻金請求事件，所報，68
号，頁 189，198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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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加以解決即可，以下分就肯定說與否定說為介紹： 

1. 肯定說 

 採肯定說見解如倉沢康一郎教授，其認為不論採消費借貸說或先付說，皆

無法完整說明保單借款之性質，因此其兼採兩說。按先付說之見解，解約金預

支具有擔保債權之功能存在，債權人既得扣押債務人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以

滿足其債權，債權人亦可同樣扣押債務人之保單借款請求權，此二請求權均具

有其經濟價值存在。倉沢教授並參考法國保險法 L. 132-22 第 3 項規定，該規定

將解約金與保單借款金，皆以解約金額(prix du rachat)191稱之，從而債權人可選

擇扣押債務人之保單借款請求權，再透過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為收

取，屬對債務人侵害最小之方式。又按消費借貸說之見解，保單借款之本金與

利息，應與保單價值準備金抵銷之，若保單借款已高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債務

人(要保人)未在約定期間清償者，則保險契約依款規定不再生效 192。 

雖然允許債權人代位要保人行使保單借款權利，與允許債權人依民事執行

法扣押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之結果相同。但兩者之原因不同 193，前者若債務人清

償保單借款，債務人仍有可能繼續維持人壽保險契約之效力；後者債務人根本

無主張繼續維持人壽保險契約效力之可能性，蓋解約金請求權之產生，必須伴

隨契約之終止。 

2. 否定說 

採否定說見解者如山下友信教授，其認為保單借款性質若採消費借貸說，

則保單借款權利之行使，無法由其債權人代位之 194，但債權人可選擇依民事執

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強制執行其人壽保險契約。從而債務人為避免其投保

之人壽保契約被強制執行，應主動行使向保險人借款之權利，將其保單借款清

償債權人。如此一來，債權人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將無實益。因保

單借款金額加計利息，大約解約金額之九成 195，債權人若強制執行已行使保單

借款權利之人壽保險契約，頂多可取得原解約金額之一成，債權人欲取得該一

                                            
191 Rachat 若按字面翻譯係指買回，因此過去日本學說將 prix du rachat 翻譯為買回金額。關於

法國對於 rachat(法文)，以及德國對於 Engalbrecht(德文)之理解，有其根本性之差異。參見志田

惣一，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解約の法の性質─解約をめぐる保険給付概念の考察，載：現代

保険法・海商法の諸相（中村真澄教授・金澤 理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第二巻），頁 671-695，
1990 年 2 月。 
192 倉沢康一郎，前揭註 147，頁 74-76。 
193 倉沢康一郎，前揭註 147，頁 76。 
194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53。 
195 角田威，債権の準占有者に対する契約者貸付の効力─最近の民法 478 条に関する判例動向

と今後の見通し，生命保険経営，48 卷 2 号，頁 55，198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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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解約金而聲請強制執行，則構成權利濫用 196。 

第四項 人壽保單之設質 

 日本保險實務上已有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設定質權之作法，實務上相關

案件並非少數 197。而人壽保險公司所提供之設定質權契約範本 198中，通常要求

設定質權之債務人同時具備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身分 199，也就是為自己利益投保

之人壽保險契約。但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自己以外之第三人為受益

人，卻又將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設質與他人(債權人)，若保險事故發生，則

質權人(債權人)或受益人何者有權取得人壽保險金？此涉及受益人在事故發生

前之法律地位，因此以下分就司法實務與學說為論述： 

第一款 司法實務 

第一目 受益人同意說 

目前所公開之判決中，僅有大阪地判平成 17 年 8 月 30 日判決 200(下稱判

決)採取受益人同意說，以下介紹其案例事實及判決理由：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自昭和 54 年(西元 1979 年)開始，以 B 的名稱經營米店。在平成

6 年(西元 1994 年)10 月 1 日 A 與 Y 保險公司，締結以 A 為要保人兼被保險

人，受益人為 Z(A 之妻)之人壽保險契約，死亡保險金額為 1 億元。原告 X1 (自

然人，A 之長女)與 X2(經營賣米公司，代表清算人 C)，其分別主張 A 各向其借

款 2400 萬。又 A 在平成 13 年(西元 2001 年)7 月 13 日，為擔保償還 X1 之

2,400 萬債務，將其人壽保險契約之死亡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與 X1。A 於

平成 15 年(西元 2003 年)10 月 10 日死亡，X1 請求 Y 保險公司給付死亡保險

金，Y 主張該質權設定未經受益人 Z 之同意，因而質權設定無效，Y 無給付死

亡保險金與 X1 之義務。從而 X1 與 X2 一同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確認 A 積

                                            
196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51。 
197 李鳴，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本質論，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

文，頁 82，2013 年。 
198 關於日本人壽保險質權設定契約之改進，參見松田武司，生命保険契約の担保的利用，産大

法学，40 卷 2 号，頁 324-315，2006 年 11 月。 
199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98。 
200 引自竹濱修，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への質権設定と保険金受取人の同意，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

ート，215 号，頁 15，2007 年 6 月；梅津昭彦，質権設定と死亡保険金受取人の同意，保険事

例研究会レポート，221 号，頁 1，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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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借款債權各 2400 萬，並請求 A 之繼承人 Z 返還，又 X1 另請求 Y 保險公司給

付死亡保險金。 

2. 判決理由 

 大阪地方法院認定 A 與 X1、X2 借款債權存在，但 X1 請求 Y 給付死亡保

險金為無理由，其理由如下： 

「本件保險契約以 A 為被保險人，死亡保險金受益人為 Z，A 保留受益人

指定變更權，並將本件保險交付原告 X1 及 X2。原告主張本件對保險金之質權

設定，並未變更受益人之地位，因此質權設定不需受益人之同意。確實要保人

保留受益人指定變更權之情形，要保人得隨時單方變更受益人。死亡保險金請

求權乃被指定受益人所取得之固有權利(參照最判昭和 40 年 2 月 2 日第三小法

庭判決)又死亡保險金請求權係在被保險人死亡時所發生，其與要保人所給付之

保費並非立於對價關係，死亡保險金並非替代被保險人勞動能力之替代，不能

視死亡保險金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實質財產。(參照最判平成 14 年 11 月 5 日

第一小法庭判決)從而死亡保險金之質權設定，須有死亡保險金受益人之行為，

原告主張設定質權不須受益人之同意，不予採用。」201 

第二目 受益人不須同意說 

1. 東京地判平成 17 年 8 月 25 日判決 202(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A、B 與 C 銀行於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12 月 26 日締結委託保證契約，A

積欠 B 之款項，由 C 銀行(現為 D 銀行)償還。A 在平成 3 年(西元 1991 年)3 月

31 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與 Y 保險公司締結終身壽險，保險金額 1 億 5,000

萬，指定受益人為 E，其後 A 在同年 7 月 6 日再變更受益人為 F。A 於平成 4

年(西元 1992 年)4 月 1 日，將其終身壽險之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與 B，用

於擔保 A 積欠 B 之債務。D 依委託保證契約代 A 償還積欠 B 之債務，A 總計

積欠 D 銀行 5 億 2,079 萬 2,302 元保證債務，H 信用保證公司在平成 15 年 12

月 12 日代 A 償還之。H 信用保證公司歷經數次公司分割與合併，H 對 A 之債

權由 X 公司承繼。A 在平成 16 年 4 月 3 日死亡，債權人 X 主張其對該終身壽

                                            
201 竹濱修，前揭註，頁 16；梅津昭彦，前揭註，頁 3。 
202 引自岡田豊基，保険金請求権に対する質権設定に関する保険金受取人の同意の要否，神戸

学院法学，41 巻 3・4 号，頁 1047，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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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保險金有質權存在，但 Y 主張依商法第 674 條 203，A 設定質權應得指定受益

人同意，其設定質權無效。債權人 X 以 Y 為被告，受益人 Z 為輔助參加人，向

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2) 判決理由 

東京地方法院認為要保人設定質權，不須得受益人之同意，判決 X 勝訴，

其理由如下：「A 在生前為本件質權設定契約時，A 可能變更本件保險契約之人

壽保險金受益人，輔助參加人 Z 當時被指定為人壽保險金受益人，其權利尚未

確定。因此設定本件保險契約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解釋上該質權設定契約成

立，不以尚未擁有具體權利之受益人 Z 同意為要件，且受益人之權利並無優先

要保人之理由。 

  被告 Y 以其他解釋方法提出疑問，其指出商法第 674 條第 1 項規定，人壽

保險以他人(受益人除外)之死亡為保險事故，該他人有決定受益人之權利。銅

條第二項規定，同條第二項規定為實質確保該他人之決定權，解釋上其權利之

讓與應得該他人同意。但此與本件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死亡之情形不同，且受

益人取得人壽保險金係繼受取得或原始取得乃另一問題，不論如何，並無類推

適用之基礎。基於以上理由，本件質權設定契約，並無輔助參加人 Z 同意之必

要，原告之請求無理由。」204 

2. 東京高判平成 22 年 11 月 25 日判決 205(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在平成 14 年(西元 2002 年)6 月 1 日與 Y 保

險公司締結五年利差紅利養老保險(85 歲滿期)，死亡保險金與滿期保險金總計

1,350 萬元。A 指定 Z(A 之妻)為死亡保險金受益人，A 為滿期保險金受益人。

本件保險契約條款第 28 條第 1 項約定，要保人或其繼承人，得經被保險人之同

意，變更或指定受益人。另一方面，A 在平成 14 年(西元 2002 年)6 月 30 日向

X 借款 2,900 萬元，至平成 17 年(西元 2005 年)6 月 24 日 A 已還款 505 萬元，

其後 A 再無還款。 

                                            
203 商法第 674 条：「訂立因他人之死亡而應給付保險金額之保險契約，應得該他人之同意，但

被保險人為受益人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保險契約所生權利之讓與，應得被保險人之同

意。(第二項)要保人為被保險人之情形，受益人移轉其權利時，或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受讓權

利人，其再為轉讓權利時，依前項規定。」 
204 岡田豊基，保険金請求権に対する質権設定に関する保険金受取人の同意の要否，神戸学院

法学，41 巻 3・4 号，頁 1049-1050，2012 年 3 月。 
205 引自天野康弘，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保険契約者の質権設定の可否[東京高裁平成 22.11.25
判決]，共済と保険，54 巻 2 号，頁 69，20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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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 X 借款時，約定將其五年利差紅利養老保險之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

於 X，並將該保險契約交付與 X，且 Y 保險公司在平成 15 年(西元 2003 年)2 月

6 日受領設定質權通知。A 在平成 17 年 7 月 20 日死亡，債權人 X 向 Y 請求死

亡保險金 1,350 萬元，Y 主張死亡保險金應給付 A 所指定之受益人 Z，質權人

X 得請求者乃滿期保險金或殘障保險金部分。 

(2) 判決理由 

東京高等法院判決 X 勝訴，其理由如下：「本件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保

留其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要保人 A 不僅可隨時變更或撤銷已指定之受益

人，甚至包含受益人指定、變更、撤銷權或其他人壽保險契約權利，得讓與他

人。保險金請求權之歸屬，委諸於 A 之意思。因此 A 就本件保險契約所生之人

壽保險金請求權有一定之處分權，受益人就本件保險契約所生之保險金請求

權，在被保險人死亡前尚未確定，也就是所謂『期待權』。亦即應解釋為本件保

險契約之權利(包含人壽保險金請求權)，屬 A 之財產權且 A 有權處分上述權

利。 

特別是本件係以債權擔保(設定質權)為目的而締結人壽保險契約，身為死

亡保險金受益人之輔助參加人 Z，應受質權設定之限制取得死亡保險金請求

權。本件質權設定已通知一審被告 Y，因一般人壽保險以給付死亡保險金為假

設。若本件質權設定對象限定為滿期保險金及殘障保險金，死亡保險金請求權

並非設定質權對象。A 對一審原告 X 未告知受益人為第三人時，該死亡保險金

請求權並非質權設定對象，A 應向 X 為確認，且此一確認程序極為容易，A 卻

未如此為之……。」206 

第二款 學說 

第一目 受益人應否同意 

 在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通常得變更受益人。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

請求權在事故未發生前，要保人得否處分該保險金請求權，將其設定質權與要

保人之債權人？由於日本保險實務已出現要保人將人壽保險金請求權為質權之

現象，其進一步欲討論者乃要保人設定質權是否應經受益人同意？此涉及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以及要保人債權人之權利之競合。從而日本

學說在保險法制定前，已如同前述判決產生受益人同意說與受益人不須

同意說之見解，以下分別介紹其論述： 

                                            
206 引自天野康弘，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保険契約者の質権設定の可否[東京高裁平成 22.11.25
判決]，共済と保険，54 巻 2 号，頁 71-72，20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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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益人不須同意說 

 此說將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後，再將人壽保險金請求權讓與他人之情形，類

比至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後，要保人再變更受益人之情形，應認要保人已撤銷受

益人之指定。同理，要保人指定受益人，其後將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與他

人，則可解釋為要保人撤銷指定受益人乃附條件。若保險事故發生時，質權所

擔保之債務未消滅，則解釋為要保人已撤銷受益人指定；若保險事故生時，質

權所擔保之債務已消滅，視為條件不成就，要保人並未撤銷受益人 207。因此質

權所擔保債務之消滅，為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停止條件 208。更進一步地說，保

險實務上要保人對保險人所為質權設定通知，符合民法第 364 條規定對第三債

務人之通知，也同時可解釋為要保人對保險人通知指定受益人之撤回，以質權

擔保之債務在保險事故發生仍存在為停止條件 209。 

 另有學說從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論述，其認為通常要保人

保有在保險事故發生前，隨時變更受益人之權利，變更要保人不須經受益人同

意，設定質權當然不須經受益人同意 210。既設定質權可與變更受益人為相同類

比，可解釋為若保險事故發生時，質權擔保債務消滅，保險金歸現有受益人。

若質權擔保債務小於保險金額，則保險金額中擔保債務金額部分歸質權人，其

餘部分歸現有受益人 211。 

2. 受益人同意說 

為第三人利益之人壽保險，其抽象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係屬受益人之固有

權利，僅有受益人得將保險金請求權設定為質權。因此要保人欲將人壽保險金

請求權設定為質權，只能透過變更或指定要保人為受益人，方得設定質權 212。

採此說之學者主要從保險事故發生前，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為出發，其認為受益

人在事故發生前被指定者，受益人擁有附條件之權利，受益人就人壽保險金有

處分之權利 213。另將人壽保險金設定質權，與變更人壽保險受益人乃不同層次

                                            
207 大森忠夫，保険法〔補訂版〕，頁 306，1986 年。 
208 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611。 
209 竹濱修，前揭註 200，頁 19。 
210 竹濱修，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質権設定権者，立命館法学，339・340
号，頁 2454-2456，2011 年。 
211 佐野誠，生命保険契約者による保険金請求権に対する質権設定の可否[東京高裁平成

22.11.25 判決]，福岡大学法学論叢，56 巻 2・3 号，頁 294-295，2011 年 12 月。 
212 中西正明，生命保険法入門，頁 235，2006 年 9 月；潘阿憲，保険法概說，頁 246，2010 年

7 月；桜沢隆哉，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保険契約者が設定した死亡保険

金請求権につき、質権の効力が及ぶか，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252 号，頁 23，2011 年 7
月。 
213 桜沢隆哉，保険契約上の権利の担保的譲渡と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学雑誌，610
号，頁 111，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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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 

若要保人在受益人不知情狀況下，將人壽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而受益

人亦將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則何人為第一順位質權人？何人為第二順位之

質權人？採受益人同意說之論者認為受益人設定之質權為第一順位，要保人設

定之質權乃第二順位。但此類質權順位並未登記，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

應向何一優先順位之質權人給付？因此將設定質權人限於受益人，將可避免保

險人雙重給付之危險 214。 

第二目 保險法制定後 

若從前述判決採受益人不須同意說之見解，似乎該說為日本司法實務

之多數說，然上述判決之基礎皆建立在商法保險章之規定，在日本保險法制定

後，是否有所轉變？  

1. 受益人設定質權之權限 

(1) 否定說 

 此說基於民法第 537 條第三人利益契約，與人壽保險契約有其不同之處。

民法第 537 條規定第三人須有受益之意思表示，其權利始生效。但人壽保險契

約之要保人在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時，不需有受益之意思表示，其「潛在之權

利」即生效，因此要保人可任意變更受益人，剝奪其「潛在權利」。故人壽保險

契約之要保人，與第三人利益契約之債權人權利有所不同 215。因此受益人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之權利，不過係單純之期待，無法設定質權。 

而過去否定受益人得設定質權之主要論據，乃以要保人變更受益人為類

比，但其欠缺明文依據。若按現行保險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受益人之變

更，應對保險人為意思表示。」216，應解釋為要保人就其處分權，與債權人設

定附停止條件之質權設定契約，並通知保險人設定質權，同時為變更受益人之

意思表示 217。 

                                            
214 巻之内茂，保険契約と債権保全をめぐる諸問題（中）（保険契約と債権保全に関する研究

会報告），旬刊金融法務事情，1416 号，頁 29，1995 年 4 月。 
215 竹濱修，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質権設定権者，立命館法学，339・340
号，頁 2458，2011 年。 
216 保険法第 43 条第 2 項：「保険金受取人の変更は、保険者に対する意思表示によってす

る。」 
217 佐野誠，生命保険契約者による保険金請求権に対する質権設定の可否[東京高裁平成

22.11.25 判決]，福岡大学法学論叢，56 巻 2・3 号，頁 298，2011 年 12 月；竹濱修，第三者の

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質権設定権者，立命館法学，339・340 号，頁 2460，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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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肯定說 

保險法之立法擔當官曾提及，雖該法未就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得為讓與或設

質，但享有保險金請求權者乃受益人。因此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設質保

險金請求權與他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變更受益人為自

己 218。顯然立法擔當官採取設定質權人僅有受益人，除非要保人具備受益人身

分。另有認為保險法所引進之介入權制度，其進一步強化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

生前之法律地位。因此在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時，受益人

得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將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之權限 219。 

2. 質權設定之優先劣後 

基本上應肯定質權人權利優先於受益人之權利 220，然而要保人設定之質權

抑或是受益人設定之質權，何者優先？ 

(1) 要保人優先說 

 此說認為受益人並無權利設定質權，從一般債權人角度，受益人設定質權

是否真具有擔保功能，頗值懷疑。再者，單純具受益人身分而設定質權者，在

實務上並不常見。即使肯認受益人可設定質權，依保險法第 47 條規定，應得被

保險人同意，而通常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要保人是否會同意，頗值懷

疑 221。 

(2) 優先設定質權說 

 此說認為要保人與受益人皆有權就將來之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因此何

人優先設定質權，該質權人屬優先順位。至於要保人設定說立基點乃受益人在

保險事故前，法律地位不安定為由，否定受益人設定質權之權限。然此與設定

質權要件並無關係，蓋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請求權，通說認其屬於權利，僅是

                                            
218 荻本修，前揭註 33，頁 191。 
219 田中秀明，生命保険契約者による質権設定と保険金受取人の承諾の要否（東京高判平成

22・11・25），載：保険判例の分析と展開，頁 70，2012 年 3 月；岡田豊基，保険金請求権に

対する質権設定に 関する保険金受取人の同意の要否，神戸学院法学，41 巻 3・4 号，頁

1064，2012 年 3 月。 
220 道垣内弘人，保険契約に基づく権利の担保化（上)，旬刊金融法務事情，1419 号，頁 30-
31，1995 年 5 月；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215；山下孝之，前揭註 145，頁 75。 
221 竹濱修，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質権設定権者，立命館法学，339・340
号，頁 2462-2463，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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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權利擁有主體不同，不能因主體歸屬不同，而否定受益人所設定之質權 222。

然而受益人未設定質權，要保人已設定質權，此時仍應認為質權人之權利優先

於要保人與受益人，質權人得就擔保部分，以保險金清償之。若保險有剩餘部

分，則由受益人取得。 

第三節 受益人與破產法之規範 

 人壽保險之要保人為債務人或破產人時，日本保險法顧及要保人照護受益

人之目的，避免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之債權人為取得解約金，將人壽保

險契約效力終止。因此引進介入權制度，給予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抗

衡債權人之權利。另一方面，人壽保險之受益人為破產人時，其抽象的保險給

付請求權 223是否應列入破產財團為分配？此涉及對於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

之保險金請求權定位。以下分從保險法介入權規範及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於

破產程序之處理，觀察受益人在破產程序之法律地位： 

第一項 保險法介入權規範 

日本保險法介入權規範涉及破產法、民事執行法與民法相關規定，或許立

法者考量與其在破產法、民事執行法與民法為分別規範受益人介入權，不如在

保險法中規定。由於介入權制度並非日本保險實務所發展而來，係外國法制之

引進。因此以下分別按照介入權制度發展之順序，介紹當初引進介入權之相關

討論，其後之介入權草案規定，以及保險法規定介入權後所產生之適用問題： 

第一款 外國法例之參照 

 日本在引進介入權制度，主要以歐陸國家保險法規定為參考，而瑞士相較

於德國與奧地利，其是最早在保險法規範介入權之國家。其後奧地利與德國紛

紛仿照瑞士保險法介入權之立法精神，制定介入權規定。以下分就介入權制定

時間順序說明之： 

                                            
222 桜沢隆哉，前揭註 212，頁 21。 
223 本文在第二節第四項人壽保單之設質，曾討論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請求權，由

於此處所欲探討乃該請求權在破產程序之適用，因此採用日本破產實務之用語，將其稱為「抽

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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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瑞士保險契約法 

1. 保險給付請求權免於執行 

瑞士 1908 年保險法第 79 條規定：「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或其保險給付請求

權遭扣押時，受益人權益消滅。當扣押失效或破產程序被撤銷，受益人權益則

再次復活。(第一項)若要保人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權利，則要保人之債權人不

得強制執行受益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第二項)」224該條第 2 項創設要保人若

放棄指定受益人權利時，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之第一個例外。其後第 80 條

規定再創設第二個例外，第 80 條規定：「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為

受益人者，除有擔保權之情形外，受益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及要保人之保險給

付請求權，不得為要保人之債權人利益而受強制執行。」225該條主要適用範圍

乃個人保險 226，且要保人必須為被保險人，為第三人利益投保之人壽保險則不

適用本條規定 227。該條規定不得為要保人之債權人利益，強制執行要保人之保

險給付請求權(Versicherungsanspruch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以及受益人之保

險給付請求權。前者所稱之受益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通常係指死亡保險金給

付 228；後者所稱之要保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係指要保人之生存保險金請求權

與解約金請求權 229。換言之，要保人(同時為被保險人)若指定受益人為自己之

配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者，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解約金。但受

益人之債權人欲強制執行受益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則不在瑞士保險法第 80 條

限制範圍內 230。 

                                            
224 Art. 79 
1 Die Begünstigung erlischt mit der Pfändung des Versicherungsanspruches und mit der 
Konkurseröffnung, über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Sie lebt wieder auf, wenn die Pfändung dahinfällt 
oder der Konkurs widerrufen wird. 
2 Hat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auf das Recht, die Begünstigung zu widerrufen, verzichtet, so 
unterliegt der durch die Begünstigung begründete Versicherungsanspruch nicht der 
Zwangsvollstreckung zugunsten der Gläubiger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225 Art. 80 
Sind der Ehegatte, die eingetragene Partnerin, der eingetragene Partner oder Nachkommen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Begünstigte aus einem Lebensversicherungsvertrag, so treten sie, sofern sie es 
nicht ausdrücklich ablehnen, im Zeitpunkt, in dem gegen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ein Verlustschein vorliegt oder über ihn der Konkurs eröffnet wird, an seiner Stelle in die Rechte und 
Pflichten aus dem Versicherungsvertrag ein. 
226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Privatrecht, Bundesgesetz über 
den Versicherungsvertrag (VVG), Helbing & Lichtenhahn, Basel/Genf/München 2001, § 80, Rn. 5. 
227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 § 80, Rn. 7. 
228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 § 80, Rn. 12. 
229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 § 80, Rn. 13. 
230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 § 80, R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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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入權(Eintrittsrecht) 

第 81 條則規定：「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為人壽保險契約受益

人者，除受益人明白拒絕外，在要保人收到債權憑證(Verlustschein)231或進入破

產程序時，受益人得取代要保人其保險契約上之權利義務，而介入之。(第一

項)受益人向執行處或破產管理人提出證明書，並負向保險人通知保險契約之義

務。受益人有數人者，受益人應指定一名代理人接受保險人之通知。(第二

項)」232若依瑞士保險法第 80 條規定，指定受益人為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之

伴侶或子孫者，要保人之債權人將無法強制執行要保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似

乎無制定介入權之必要性。但瑞士保險法立法者認為第 81 條與第 80 條可同時

適用 233。換言之，立法者賦予受益人兩項保障：其一乃受益人為要保人之配

偶、已登記之伴侶或子孫者，其保險給付請求權得免於要保人之債權人聲請強

制執行；其二乃受益人為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之伴侶或子孫者，為避免要保

人其後變更受益人，於要保人受強制執行或進入破產程序之際，由受益人行使

介入權取代要保人之權利義務。由於第 81 條文義未限制該壽險契約需具有保單

現金價值，因此解釋上無保單現金價值之壽險契約，受益人亦得行使介入權
234。 

3. 買受權(Übernahmsrecht) 

上述瑞士保險法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皆賦予受益人排除強制執行之權

利，若無法依第 80 條及第 81 條排除強制執行，例如要保人在陷入無清償能力

前，將其資產購買躉繳型壽險並指定親屬為受益人，或就現有壽險繳納保費並

指定親屬為受益人 235。要保人之債權人若可證明要保人有詐害債權之意圖，得

依破產法第 288 條規定撤銷要保人所締結保險契約，或撤銷受益人之指定。又

                                            
231 Verlustschein 係指按瑞士 1889 年聯邦債權執行與破產法(SchKG)規定，依強制執行或破產程

序執行債務人之財產，可滿足債權但執行無效果，或僅得部分滿足債權，進而所發與債權人之

證書。此一概念類似我國強制執行法第 27 條之債權憑證。 
232 Art. 81 
1 Sind der Ehegatte, die eingetragene Partnerin, der eingetragene Partner oder Nachkommen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Begünstigte aus einem Lebensversicherungsvertrag, so treten sie, sofern sie es 
nicht ausdrücklich ablehnen, im Zeitpunkt, in dem gegen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ein Verlustschein 
vorliegt oder über ihn der Konkurs eröffnet wird, an seiner Stelle in die Rechte und Pflichten aus dem 
Versicherungsvertrag ein. 
2 Die Begünstigten sind verpflichtet, den Übergang der Versicherung durch Vorlage einer 
Bescheinigung des Betreibungsamtes oder der Konkursverwaltung dem Versicherer anzuzeigen. Sind 
mehrere Begünstigte vorhanden, so müssen sie einen Vertreter bezeichnen, der die dem Versicherer 
obliegenden Mitteilungen entgegenzunehmen hat. 
233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1, Rn. 1. 
234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1, Rn. 2. 
235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2, 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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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保人未依第 80 條規定指定受益人為配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者 236，此時

要保人之債權人皆可強制執行要保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瑞士保險法立法者再

於第 86 條賦予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伴侶及子孫，行使移轉保險給付請求權之

機會。 

瑞士保險法第 86 條規定：「債務人以自己生命所締結人壽保險契約所生請

求權，其受強制執行法或破產法之換價處分時，債務人之配偶或子孫經債務人

同意，得給付解約金額，請求將其保險給付請求權移轉與自己。(第一項)前項

保險給付請求權已供擔保，且受強制執行法或破產法之換價處分時，債務人之

配偶或子孫，得經債務人同意，清償被擔保債權。若擔保債權低於解約金額

時，給付解約金額後，得請求債務人將保險給付請求權移轉於自己。(第二項)

債務人之配偶或子孫，在債權換價前，應向執行處或破產管理人為上述請求。

(第三項)」237 

從該條第 1 項文義可得知，其與第 80 條規定相同，皆適用於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為同一人之壽險契約。惟第 86 條與第 81 條有其不同之處，第 81 條介入權

之行使，須向執行處或破產管理人提出證明書，且該壽險不須具有保單現金價

值；第 86 條移轉保險給付請求權之行使，則須得要保人之同意 238，且該壽險

須有保單現金價值 239。而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之伴侶或子孫行使第 86 條權

利之法律效果，並非如第 81 條規定成為新要保人，其係承繼要保人之保險給付

請求權。因此要保人尚未繳納保費之義務，仍由要保人負擔 240。指定變更受益

人之權利，仍歸要保人所有 241。由於要保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已歸第三人所

有，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之債權人無法聲請法院對其壽險保單為強制執

行。 

                                            
236 W. Koenig, Schweizerisches Privatversicherungdrecht, 3. Aufl., 1967, S. 448;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6, Rn. 1. 
237 Art. 86 
1 Unterliegt der Anspruch aus einem Lebensversicherungsvertrag, den der Schuldner auf sein eigenes 
Leben abgeschlossen hat, der betreibungs-oder konkursrechtlichen Verwertung, so können der 
Ehegatte, die eingetragene Partnerin, der eingetragene Partner oder die Nachkommen des Schuldners 
mit dessen Zustimmung verlangen, dass der Versicherungsanspruch ihnen gegen Erstattung des 
Rückkaufspreises übertragen wird. 
2 Ist ein solcher Versicherungsanspruch verpfändet und soll er betreibungs-oder konkursrechtlich 
verwertet werden, so können der Ehegatte, die eingetragene Partnerin, der eingetragene Partner oder 
die Nachkommen des Schuldners mit dessen Zustimmung verlangen, dass der Versicherungsanspruch 
ihnen gegen Bezahlung der pfandversicherten Forderung oder, wenn diese kleiner ist als der 
Rückkaufspreis, gegen Bezahlung dieses Preises übertragen wird. 
3 Der Ehegatte, die eingetragene Partnerin, der eingetragene Partner oder die Nachkommen müssen ihr 
Begehren vor der Verwertung der Forderung bei dem Betreibungsamt oder der Konkursverwaltung 
geltend machen. 
238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6, Rn. 6. 
239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6, Rn. 5. 
240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6, Rn. 8. 
241 Honsell/Vogt/ Schnyder/Küng, a.a.O.(Fn. 226), § 86,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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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奧地利保險契約法 

奧地利在引進介入權時，僅參考瑞士保險法第 86 條收買權規定，未參考第

80 條之規定。大森忠夫教授認為瑞士保險法第 86 條賦予要保人親屬給付相當

金額免於強制執行，卻未使要保人之親屬成為新要保人，實為不妥。奧地利除

去瑞士保險法買受權制度缺點 242，僅參考第 86 條有償主義之立法，值得讚揚
243。因此奧地利 1917 年保險契約法第 150 條規定：「保險金請求權遭強制執行

或要保人之財產進入破產程序者，指定受益人得經要保人之同意，代要保人介

入保險契約。受益人介入時，其就終止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之

金額範圍內，對扣押債權人或破產財團為清償。（第一項）未指定受益人或已指

定受益人而未載明姓名時，要保人之配偶及子女，與受益人有同樣權利。（第二

項）介入是指介入權人在知悉假扣押時或破產程序開始時起 1 個月內，得對保

險人通知為給付（第三項）。」244 

第三目 德國保險契約法 

德國曾在 1938 年與奧地利合併，為消除德奧兩國法制之不同，德國保險契

約法在 1939 年曾些微修正。其中該次修正引進奧地利保險契約法之介入權制

定。因此 1939 年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7 條規定：「保險金請求權遭假扣押或強

制執行，或要保人之財產進入破產程序者，指定受益人得經要保人之同意，代

要保人介入保險契約。受益人介入時，其就終止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得向保險

人請求之金額範圍內，對扣押債權人或破產財團為清償。（第 1 項）未指定受益

人或已指定受益人而未載明姓名時，要保人之配偶及子女，與受益人有同樣權

利。（第 2 項）介入是指介入權人在知悉假扣押時或破產程序開始時起 1 個月

內，得對保險人通知為給付（第 3 項）。」245 

當時立法理由為：「本規定乃為達成人壽保險保障家屬目的之初步作為，保

險金請求權遭強制執行或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時，其人壽保險契約有提早消滅

之危險。保險人於此時有義務所為之給付，通常為少數金額。為保障要保人明

示或默示意思下，指定享有人壽保險相關利益之人，減少其不必要之損失。因

此規定介入權人，即指定之受益人，或未指定受益人時，要保人之配偶及子

                                            
242 瑞士保險法第 80 條與第 86 條相互矛盾，有日本學者認為此係兼採有償原則與無償原則之立

法，反而應參考之。參見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

調整を中心として-5-，法学協会雑誌，110 卷 3 号，頁 400-401，1993 年。 
243 大森忠夫，保険契約者の破産と受取人の介入権，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題，頁 143，
1958 年 10 月。 
244 大森忠夫，前揭註，頁 144。 
245 新井修司、金岡京子共訳，日本損害保険協会、生命保険協会編，ドイツ保険契約法：2008
年 1 月 1 日施行，頁 480，200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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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得使人壽保險契約存續。」246 

現行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保險債權遭假扣押、強制執行或要保

人破產程序開始時，指定受益人得經要保人之同意，代要保人介入保險契約。

受益人介入時，其就終止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之金額範圍內，

對扣押債權人或破產財團為清償。（第一項）未指定受益人或已指定受益人而未

載明姓名時，要保人之配偶或人生伴侶及要保人之子女，與受益人有同樣權

利。（第二項）介入是指介入權人在知悉假扣押時或破產程序開始時起 1 個月

內，得對保險人通知為給付（第三項）。」247該規定與 1939 年德國保險契約法

第 177 條規定，並無太大不同，僅現行規定增加介入權主體為要保人之伴侶。 

第四目 立法例之選擇 

 日本最早提倡引進介入權制度者乃大森忠夫教授，其立基於要保人之債權

人得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因此有必要引進介入權

制度保障受益人。從而大森忠夫教授介紹美國、德國、法國、瑞士、奧地利等

國制度 248，其認為當時日本已透過制定各種特別法之方式，禁止債權人對保險

給付為強制執行。例如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50 條 249、郵便年金法第 35 條 250、健

康保險法第 68 條及第 69 條 251、失業保險法第 25 條 252及厚生年金保險法第 41

條 253等規定。 

其中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50 條現已改為第 81 條規定：「下列應受領保險金之

權利，不得扣押：一、被保險人死亡時所給付之保險金。二、被保險人達特定

要介護狀態，依保險約款所定期間持續給付之保險金。三、依第 76 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所給付之保險金。四、依特約給付之保險金(依保險約款所訂期間內被保

險人生存所給付之保險金除外)。(第一項)依第 5 條第 1 項所應受領之年金權

                                            
246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6-，
法学協会雑誌，110 卷 7 号，頁 1036，1993 年。 
247 新井修司、金岡京子共訳，前揭註 245，頁 480。 
248 大森忠夫，アメリカにおける生命保険契約上の権利と保護，所報，7 号，頁 98-121，1961
年 3 月。 
249 現已改為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81 條規定。 
250郵便年金法第 35 條規定：「年金給付事由發生前，年金契約當事人受破產宣告時(年金契約當

事人以外之人為返還金受益人之年金契約，除依第 28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為意思表示外)，年金

受益人得年金契約當事人同意，交付破產管理人依第 27 條規定終止年金契約應給付之返還金，

或依前條但書規定得扣押之相當金額。並向破產管理人為繼承年金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之意思

表示時，該年金契約受益人視為繼承其權利義務。(第一項)前項繼承，未對國家通知者，國家

得以其對抗之。(第二項)依第一項規定向破產管理人所交付之金額，屬於破產財團。(第三項)」 
251 現改為健康保險法第 61 條規定：「受領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為讓與、擔保或扣押。」 
252 失業保險法第 25 條規定：「受領失業保險金之權利，不得讓與及扣押。」 
253 厚生年金保險法第 41 條規定：「受領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與、擔保或扣押。但受年金保

險給付之權利依其他法令得供擔保，以及受領老年厚生年金權利因遲繳國稅而被扣押，不在此

限。(第一項) 租稅及其他公課，以收到款項作為保險給付標準，不得再課與。但老年厚生年金

則不在此限。(第二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0 
 

利，不得扣押之。但該年金給付係以終身年金保險附介護增額年金特約方式，

除增額年金給付以外，其超過給付期間一半金額之受領年金權利被扣押，以及

因遲繳國稅而被扣押，則不在此限。」254此規定可觀察出，日本立法者對於其

他帶有政府色彩之保險給付，並非允許債權人扣押。 

從而大森忠夫教授認為既然立法者已就其他帶有政府色彩之保險給付為規

範，而人壽保險給付，並非當然如同前述規範禁止扣押，其建議應仿照當時德

國保險契約法第 177 條規定，制定介入權。 

第二款 2005 年人壽保險法草案 

 在大森忠夫教授呼籲引進德國介入權規範後，日本在 2005 年人壽保險法草

案中，關於介入權之規範幾乎完全參照德國保險契約法規定。以下分別介紹其

草案內容，並說明該草案規定之缺失。 

第一目 草案內容 

日本在 2005 年曾提出人壽保險法修正草案，在不分離原商法保險章規定之

情形下，建議在商法第 677 條之 2 規定：「要保人以外之第三人為受益人，其保

險契約所生權利被要保人之債權人假扣押或扣押時，身為第三人之受益人，得

經要保人同意，於假扣押債權人之債權額假扣押命令或扣押債權人之債權額扣

押命令送達時，要保人若終止契約，得從保險人處取得之金額，任一較低金額

向假扣押債權人或扣押債權人為給付，受益人得取代原要保人地位成為要保

人。要保人同意應以書面為之約定，不妨礙受益人權利之行使。(第一項)要保

人已受破產裁定時，受益人若為第三人，得經要保人同意，於破產債權額或破

產裁定時，要保人若終止契約，得從保險人處取得之金額，任一較低金額向破

產財團為給付，受益人得取代原要保人地位成為要保人。要保人同意應以書面

為之約定，不妨礙受益人權利之行使。(第二項)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受益人權

利，其於假扣押命令、扣押命令送達時或破產裁定時起一個月內不行使者，其

權利消滅之。在該期間經過前，保險契約不得終止。(第三項)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受益人取得要保人地位者，已行使權利之受益人若未對保險人為通知，不得

                                            
254 簡易生命保険法第 81 条：「1 次に掲げる保険金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は、差し押さえること

ができない。一、被保険者が死亡したことにより支払う場合の保険金。二、被保険者の特定

要介護状態が保険約款の定める期間継続したことにより支払う場合の保険金。三、第七十六

条第一項及び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り支払う場合の保険金。四、特約に係る保険金（被保険者の

生存中にその保険期間又は保険約款の定める期間が満了したことにより支払うものを除く。）

2 第五条第一項の年金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は、差し押さ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だし、当該

年金のうち介護割増年金付終身年金保険の保険契約に係る割増年金以外のものにあつては、

その支払期における金額の二分の一に相当する額を超える額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を差し押さ

える場合及び国税滞納処分（その例による処分を含む。）により差し押さえる場合は、この限

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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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保險人。約定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不妨礙保險人之抗辯。(第四項)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於要保人之債權人依民法第 423 條規定代位要保人

對保險人行使契約終止權，並請求保險人給付終止後之金額情況，準用之。」
255 

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下：「人壽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一

般而言係為保障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之生活為目的。但人壽保險契約遭扣

押債權人或破產管理人行使契約終止權後，其契約消滅，將無法達成保障受益

人生活之目的。特別是當被保險人身體狀況惡化時，再為締結人壽保險契約有

所困難，對死亡保險金受益人所影響之利益甚大。……若肯認要保人之債權人

或破產管理人得行使契約終止權，使人壽保險契約消滅，因對受益人影響之利

益甚大，在不有害債權人利益範圍內，透過立法保護受益人並非不可能。從此

一觀點，商法第 677 條之 2 草案，係以保護受益人之利益為目的，同時參考德

國保險契約法第 177 條規定(註：此指德國 1939 年之保險契約法，現今該條已

改置於第 170 條)，制定受益人介入權之規定。」256 

                                            
255 商法第 677 条の 2：「保険契約者以外の第三者が保険金受取人である保険契約に基づく権

利を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が仮差押えしまた差し押さえたときは、第三者である保険金受取人

は、保険契約者の同意を得て、仮差押債権者もしく差押債権者の債権額また仮差押命令もし

くは差押命令の送達の時に解約がなされならば保険者から支払い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る金額

のいずれか少ない額を仮差押債権者もしく差押債権者に支払うことにより、保険契約者に代

わって自ら保険契約者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る。保険契約者の同意は書面によるべきことを約定

することを妨げない。2 保険契約者が破産手続開始の決定を受けたときは、第三者である保

険金受取人、保険契約者の同意を得て、破産債権の額また破産手続開始の決定の時に解約さ

れたならば保険者から支払い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る金額のいずれか少ない額を破産財団に支払

うことにより、保険契約者に代わって自ら保険契約者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る。保険契約者の同

意は書面によるべきことを約定することを妨げない。3 第 1 項また第 2 項の保険金受取人の

権利は、保険金受取人が仮差押命令もしくは差押命令の送達の時また破産手続開始の決定の

時から 1 か月以内に行使しなければ、消滅する。この期間を経過するまでは、保険契約は解

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4 第 1 項また第 2 項の保険金受取人による保険契約者の地位の取得

は、その権利の行使した保険金受取人が保険者に対してその旨を通知しなければ、これを保

険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通知に書面によるべきことを約定することを妨げない。5
第 1 項、第 3 項および第 4 項の規定は、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が民法第 423 条の規定による保

険契約者の代位して保険者に対し保険契約を解約により支払われるべき金額の支払いを請求

する場合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256 遠山優治，いわゆる「保険金受取人の介入権」導入にあたっての問題点，生命保険論集，

156 号，頁 98-99，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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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草案內容之批評 

1. 行使介入權之要件 

(1) 債務人遭假扣押並非必要 

 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人壽保險契約所生權利被要保人之債

權人假扣押時，受益人得行使介入權。但依日本民事保全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

定：「依民事執行法第 134 條規定對債權為假扣押，執行法院應發出第三債務人

對債務人清償之禁止命令。」257假扣押僅禁止保險人對要保人為人壽保險契約

相關給付，並非使保險契約終止，對於受益人而言並無任何影響，故假扣押不

應為介入權之發動要件 258。 

(2) 應增加債務人進入民事再生程序 

民事再生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再生債務人與他方所為之雙務契約，於

再生程序開始時，該契約仍持續或尚未履行完畢者，再生債務人得解除契約或

請求他方履行債務。」259第 66 條規定：「發出管理命令時，再生債務人之業務

執行及財產之管理處分權利，由法院選任之再生管理人專屬之。」260從此二條

規定可得知，民事再生法仿照破產法第 53 條規定，設置再生管理人就債務人之

權利為行使。從而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僅就要保人被裁定宣告破

產時，受益人得行使介入權，卻未規範要保人進入民事再生程序之情形，顯有

不足 261。 

(3) 被保險人同意要件 

 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規定，介入權人經原要保人同意，行使介入權後，

                                            
257 民事保全法第 50 条第 1 項：「民事執行法第百四十三条 に規定する債権に対する仮差押え

の執行は、保全執行裁判所が第三債務者に対し債務者への弁済を禁止する命令を発する方法

により行う。」 
258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5。 
259 民事再生法第 49 条第 1 項：「双務契約について再生債務者及びその相手方が再生手続開始

の時において共にまだその履行を完了していないときは、再生債務者等は、契約の解除を

し、又は再生債務者の債務を履行して相手方の債務の履行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260 民事再生法第 66 条：「管理命令が発せられた場合には、再生債務者の業務の遂行並びに財

産の管理及び処分をする権利は、裁判所が選任した管財人に専属する。」 
261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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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承繼原要保人之法律地位，成為新要保人。從防範道德危險角度觀之，人壽

保險契約締結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時，依當時商法第 674 條規定，

要保人應取得被保險人之同意。在介入權人依法律規定取得要保人地位後，似

應賦予被保險人再次同意之權利 262，因此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應增加被保險

人同意之要件。 

2. 法律效果 

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規定，受益人行使介入權，經要保人同意，直接承

繼要保人地位。有質疑是否受益人須承繼要保人地位，始能保障受益人。因此

其就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條規定三種情形為討論： 

(1) 要保人破產 

要保人被宣告破產，其被宣告時之財產，形成破產財團。除民事執行法或

其他法令特別規定禁止扣押之財產，若對破產人及其家人有生活保障機能之財

產，可列入自由財產 263當中 264。在破產實務上，通常將要保人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認定為自由財產，因此介入權之規定，阻卻破產管理人行使破產人之權利終

止人壽保險契約，即已足夠，法律並無強制規定要保人之法律地位移轉至介入

權人(受益人)265。 

事實上，日本破產法院實務將 20 萬日圓解約金以下之人壽保險，解釋為自

由財產，不須列入破產財團分配 266。且依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第 12 款規定
267，破產管理人得放棄破產人之解約金請求權，此一「放棄」可解釋為破產管

理人放棄該解約金請求權之管理處分權 268。以東京地方法院實務為例，若破產

人對破產管理人繳納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破產管理人可經法院許可，放棄該

解約金請求權 269，其實質上達到介入權之法律效果。 

                                            
262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3。 
263 自由財產係指在破產程序中，不屬於破產財團之破產人財產。此類財產如禁止扣押財產或破

產程序後所取得之新財產，破產人得自由處分之。參見法令用語研究会 編，前揭註 38，頁

546。 
264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3。 
265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0。 
266 東京地裁破產再生実務研究会，破産・民事再生の実務，頁 56，2009 年 3 月 2 版；山下友

信、永沢徹編，論点体系 保険法 2，頁 231，2014 年 7 月。 
267 日本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破產管理人為下列行為時，應得法院之許可：十二、權利

之放棄。」 
268 谷口安平，現代倒産法入門，頁 56，1999 年 5 月 2 版。 
269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前揭註 266，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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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保人之債權人收取解約金 

 要保人之債權人得先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其人壽保險之解約金給付請求

權，在扣押命令送達保險人處一週後，扣押債權人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收取權，得以自己名義終止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使債權人取得

解約金受償。但民事執行法第 152 條規定，維持生計之繼續性給付債權或具推

休金或津貼性質之債權，不得為扣押，已就扣押範圍為相當之限制。因此債權

人欲透過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終止債務人之年金保險，並非可行 270。 

另要保人之債權人扣押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受益人依民事

執行法第 156 條規定向法院提存解約金，則可視為該扣押命令撤銷。但扣押債

權額通常高於解約金額度，即使受益人提存解約金額，仍無法消滅全部扣押債

權。為避免債權人在撤銷扣押命令後，再為扣押，使介入權人取得要保人地

位，實有必要 271。 

(3) 要保人之債權人代位終止契約 

 要保人之債權人依民法第 243 條代位要保人終止契約，以取得解約金，滿

足其債權。若受益人給付解約金額與要保人之債權人，則可視為債權人未代位

行使契約終止權。然此一問題與前述債權人收取解約金之情形類似，債權人之

債權額，通常高於解約金額，難以避免債權人再次行使代位權。因此為保障受

益人之權益，當受益人給付解約金額時，應賦予受益人取得要保人之法律地位
272。 

 綜上所述，學說認為行使介入權之法律效果，使介入權人成為要保人，於

要保人破產時，並不適當 273。 

第三款 現行保險法介入權規定 

 現行保險法介入權規定，除參照前述修正草案第 677 條之 2 規定內容，並

依前述之修改意見為制定，因此就保險法介入權行使要件之說明，茲不再論

述。以下僅就保險法規定介入權條文內容與適用上可能產生之問題為說明： 

                                            
270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1。 
271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1。 
272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1-112。 
273 遠山優治，前揭註 256，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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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介入權規定內容 

日本在 2008 年制定保險法後，其介入權之規定分別規範在保險法第 60 條

及第 89 條，此乃因配合此次保險法體例將保險種類區分為人壽、財產及傷害疾

病定額保險三大類。具有保單價值之保險契約除人壽保險外，尚有傷害疾病定

額保險，故在人壽保險章與傷害疾病定額保險章，分別規範介入權。以下分就

保險法章節介紹日本介入權規定，並說明其立法目的： 

1. 人壽保險介入權規定 

第 60 條規定：「扣押債權人、破產管理人或死亡保險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

(本條第 2 項與第 62 條皆稱終止權人)得終止該死亡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限於第

63 條所規定之責任準備金，本條第 2 項與第 61 條第 1 項皆同)，保險人在收受

終止契約通知時起 1 個月後，生終止之效力。(第一項)受益人(依前項規定為通

知時，除要保人外，限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親屬，抑或被保險人，在本條第

3 項及第 61 條皆以介入權人稱之)經要保人之同意，在前項期間經過中，通知繳

納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若該當通知之日同時發生終止死亡保險契約

之效力時，保險人應向終止權人給付解約金。但已對保險人通知給付相當解約

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者，不生終止效力。(第二項)在第 1 項所規定之扣押程

序、要保人破產、再生或更生程序下，終止權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介入權

人依前項規定為給付及給付通知，視為保險人在該當扣押程序、要保人破產、

再生或更生程序中，已給付終止契約後之解約金。(第三項)」274 

第 61 條規定：「要保人對保險人終止死亡保險契約所產生之金錢債權，扣

押該金錢債權之債權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向保險人為通知後，保險人若得依民

事執行法(昭和 54 年法律第 4 號)及其他法令，將與前條第二項扣押相關之金錢

債權(相當於解約金)為提存時，介入權人得以提存方式為前條第二項之給付。

                                            
274 保険法第 60 条：「1 差押債権者、破産管財人その他の死亡保険契約（第 63 条に規定する

保険料積立金があるものに限る。次項及び次条第一項において同じ。）の当事者以外の者で当

該死亡保険契約の解除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次項及び第 62 条において「解除権者」とい

う。）がする当該解除は、保険者がその通知を受けた時から一箇月を経過した日に、その効力

を生ずる。2 保険金受取人（前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の時において、保険契約者である者を除

き、保険契約者若しくは被保険者の親族又は被保険者である者に限る。次項及び次条におい

て「介入権者」という。）が、保険契約者の同意を得て、前項の期間が経過するまでの間に、

当該通知の日に当該死亡保険契約の解除の効力が生じたとすれば保険者が解除権者に対して

支払うべき金額を解除権者に対して支払い、かつ、保険者に対してその旨の通知をしたとき

は、同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は、その効力を生じない。3 第 1 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の意思表示が差

押えの手続又は保険契約者の破産手続、再生手続若しくは更生手続においてされたものであ

る場合において、介入権者が前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及びその旨の通知をしたときは、当該差

押えの手続、破産手続、再生手続又は更生手続との関係においては、保険者が当該解除によ

り支払うべき金銭の支払をしたものとみな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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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有關前項通知情形，介入權人若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向保險人給付與該

扣押相關之金錢債權時，保險人依民事執行法及其他法令有提存義務時，介入

權人應依提存方式為前條第二項之給付。(第二項)介入權人依前二項規定以提

存方式給付時，該提存與扣押程序之關係，視為保險人以提存方式為給付。(第

三項)介入權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為提存時，依民事執行法及其他法令規

定，第三債務人應向執行法院、官廳或公署為申報。」275 

第 62 條規定：「依第六十條第一項為通知時發生終止之效力，或依第六十

條第二項規定未生終止效力前，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應為保險給付時，保

險人在該當應給付保險金額內，應對終止權人給付第六十條第一項之金額。於

此情形下，若該當保險給付金額扣除給付終止權人金額仍有餘額時，應給付受

益人。(第一項)前項規定保險人對終止權人之給付，準用第六十一條規定。」
276 

2. 傷害疾病定額保險介入權規定 

保險法第 89 條規定：「扣押債權人、破產管理人或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契約

當事人以外之人(本條皆稱終止權人)得終止該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契約(解約金額

限於第 92 條所規定之責任準備金，自本條至第 91 條皆同)，保險人在收受終止

契約通知時起一個月後，生終止之效力。(第一項)受益人(依前項規定為通知

時，除要保人外，限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親屬，抑或被保險人，在本條第 3

項及第 90 條皆以介入權人稱之)經要保人之同意，在前項期間經過中，通知繳

納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若該當通知之日同時發生終止死亡保險契約

之效力時，保險人應向終止權人給付解約金。但已對保險人通知給付相當解約

                                            
275 保険法第 61 条：「1 死亡保険契約の解除により保険契約者が保険者に対して有することと

なる金銭債権を差し押さえた債権者が前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をした場合において、同条

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の時に保険者が当該差押えに係る金銭債権の支払をするとすれば民

事執行法 （昭和五十四年法律第四号）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

きは、介入権者は、当該供託の方法により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2 前
項の通知があった場合において、前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の時に保険者が当該差押えに

係る金銭債権の支払をするとすれば民事執行法 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の義務を負う

ときは、介入権者は、当該供託の方法により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3 
介入権者が前二項の規定により供託の方法による支払をしたときは、当該供託に係る差押え

の手続との関係においては、保険者が当該差押えに係る金銭債権につき当該供託の方法によ

る支払をしたものとみなす。4 介入権者は、第一項又は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をしたとき

は、民事執行法 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り第三債務者が執行裁判所その他の官庁又は公署に

対してすべき届出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76 保険法第 62 条：「1 第六十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の時から同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の効力が

生じ、又は同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り当該解除の効力が生じないこととなるまでの間に保険事

故が発生したことにより保険者が保険給付を行うべきときは、当該保険者は、当該保険給付

を行うべき額の限度で、解除権者に対し、同項に規定する金額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この場合において、保険金受取人に対しては、当該保険給付を行うべき額から当該解除権者

に支払った金額を控除した残額について保険給付を行えば足りる。2 前条の規定は、前項の

規定による保険者の解除権者に対する支払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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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者，不生終止效力。(第二項)在第 1 項所規定之扣押程

序、要保人破產、再生或更生程序下，終止權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介入權

人依前項規定為給付及給付通知，視為保險人在該當扣押程序、要保人破產、

再生或更生程序中，已給付終止契約後之解約金。(第三項)」277 

第 90 條規定：「要保人對保險人終止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契約所產生之金錢

債權，扣押該金錢債權之債權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向保險人為通知後，保險人

若得依民事執行法(昭和 54 年法律第 4 號)及其他法令，將與前條第二項扣押相

關之金錢債權(相當於解約金)為提存時，介入權人得以提存方式為前條第二項

之給付。(第一項)有關前項通知情形，介入權人若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向保險人

給付與該扣押相關之金錢債權時，保險人依民事執行法及其他法令有提存義務

時，介入權人應依提存方式為前條第二項之給付。(第二項)介入權人依前二項

規定以提存方式給付時，該提存與扣押程序之關係，視為保險人以提存方式為

給付。(第三項)介入權人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為提存時，依民事執行法及其

他法令規定，第三債務人應向執行法院、官廳或公署為申報。」278 

第 91 條規定：「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為通知時發生終止之效力，或依第八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生終止效力前，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給付該保險給付

將使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人在該當應給付保險金額內，應對終止權人給付第

八十九條第一項之金額。於此情形下，若該當保險給付金額扣除給付終止權人

                                            
277 第八十九条：「1 差押債権者、破産管財人その他の傷害疾病定額保険契約（第九十二条に

規定する保険料積立金があるものに限る。以下この条から第九十一条までにおいて同じ。）の

当事者以外の者で当該傷害疾病定額保険契約の解除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次項及び同条

において「解除権者」という。）がする当該解除は、保険者がその通知を受けた時から一箇月

を経過した日に、その効力を生ずる。2 保険金受取人（前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の時において、

保険契約者である者を除き、保険契約者若しくは被保険者の親族又は被保険者である者に限

る。次項及び次条において「介入権者」という。）が、保険契約者の同意を得て、前項の期間

が経過するまでの間に、当該通知の日に当該傷害疾病定額保険契約の解除の効力が生じたと

すれば保険者が解除権者に対して支払うべき金額を解除権者に対して支払い、かつ、保険者

に対してその旨の通知をしたときは、同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は、その効力を生じない。3 第一

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の意思表示が差押えの手続又は保険契約者の破産手続、再生手続若しくは

更生手続においてされたものである場合において、介入権者が前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及びそ

の旨の通知をしたときは、当該差押えの手続、破産手続、再生手続又は更生手続との関係に

おいては、保険者が当該解除により支払うべき金銭の支払をしたものとみなす。」 
278 保険法第 90 条：「1 傷害疾病定額保険契約の解除により保険契約者が保険者に対して有す

ることとなる金銭債権を差し押さえた債権者が前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をした場合におい

て、同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の時に保険者が当該差押えに係る金銭債権の支払をすると

すれば民事執行法 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きは、介入権者は、

当該供託の方法により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2 前項の通知があった場

合において、前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の時に保険者が当該差押えに係る金銭債権の支払

をするとすれば民事執行法 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の義務を負うときは、介入権者

は、当該供託の方法により同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3 介入権者が前二

項の規定により供託の方法による支払をしたときは、当該供託に係る差押えの手続との関係

においては、保険者が当該差押えに係る金銭債権につき当該供託の方法による支払をしたも

のとみなす。4 介入権者は、第一項又は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供託をしたときは、民事執行法 
その他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り第三債務者が執行裁判所その他の官庁又は公署に対してすべき届

出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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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仍有餘額時，應給付受益人。(第一項)前項規定保險人對終止權人之給

付，準用第九十條規定。」279 

3. 介入權立法目的 

根據保險法立法擔當官(立法担当官)荻本修之說明，之所以在保險法中制

定介入權，乃因最判平成 11 年 9 月 9 日判決，對解約金給付請求權為扣押之債

權人，得終止債務人投保之人壽保險契約。但人壽保險契約或傷害疾病定額保

險契約，為乃長期性契約，一旦終止契約，依被保險人之年齡或健康狀況，很

有可能無法再締結保險契約。再者從人壽保險契約保障遺族之生活機能觀察，

若允許扣押債權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應賦予受益人得對抗債權人，使人壽契

約存續之手段 280。因此日本保險法介入權之制定目的，係在肯認優先保障債權

人利益之前提下，賦予受益人對抗債權人之手段。 

第二目 介入權適用上之爭議 

 自大森忠夫教授於 1958 年建議保險法增訂介入權之規定，日本立法者在相

隔 50 年後，終於在 2008 年保險法第 60 條及第 89 條規範介入權。由於日本之

介入權規定有其立法上之特色，介入權之引進對於日本保險實務之影響為何？

至今未有相關判決表示意見，僅見保險公司代表律師及法務人員，就其實務上

所遭遇之問題為探討。因此以下整理目前日本保險實務在適用介入權規定所引

發之爭議： 

1. 介入權適用之險種 

(1) 生死混合險 

 通常人壽保險公司所販賣商品，除純粹人壽保險外，尚有人壽險與生死險

之混合，一般稱其為養老保險。而養老保險既具有生存險之性質，是否適合作

為介入權所適用險種？因從介入權之立法目的觀之，其係為保障遺族(受益人)

                                            
279 保険法第 91 条：「1 第八十九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の時から同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の効力

が生じ、又は同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り当該解除の効力が生じないこととなるまでの間に給付

事由が発生したことにより保険者が保険給付を行うべき場合において、当該保険給付を行う

ことにより傷害疾病定額保険契約が終了することとなるときは、当該保険者は、当該保険給

付を行うべき額の限度で、解除権者に対し、同項に規定する金額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この場合において、保険金受取人に対しては、当該保険給付を行うべき額から当該解除

権者に支払った金額を控除した残額について保険給付を行えば足りる。2 前条の規定は、前

項の規定による保険者の解除権者に対する支払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280 荻本修，前揭註 33，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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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活功能及避免債務人無法再締結保險契約而制定。生存保險顯然不符合介

入權之立法目的，生存保險係以被保險人存活為前提，且生存保險金給付係以

被保險人生前給付方式為之，並未有保障遺族(受益人)之功能。又生存保險相

較於人壽保險之再締結機率還來的高，故生存險並非介入權適用之險種 281。 

 雖養老保險之性質為人壽險與生存險之混合，且其生存險之部分無法獨立

分離 282，但學說多數皆贊成養老保險仍為介入權之適用範圍 283。其理由有二： 

A. 德國保險契約法規定參照 

日本介入權乃參照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德國保險契約法介入權

適用範圍乃「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契約，既養老保險具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當然為介入權適用範圍 284。 

B. 行使介入權之實效性 

 設債務人投保養老保險，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指定第三人為滿期保險金受

益人。就受益人而言，當養老保險契約解約金給付請求權被債權人扣押，給付

相當解約金額與債權人，透過介入權之規定除去債權人之扣押。該受益人可預

期將來獲得之滿期保險金 285，相較於受益人無法預期被保險人何時死亡，更有

意願行使介入權。 

(2) 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 

 無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契約，並非保險法第 60 條及第 89 條介入權規定

適用範圍。但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契約，其契約條款約定要保人終止契

約，保險人不給付解約金 286，此類型保險契約在日本保險實務已有販賣 287。因

                                            
281 工藤香織，介入権制度の実務運用について──保険商品ごとの特性に着目して，生命保険

論集，173 号，頁 211-212，2010 年 12 月；李鳴，保険金受取人の介入権に関する一考察--保
険実務からみた介入権に関する保険法上の解釈問題，法學政治學論究，88 号，頁 45，2011
年 3 月。 
282 荻本修，前揭註 33，頁 202；遠山優治，契約当事者以外の者による解除の効力等(介入

権)，生命保険論集，165 号，頁 189，2008 年 12 月。 
283 遠山優治，前揭註，頁 189；高山崇彥，保険金受取人の介入権，載：保険法の論点と展

望，頁 297，2009 年 12 月；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625；潘阿憲，前揭註

212，頁 278；工藤香織，前揭註，頁 199-227；李鳴，前揭註 281，頁 44；山下友信、永沢徹

編，前揭註 266，頁 230。 
284 李鳴，前揭註 281，頁 45-46。 
285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297；潘阿憲，前揭註 212，頁 278。 
286 解約金係保險契約終結時，與精算有關聯之附隨給付，抑或係與精算無關聯之約定給付，在

日本有不同看法。參見我妻佳祐，保険契約者の財産的持分およびそれに関わる諸問題，頁

64，京都大学理学博士論文，2014 年。 
287 李鳴，前揭註 28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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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卻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是否為介入權規定適用範圍？

有下列兩說： 

A. 否定說 

 有學說認為甚難想像債權人收取或代位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實際上有可

能為該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與其他具解約金之保險契約為主附約關係，因此無

解約金之保險契約並非介入權適用範圍 288。更有認為債權人收取或代位無解約

金之保險契約，應構成權利濫用，根本不符合保險法第 60 條或第 89 條介入權

適用前提 289。 

B. 肯定說 

 有認為一律將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卻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排除於介入權適

用範圍並不合理。債權人在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時，未具此類無解約金

保險商品知識，且無解約金並不代表無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般無解約金之保險

契約，仍有保單價值準備金 290。況且保險法第 60 條第 2 項及第 89 條第 2 項規

定介入權人給付「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該相當解約金之金額並不僅

有解約金、保單紅利、特別保單紅利、保費精算額、轉換價格剩餘額等皆包含

之。其中特別保單紅利與轉換價格，債權人若未行使收取權或代位終止，並無

法取得。再者，為阻止債權人終止保險契約，受益人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

與債權人，對債權人之債權回收有益處 291。 

(3) 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引發之爭議 

保險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為通知時發生終止之效

力，或依第八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生終止效力前，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給

付該保險給付將使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人在該當應給付保險金額內，應對終

止權人給付第八十九條第一項之金額。於此情形下，若該當保險給付金額扣除

給付終止權人金額仍有餘額時，應給付受益人。」本條適用於傷害疾病定額保

險，其內容與保險法第 62 條大致相同，但本條第 1 項規定限制為「保險人給付

該保險給付將使保險契約終止時」，其原因乃傷害疾病定額保險並非如同人壽保

險，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其契約即終止。 

例如債權人扣押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之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在通知

                                            
288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297；潘阿憲，前揭註 212，頁 298。 
289 遠山優治，前揭註 282，頁 189，頁 185。 
290 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617。 
291 李鳴，前揭註 28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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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後之 1 個月期間內，被保險人受傷，此時保險人應給付保險金與受益

人。於此情況下，受益人若未行使介入權，保險人所取得之解約金可能將減

少。因該傷害疾病定額保險給付基礎來自解約金，既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債

權人其後取得解約金勢必減少。從而傷害疾病定額保險之被保險人於保險法第

8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1 個月期間內，發生傷害保險事故，並無保險法第 91 條

規定之適用 292。 

但有學說認為被保險人於第 8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1 個月期間內，發生傷害

保險事故，並非不能適用於保險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 293。立法者想像傷害保

險給付皆會影響解約金之計算，事實上並非如此。例如住院保險金及手術保險

金與解約金之計算並無關係 294，祝金與解約金計算有關聯，應視保險給付內容

與解約金計算是否有關聯，若有關聯則不應適用保險法第 91 條規定。 

(4) 主附約 

 日本保險實務之人壽保險商品銷售，常以主附約方式加以販售。例如主約

為人壽保險契約，附約為傷害疾病定額保險。若債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

(要保人)之主約(人壽保險契約)及附約(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債務人(要保人)所

指定之主約受益人與附約受益人為不同人時，主約受益人無意願行使介入權。

附約受益人行使介入權，給付相當於附約之解約金與債權人，附約繼續維持。

但依保險實務上之效力依附條款，主約終止，附約隨同終止，此時是否允許附

約受益人行使主約之介入權？ 

A. 肯定說 

 此說質疑保險法第 60 條關於介入權規定是否為絕對強行規定之立場 295，

若主約之介入權人不願行使介入權，縱使附約之介入權人願意行使介入權，使

附約繼續存在。因效力依附條款之規定，將使附約亦隨同消滅。故從制定介入

權保障受益人目的觀之，似應賦予附約介入權人得行使主約之介入權 296。 

B. 否定說 

 有認為保險法第 60 條為絕對強行規定，允許附約之介入權人行使主約之介

入權，並非當初債權人可想像之不利益。應透過附約受益人與債權人和解方式

                                            
292 荻本修，前揭註 33，頁 208。 
293 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624；山下友信、永沢徹編，前揭註 266，頁 392。 
294 李鳴，前揭註 281，頁 50。 
295 李鳴，前揭註 281，頁 71。 
296 李鳴，前揭註 281，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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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而非賦予附約介入權人另一權利 297。 

(5) 開始給付之年金保險 

 個人年金保險之給付方式多為被保險人在年金給付前死亡者，保險人給付

死亡保險金。但年金開始給付者，通常約定要保人不得終止契約。此一條款制

定目的係為防止要保人在被保險人死亡期間接近時，欲取得高於年金給付總額

之解約金 298。因此若債權人扣押債務人(要保人)之年金保險，依保險法第 60 條

第 1 項規定，受益人若未行使介入權，1 個月後發生終止效力。該年金保險條

款可能與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牴觸，學說上有兩說：  

A. 否定說 

 此說認為該年金保險條款約定禁止要保人在年金開始給付時，向保險人終

止契約，係為保障年金保險受益人，因此肯定該條款之有效性。又要保人之債

權人向法院聲請扣押年金保險，其扣押標的為年金保險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

但年金開始給付後，該解約金給付請求權已轉變為年金總額 299，債權人並非保

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之扣押債權人，從而該年金保險不適用介入權規定。 

B. 肯定說 

 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介入權之規定，乃絕對強行規定 300。年金

保險契約條款約定年金開始給付時，要保人不得終止契約，將可能牴觸絕對強

行規定。因此債權人依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終止權時，應解釋為尚未

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直至 1 個月後發生終止效力。若在此 1 個月期間內，發

生開始給付年金事由，應將保險法第 62 條之保險事故解釋為「被保險人死亡」

或「被保險人於一定期間內生存(發生年金給付事由)」301。因此受益人在年金

給付事由發生時至被保險人死亡期間，皆得給付年金總額，依保險法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行使介入權 302。 

                                            
297 遠山優治，前揭註 282，頁 190。 
298 大串淳子，解說保険法，頁 136，2008 年 9 月。 
299 李鳴，前揭註 281，頁 53。 
300 荻本修，前揭註 33，頁 23；村田敏一，新保険法の総論的課題について:－契約類型間の規

律の相違点と規律の性格の問題を中心に，保険学雑誌，608 号，頁 11，2009 年 3 月。 
301 工藤香織，前揭註 281，頁 216。 
302 工藤香織，前揭註 281，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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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停效之人壽險 

 日本在 2008 年制定保險法時，並未就停效制度為規範，因此人壽保險契約

之停效，委由保險契約條款為規範。一般而言，日本保單停效期間多為 3 年
303。若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該人壽保險契約處

於停效狀態 304，其與介入權之關係為何？在立法階段時，就此爭議有認為應委

由其後學說加以解釋之 305。因此在介入權規定制定後，日本學說對於停效之人

壽保險，得否為介入權適用範圍，有下列二說： 

A. 原則否定，例外肯定 

有認為介入權行使之對象為繼續存在之保險契約，人壽保險契約既已停

效，原則上並非介入權行使對象。除非該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代要保人繳納

欠繳保費，使人壽保險契約復效，否則已停效之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無法

行使介入權 306。 

B. 限於有復效可能之保險 

 前說認為受益人代要保人繳納欠繳保費，即可行使介入權，恐有疑問存

在。按日本人壽保險實務作法，人壽保險之復效，被保險人須再為體檢經保險

人評估後，方得為復效。因此並非受益人代繳欠繳保費即可行使介入權，尚須

該保險契約有復效可能性 307。 

2. 介入權人之範圍 

(1) 多數介入權人之情形 

依保險法第 60 條第 2 項及第 89 條第 2 項規定，得行使介入權者，除要保

人外，有被保險人、受益人、要保人之親屬及被保險人之親屬。該親屬之定義

                                            
303 李鳴，前揭註 281，頁 53。 
304 此時保費自動墊繳機制並不會啟動，依日本民法第 511 條規定：「受債權扣押命令之第三債

務人，於扣押後，始對其債權人取得債權者，不得以其所取得之債權與受扣押之債權為抵

銷。」相關文獻參照糸川厚生，前揭註 105，頁 106。國內類似討論可參照陳炫宇，債權人得否

代位要保人終止人身保險契約？─評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92 號判決，法令月刊，

67 卷 3 期，頁 50-51，2016 年 3 月。 
305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316。 
306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317。 
307 李鳴，前揭註 281，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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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 725 條規定 308，包括六等親內血親、配偶及三親等內之姻親。理論上

得行使介入權者非限於單一個人，因此不同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時，應如何處

理？以下僅就多數受益人(介入權人)之情形，區分為二種情形： 

A. 同一保險給付有多數受益人之情形 

日本保險實務採先到先受理之作法，符合介入權人要件之多數受益人，在

受領介入權行使通知後，何人先向債權人給付相當於解約金額，則該人即為介

入權人。蓋介入權之行使若欲得到多數受益人之同意方得為之，此將造成實際

操作上，在介入權通知後 1 個月內期間內，幾乎無介入權人行使之。 

因此為使介入權可被廣泛運用，應解釋為多數受益人之其中一人行使介入

權，係為其他受益人利益而行使 309。若受益人中一人已行使介入權，其他受益

人其後再行使介入權。則最初行使介入權之行為有效，其後行使介入權之行為

效力停止。而最初行使介入權人為其他受益人之利益，向債權人給付相當於解

約金之金額後，最初行使介入權人得按比例向其他受益人請求不當得利。故參

照德國法之解釋，此時其他受益人對最初行使介入權人，負有連帶債務 310。  

B.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與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不同之情形 

 在死亡險與生存險混合類型之保險，若滿期保險金受益人與死亡保險受益

人為不同人時，是否允許滿期保險金受益人行使介入權，學說上有所爭論，可

分為二說： 

a. 否定說 

 此說雖肯定死亡險與生存險混合類型之保險契約，得為介入權之適用範

圍，但其反對當滿期保險金受益人與死亡保險金受益人為不同人時，滿期保險

金受益人得行使介入權。畢竟介入權之主要適用對象為死亡險，並非生存險，

此二險種混合之保險，不能剝奪死亡保險金受益人之介入權 311。 

b. 肯定說 

養老保險為生死混合保險之典型，若債務人之養老保險被債權人聲請執行

法院扣押，該養老保險之滿期保險金受益人可類推適用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

                                            
308 日本民法第 725 條規定：「下列所列者為親屬：一、六等親內血親。二、配偶。三、三親等

內之姻親。」 
309 此類似我國民法第 821 條概念，共有人中之一人得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請求回復共有物。 
310 李鳴，前揭註 281，頁 57。 
311 遠山優治，前揭註 282，頁 189；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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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使介入權 312。另有認為限制滿期金受益人行使介入權並無太大實益，滿期

金受益人同時為要保人之情形較多 313，受益人為要保人時，本不得行使介入

權。若滿期金受益人非要保人，既認介入權目的係為調整債權人與受益人之利

益，滿期金受益人有受益人之身分，不應禁止其行使之。 

(2) 變更受益人之情形 

 債權人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賦予受

益人 1 個月期間行使介入權，該段期間債權人之契約終止效力暫時中止(下稱效

力暫停期間)，若無人行使介入權，則自 1 個月屆滿後該保險契約終止。此段效

力暫停期間內，受益人死亡者，要保人再指定受益人，解釋上該新受益人得成

為介入權人 314。但效力暫停期間中，受益人並未死亡，要保人卻變更受益人，

此時得否允許要保人變更之，有下列二說： 

A. 否定說 

因保險法第 60 條第 2 項及第 89 條第 2 項皆規定：「依前項規定為通知

時」，此已限定為債權人終止通知，得行使介入權之人，即須具備受益人、要保

人之親屬或被保險人之親屬要件。若允許要保人為尋得有資力行使介入權人，

而在效力暫停期間變更受益人，反而使介入權人在效力暫停期間經過後仍無法

確定 315。 

B. 肯定說 

此說認為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項及第 89 條第 1 項規定賦予受益人效力暫停

期間，其目的係為使要保人得繼續透過人壽保險或傷害疾病定額保險，保障受

益人。既受益人不行使介入權，該人壽保險契約則將終止，要保人另指定新受

益人，使其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對債權人並無任何不利益 316。 

(3) 受益人為事實婚(内縁)配偶 

事實婚之配偶是否為介入權人？部分日本保險公司並不承認事實婚配偶為

介入權人，日本多數學說認為應將事實婚之配偶，解釋為民法第 725 條第 2 款

                                            
312 荻本修，前揭註 33，頁 202；工藤香織，前揭註 281，頁 212。 
313 李鳴，前揭註 281，頁 60。 
314 遠山優治，前揭註 282，頁 188。 
315 遠山優治，前揭註 282，頁 175；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624。 
316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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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偶 317，使其得行使介入權。有認為事實婚配偶僅是未向戶政機關為結婚登

記，卻有事實上婚姻生活之存在，從介入權規定之目的觀之，不應禁止事實婚

配偶行使介入權。更何況日本保險實務已承認指定事實婚配偶為受益人之作

法，事實婚配偶得以受益人身分行使介入權，排除事實婚配偶為介入權人並無

太大實益 318。 

3. 保險實務之因應 

 日本保險法引進介入權規定，其並未課予保險人通知義務 319，但保險人在

收受介入權人通知後，應如何處置？以及保險人為避免日後產生糾紛，應如何

要求介入權人通知內容？以下分就日本保險實務之作法說明之： 

(1) 保險人對介入權人之通知 

 債權人依強制執行程序、破產程序或民法代位權規定向保險人主張終止債

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該終止之意思表示到達保險人，但保險法並未規定保險

人有通知要保人或受益人之義務。此可能產生要保人可能知悉其人壽保險契約

即將被終止之事實，受益人卻不知人壽保險契約即將被終止。因此有學說建議

為保險人通知介入權人之內容應盡可能明確，使介入權人得審慎考慮是否行使

介入權 320。 

 從而日本保險公司基於服務顧客，通常在收受債權人所為之終止契約通知

後，會通知要保人、受益人及其他介入權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親

屬)，其通知內容有所不同： 

A. 要保人之通知 

 保險人對於要保人之通知內容大致為債權人之姓名、即將被終止之保險契

約、保險人收受債權人請求終止之日期、解約金額、終止效力發生日期。 

B. 介入權人之通知 

 保險公司僅就要保人所投保之事項資訊為收集，因此可得知要保人、被保

                                            
317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302；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624；潘阿憲，前

揭註 212，頁 227；李鳴，前揭註 281，頁 64；山下友信、永沢徹編，前揭註 266，頁 233。 
318 李鳴，前揭註 281，頁 64。 
319 在介入權立法前，有學說認為立法方向應課予保險人通知介入權人之義務。參見藤田友敬，

前揭註 246，頁 1039。 
320 岡野谷知広，保険契約者の破産と介入権，收錄於新しい保険法の理論と実務，頁 236，
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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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及受益人之資訊。由於日本介入權人包含要保人之親屬、被保險人本人、

被保險人之親屬及受益人，通常保險公司收受債權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除通

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外，至多在通知受益人，不再通知要保人親屬或被保險人

親屬。因此對於介入權人之通知內容大致為介入權人之要件、介入權行使方

法、介入權行使期間、必要書類等記載。其中關於介入權行使方法，在保險實

務上頗有爭議。若介入權人為受益人，因日本介入權之法律效果並未使介入權

人成為要保人，可能產生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後，要保人變更受益人等不利情

事。保險公司是否應建議受益人要求要保人轉讓其地位與受益人 321？ 

(2) 介入權人對保險人之通知 

保險法第 60 條第 2 項及第 89 條第 2 項皆規定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應得要

保人同意，並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後，應將要保人同意及給付

相當解約金與終止權人之要旨通知保險人。通常保險人為避免事後發生紛爭，

皆以書面要求介入權人通知 322。其書面以保險契約存續通知書稱之，通知內容

有受益人之簽名蓋章欄、要保人同意欄、終止權人已受領相當於解約金額證明

欄 323。 

(3) 介入權行使之確認 

介入權人通知保險人其已行使介入權，保險人通常會要求介入權人提出保

險契約存續通知書、受益人之印鑑證明書、要保人之印鑑證明書、債權人之印

鑑證明書。另介入權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親屬，會要求提出戶籍謄本以資

證明。 

若介入權人未在效力暫停期間行使介入權，效力暫停期間(1 個月)經過後，

自動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保險人並不會對要保人為終止契約之通知，直接給

付通知時之解約金額與終止權人 324。 

第二項 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於破產程序之處理 

 所謂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係指破產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被指定為受益

人或為保險金請求權人，於破產程序開始前，保險事故尚未發生。但保險事故

發生在破產程序階段，該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具體化在破產程序。此時該保

險金請求權是否不應列入破產財團，而供破產人取得？此涉及在保險事故發生

                                            
321工藤香織，前揭註 281，頁 205。 
322 高山崇彥，前揭註 283，頁 306。 
323 李鳴，前揭註 281，頁 65。 
324 李鳴，前揭註 281，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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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歸屬於破產財團？又縱使認為抽象的保險給付

請求權歸屬於破產財團，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因此以下分就日本司法實

務、學說，以及產生之爭議問題為說明： 

第一款 司法實務見解 

第一目 札幌地判平成 24 年 3 月 29 日判決 325(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訴外人 A 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在平成 21 年 11 月 1 日與 Y 生活協

同組合締結人壽共濟契約附住院特約。平成 22 年 12 月 17 日，A 被法院裁定宣

告破產，選任破產管理人為 X。平成 23 年 1 月 19 日至 2 月 22 日，A 住院治療

35 日，依人壽共濟契約附住院特約，Y 應給付 24 萬 8000 元保險金。 

 A 之破產管理人 X 主張依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破產人在破產程序

開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因此 X 向 Y 請求給

付保險金。Y 則主張住院保險金給付並非具有人壽保險金之性質，並無儲蓄性

質，因此該住院保險金屬 A 之自由財產，A 得處分之。因此 X 向札幌地方法院

起訴請求 Y 給付保險金 24 萬 8000 元保險金。 

(2) 判決理由 

札幌地方法院判決 Y 應給付保險金，其理由如下： 

「保險金請求權為保險契約締結時，以保險事故發生為該請求權權發生之

停止條件，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請求權(以下稱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

得解釋為可處分或被扣押。在抽象保險金請求權屬得被處分、扣押之財產前提

下，破產程序開始後，對破產人之全部財產為扣押，並無特別例外解釋之理

由。即使在保險契約締結時點，應視任何有可能在破產程序開始後發生之債

權，為破產財團之財產，係屬合理。從而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締結之保險契約，

其所產生之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符合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破產

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權』，應解釋為破產程序開始

時，其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歸破產財團。」326 

                                            
325 引自岩崎浩平，抽象的保険金請求権の破産財団への帰属，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269
号，頁 17，2013 年 6 月。 
326 岩崎浩平，前揭註，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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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京高判平成 24 年 9 月 12 日裁定 327(下稱裁定) 

(1) 案例事實 

Y 在平成 23 年 3 月 14 日被法院裁定宣告破產，並選定破產管理人為 X。

在此之前，Y 之長子 Z 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A1 保險公司締結保險

金額 2000 萬之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為 Y。且 Z 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

向 A2 共濟團體締結保險金額 400 萬之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為 Y。Z 在平成

24 年 4 月 25 日死亡，Y 在同年 5 月 25 日向 A1 及 A2 請求保險金 2400 萬元，

該保險金皆匯入 Y 之帳戶。X 向 Y 主張依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及第 156 條第

1 項規定，該 2400 萬保險金應列入破產財團，請求 Y 返還。 

一審東京法院裁定該保險金應列入破產財團，Y 不服向二審東京高等法院

提起抗告主張有三：(1)保險金請求權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同時發生(參照最判昭

和 57 年 9 月 28 日判決，民集 36 卷 1652 頁、大阪高判平成 2 年 11 月 27 日判

決，參照判例タイムズ 752 号 216 頁)；(2)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所規定「破產

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之意旨，

將來請求權具有一定財產價值，做為分配債權人之財源乃為合理。但人壽保險

金請求權之財產價值極低，作為分配債權人之財源並不合理；(3)解釋上本件保

險金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違反固定旨意及免責主義之意旨，亦違反被保險人

Z 之意思，妨礙抗告人之更生，主張本件保險金請求權不構成破產財團。 

(2) 判決理由 

 東京高等法院裁定抗告無理由駁回，其理由如下： 

「(1)上述最高法院判決，乃涉及保險事故時或損害賠償確定時，何者為確定保

險金請求權之時期，其以保險事故發生為保險金請求權具體化之時期，並未表

明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發生時期。上述大阪高等法院判決事實，乃破產人依

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傷害所致殘障狀態，其屬破產程序開始後所生之殘障狀態，

對保險公司主張請求給付保險金。法院以破產人並不該當上述保險契約所稱之

殘障狀態，而駁回其請求(但依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原判決並未撤銷而是駁回

上訴)就其傍論部份，破產人主張限於保險金請求權屬自由財產之前提，不過破

產是不能否定破產人有當事人適格。又(2)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乃是死亡事故發

生前，具體化之機率極低之權利，考量受益人得隨時變更之不安定權利。在破

產程序開始時，不能否定其保險金請求權在將來發生，具有一定財產價值，不

能謂其欠缺合理性，不得作為破產債權人利益之配財源。再者(3) 本件保險金

                                            
327 判例タイムズ 1387 号，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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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在解釋為『破產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權』

(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之前提下，破產程序開始後，當然成為『破產財團所屬

財產』(破產法第 156 條第 1 項)，就此不能謂違反固定主義 328或免責主義 329之

意旨，是否違反被保險人 Z 之意思表示並無考量餘地。因此破產制度作為確保

破產人經濟生活之再生機會之目的，考量是否擴張自由財產(破產法第 34 條第 4

項)之範圍，以及對應之案例事實，與本件保險金請求權是否屬於破產財團並無

關聯。」 

3. 最判平成 28 年 4 月 28 日判決 330(下稱判決) 

(1) 案例事實 

A 與 Y1 之子 B 於平成 16 年(西元 2004 年)與全國勞動者共濟生活協同組合

聯合會(下稱共濟協會)訂立共濟契約，以 B 為被保險人，B 之父母 A 與 Y1 為受

益人，共濟金額為 400 萬元。B 在平成 23 年(西元 2011 年)與日本人壽相互保險

公司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以 B 為被保險人，Y1 為受益人保險金額為 2000 萬。 

Y1 與 A 分別在平成 24 年(西元 2012 年)3 月被東京地方法院裁定破產，X1

與 X2 分別被法院選定為破產管理人。B 在平成 24 年 4 月死亡，Y1在同年 5 月

向共濟協會及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額總計 2400 萬元，其中 1000

萬部分(下稱本件款項) Y1 已花費掉，剩餘 1400 萬寄存在 A 之銀行帳戶。本件

款項 800 萬之部分，Y1用於支付其代理人 Y2律師之諮詢費用。 

破產管理人 X1 與 X2 起訴主張死亡保險金 2400 萬元應分別歸屬於 A 及 Y1

之破產財團。因此 Y1取得 2400 萬元，乃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X1 向 Y1

請求不當得利。Y1 之代理人 Y2 律師應知悉 Y1已被宣告破產，仍受領諮詢費用

800 萬元，違反其注意義務，X1 向 Y2 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X2 另請求 Y1 給

付 200 萬元及其遲延利息。 

Y1 主張死亡保險金 2400 萬並非屬其破產財團所有，破產管理人 X1現受領

死亡保險金 1400 萬部分，乃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因此提起 Y1反訴，請求

X1 返還不當得利。 

                                            
328 日本破產法第 34 條採取固定主義，以破產人被宣告當時之所有財產，列為破產財團。相對

於法國破產法所採之膨脹主義，被宣告破產時或破產程序中所取得財產，亦列入破產財團。參

見法令用語研究会 編，前揭註 38，頁 418。 
329 所謂免責主義係指依破產程序為分配後，破產人就剩餘債務均免其清償責任。參見法令用語

研究会 編，前揭註 38，頁 1109。 
330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70 巻 4 号，頁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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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理由 

「為第三人利益之人壽保險契約，應解釋為死亡保險金受益人在契約成立

時，取得以契約定期間內，被保險人死亡為停止條件之保險金請求權。(最判昭

和 49 年 2 月 2 日判決，民集 19 卷 1 号 1 頁)該請求權即使在被保險人死亡前，

上述死亡保險金受益人得處分之，解釋上不能否定其具有一定財產價值，受益

人之債權人得扣押之。從而破產程序開始前所成立為第三人利益之人壽保險契

約，其受益人(破產人)擁有之死亡保險金請求權，該當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

『破產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權』，應解釋為屬於上

述死亡保險金受益人之破產財團。」331 

第二款 學說 

 如上所述，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應列入破產財團，日本最高法院已

明確表示肯定見解，但就此問題，學說上有不同見解： 

第一目 保險事故說 

 此說認為要保人保留指定受益人之權利，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受益人就抽

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不過係單純之期待，有將此說稱為保險事故說 332。此說反

對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其論點有三： 

1. 抽象保險金請求權具體化可能性低 

 為第三人利益之人壽保險契約，要保人得隨時變更受益人，因此在保險事

故發生前被指定為受益人，該受益人之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實現可能性極

低。若該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實現可能性低，對於破產債權人而言，並未期

待該保險金請求權實現，不將其列入破產財團應屬合理 333。再者從保險法第 43

條採取要保人得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任意變更受益人之立法，與先前商法第

67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不同。因此過去依商法第 67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認受益

                                            
331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70 巻 4 号，頁 1101-1102。 
332 飛澤知行，破産手続開始前に成立した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基づき破産者で

ある死亡保険金受取人が有する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と破産財団への帰属，ジュリスト，1501
号，頁 92，2017 年 1 月。 
333 遠山優治，生命保険金請求権と保険金受取人の破産，文研論集，123 号，頁 220，1998 年

6 月；酒井優壽，保険判例研究(第 30 回)破産手続開始決定前の保険契約について同決定後に

保険事故が発生した場合における保険金請求権の破産財団への帰属の有無[札幌地方裁判所平

成 24.3.29 判決,東京高等裁判所平成 24.9.12 決定]，法律のひろば 68 卷 1 号，頁 69，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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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附條件之權利(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即失其依據
334，故不應將破產人之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 

2. 破產人生活保障 

 人壽保險受益人若被裁定宣告破產，於破產程序進行期間，其可能領取人

壽保險金、殘廢給付或住院保險金。而人壽保險要保人之所以指定受益人，及

係為保障受益人在其死後，不因其死亡而生活困頓。同理，殘廢給付及住院保

險金，皆有生活保障性質存在。因此為確保要保人投保人壽保險，並指定受益

人之目的，不應將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 335。 

3. 破產程序長期化 

 若將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受益人被裁定宣告破產時，其

破產債權人或許為增加分配之財源，故意致被保險人死亡之可能性增高。再

者，即使破產債權人未有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情事，惟為取得死亡保險金，可

能刻意使破產程序拖延，直至被保險人死亡後，始結束破產程序。然此一傾向

有礙於破產人(受益人)之更生，與破產法追求目標有所不符 336。 

第二目 破產財團說 

學說多數見解從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請求權性質觀察，認為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被要保人指定時，當然取得權利，其係基於其固有權利

為原始取得 337。此從保險法第 47 條 338及第 76 條規定 339可得知，人壽保險金

請求權與傷害疾病定額保險金請求權，在保險事故(給付事由)發生前，皆得轉

讓或設定質權，因此受益人之抽象保險金請求權具有權利性質 340。在司法實務

方面，例如判決肯定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住院保險金請求權，得列入破產

                                            
334 河合圭一，保険判例研究(第 38 回)他人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破産開始決定

後の死亡による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の破産財団への帰属[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平成 28.4.28 判決]，
法律のひろば，70 卷 3 号，頁 60，2017 年 3 月。 
335 遠山優治，前揭註 333，頁 230。 
336 遠山優治，前揭註 333，頁 221。 
337 大森忠夫，前揭註 45，頁 4；山下孝之，前揭註 145，頁 50；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508；中西正明，生命保険法入門，頁 234，2006 年 9 月；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295。 
338 日本保險法第 47 條規定：「依人壽保險可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得為讓與或為其權利之目的

設定質權(保險事故發生後除外)，若被保險人不同意者，則不生效力。」 
339 日本保險法第 76 條規定：「可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得為讓與或為其權利之目的設定質權

(給付事故發生後除外)，若被保險人不同意者，則不生效力。」 
340 山下友信，前揭註 51，頁 509；山下友信、米山高生編，前揭註 178，頁 344；勝野義人，

生命共済の入院特約に基づく共済金請求権と破産財団に属する財産，共済と保険，55 卷 4
号，頁 192，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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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裁定與判決亦肯定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得列

入破產財團。 

另從破產法角度觀察，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之「破產人在破產程序開

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權」，破產法學者亦認為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

請求權，屬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之將來請求權 341。另就保險事故發生所提出

之疑問，採破產財團說者亦有回應： 

1. 抽象保險金請求權具體化可能性低之回應 

 有學者認為從判決事實觀察，破產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後，因保險事故發

生於破產程序期間取得保險金，若一開始即否定該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不列

入破產財團，則可能使破產債權人無法取得預期以外之分配利益。故可反證抽

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其具體化可能性並非如此低微 342。 

 即使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具體化可能性低微，在解釋上該抽象的保險給

付請求權得為扣押之標的，將其列入破產財團，方有解釋之一貫性。也就是

說，原則上得扣押之財產，應列入破產財團範圍內。但法院實務可依據個案為

調整，例如同屬將來請求權之退休金請求權，日本通說認為其得被扣押，當然

應可列入破產財團。然退休金請求權在破產程序換價時，應考量破產人是否已

退休而為調整。如破產人給付相當於自由財產之金錢(99 萬)，此時破產管理人

得依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第 12 款規定 343，經法院許可，將該已發生退休金請

求權為放棄。該權利放棄之法律效果，乃使該退休金請求權成為自由財產 344。

故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亦可與退休金請求權，作相同處理，並無一開始排除

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於破產財團之外 345。 

2. 破產人生活保障之回應 

受益人被宣告破產，而保險事故在破產程序期間內發生。若允許該保險金

列入破產財團，恐有危破產人之生活保障質疑，學說認為可透過破產法第 34 條

                                            
341 伊藤眞，前揭註 57，頁 268。 
342 杉本和士，民訴法 破産手続開始前に成立した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基づき

破産者である死亡保険金受取人が有する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の破産財団帰属性の有無[最高裁第

一小法廷平成 28.4.28 判決] (判例セレクト Monthly 2016.4.1~2016.4.30)，法学教室，431 号，頁

143-143，2016 年 8 月。 
343 日本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破產管理人為下列行為時，應得法院之許可：十二、權利

之放棄。」 
344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破産管財の実務 破産手続の基本と実際，頁 520，2010 年 4 月改訂

版。 
345 大橋眞弓，新保険法と生命保険契約者の破産，明治法科大学院論集，7 号，頁 338，2010
年 2 月；浅野雄太，破産手続開始前に成立した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基づき破

産者である死亡保険金受取人が有する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と破産財団への帰属，私法判例リマ

ークス，54 号，頁 141，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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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擴張解釋自由財產之範圍，加以解決 346。 

3. 破產程序長期化之回應 

 破產財團說並不否認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於破產程序中具體實現(即保

險事故發生)之可能性較低。但不能因發生可能性較低，則剝奪破產債權人分配

之機會 347。至於採納破產財團說是否有造成破產程序長期化之趨勢，日本破產

實務未有此現象出現。 

第三項 破產財團說在實務之因應 

 如前所述，日本學說多採破產財團說，而司法實務在裁定作成後，即開

始因應破產人單純為受益人之情形。因此以下所述情形，皆以受益人不具要保

人身分，僅具受益人身分而遭破產宣告，此時破產管理人與破產法院應如何管

理破產人此一抽象的請求權？ 

第一目 受益人及保險事故之調查 

1. 受益人之調查 

目前日本破產法院所提供個人聲請破產書狀格式，有要求聲請人若為保險

契約之要保人，必須明確記載其投保之保險契約相關內容。相對地，受益人聲

請破產，其書狀格式上並未要求必須明確記載保險契約相關內容 348。 

事實上，亦必須考量聲請人根本不知其已被指定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情

形。在此種情形下，破產人未申報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應認破產人已盡破

產法第 40 條之說明義務，亦應認破產管理人已盡其善良管理注意義務 349。 

2. 保險事故之調查 

破產人在破產程序期間，該保險契約發生保險事故，若破產人在破產聲請

                                            
346 倉部真由美，傷害保険契約における保険金請求権の発生時期，山下友信、洲崎博史編，別

冊ジュリスト，202 号，頁 206，2010 年；土岐孝宏，最新判例演習室 商法 破産手続開始決

定前に成立した死亡保険契約上の権利の破産財団帰属性[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平成 28.4.28 判

決]，法学セミナー，61 卷 9 号，頁 159-159，2016 年 9 月。 
347 浅野雄太，前揭註 345，頁 141。 
348 上田慎、柗田由貴、神原千郷、江尻琴美，倒産手続と保険契約に基づく請求権の帰趨，現

代型契約と倒産法，收錄於現代型契約と倒産法，現代型契約と倒産法実務研究会編，頁 269-
276，2015 年 4 月。 
349 岩崎浩平，前揭註 32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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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未申報該保險契約存在，且未協助破產管理人調查保險契約相關事宜。

此時破產人未協助破產管理人調查，可能違反破產法第 40 條說明義務，以及符

合不具免責事由 350。 

破產管理人發現破產程序期間受益人可因保險事故之發生，取得保險金。

此時破產管理人應依破產法第 21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351，為追加分配。即使破

產程序終結後，破產管理人仍得為追加分配。而破產程序終結後，破產管理人

得否將受益人保險金為追加分配，即產生問題。因破產程序中，並未扣押該保

險金，從而過去通說認為破產管理人不得追加分配，但現今日本司法實務學說

皆認可得扣押並為分配 352。 

第二目 破產管理人程序處置 

 日本多數學說及司法實務見解既認為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應列入破產財

團，若破產管理人已知悉破產人被指定為受益人，如何變價該抽象的保險給付

請求權，以下區分為保險事故已發生與未發生之情形： 

1. 保險事故已發生 

不論保險事故發生在聲請破產程序時，抑或破產程序期間內，破產人發現

破產人可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此時破產管理人得否依破產法所賦予之權

限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 

(1) 否定說 

有學說認為儘管承認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可列入破產財團，但應解釋其

屬自由財產。例如被繼承人在破產程序期間死亡，破產人之繼承財產請求權，

並非列入破產財團，破產管理人不得向被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請求。同理，抽

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在破產程序期間具體化，破產管理人應不得向保險人請求

保險金，應將其視為破產法第 34 條第 4 項之自由財產 353。 

                                            
350 上田慎、柗田由貴、神原千郷、江尻琴美，前揭註 348，頁 269-276。 
351 破産法第 215 条第 1 項：「依第二百零一條第七項規定發出分配額通知後(簡易分配則依第二

百零五條準用第二板零一條第一項規定期間經過後，依第二百零八條許可同意分配後)，確認相

當財產得充當新分配時，破產管理人得經法院之許可，不同於最後分配、簡易分配及同意分

配，應對已申報之破產債權人，依本條規定為分配(下稱追加分配)。破產程序終結後，亦

同。」 
352 岩崎浩平，前揭註 325，頁 24-25。 
353 久保田光晴，破産と将来債権の帰属，保険事例研究会レポート，270 号，頁 8，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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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肯定說 

 有學說認為不應將所有已具體化之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皆解釋為破產

法第 34 條第 4 項之自由財產。是否屬於自由財產，原則上委由破產管理人判

斷。僅有在破產管理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屬有害破產人之重新生活時，得

認破產管理人有權利濫用之虞。法院得依民事執行法第 153 條規定 354之意旨，

例外將其解釋為自由財產，不允許破產管理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 355。 

2. 保險事故未發生 

 在破產管理人知悉破產人被指定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前提下，惟保險事故

並未在破產程序期間內發生。於破產程序終結前，破產管理人並無法變價該抽

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應依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第 12 款規定 356，經法院之許

可，將該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放棄。若破產管理人未將該抽象的保險給付請

求權放棄，於破產程序終結後，保險事故若發生，破產管理人仍得為追加分

配。 

 然對破產管理人之難題乃破產程序終結時，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被醫師宣

告僅有幾年餘命，破產管理人應如何處置？有認為破產人之抽象的保險給付請

求權，為一不確定之權利。若破產程序終結時，保險事故未發生，建議破產管

理人宜將該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放棄 357，使其成為破產人之自由財產，避免

破產程序長期化。 

第三目 受益人之變更 

 若破產人單純為受益人，並非具要保人之地位 358。如前所述，從受益人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得列入破產財團。此時要保人

                                            
354 民事執行法第 153 條規定：「執行法院就異議，考量債權人及債務人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

為，得撤銷扣押命令之全部或一部，或對依前條規定不得扣押之債權，發生扣押命令。(第一

項)有情事變更時，執行法院就異議，得扣押依前項規定被撤銷扣押命令之債權，或撤銷全部或

一部依前項規定所為之扣押命令。(第二項)依前二項規定為異議成功時，執行法院得要求在該

裁判發生效力前，提供擔保或未提供擔保時，得命第三債務人禁止為給付。(第三項)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異議撤銷扣押命令被駁回時，得提出執行抗告。(第四項)對依第三項規定規定所

為之決定，不得提出不符之異議。(第五項)」 
355 勝野義人，生命共済の入院特約に基づく共済金請求権と破産財団に属する財産，共済と保

険，55 卷 4 号，頁 194，2013 年 4 月。 
356 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第 12 款規定：「破產管理人下列行為，應得法院之許可：十二、權利

之放棄。」 
357 上田慎、柗田由貴、神原千郷、江尻琴美，前揭註 348，頁 277。 
358 關於要保人兼受益人為破產人之情形，得否變受益人？參見前述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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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產程序期間變更受益人，破產管理人得否依破產法第 160 條規定為否認？

亦即要保人在破產程序期間內變更受益人行為是否有效？ 

 學說認為破產人單純為受益人之情形，破產管理人不過依破產法賦予之權

限，代破產人為行使權利。日本保險實務上，並無要保人放棄指定受益人權利

之作法，因此受益人並無高於要保人之權利。要保人欲變更受益人，雖影響破

產債權人可得分配之利益，但仍應尊重要保人之決定，因此要保人變更受益人

(破產人)，並非否認權行使對象 359。 

第四節 事故發生前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檢視  

第一項 權利性 

人壽保險契約為民法第 537 條第三人利益契約，從現行日本民法及保險法

規定，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學說立場上可分為二說： 

第一款 單純期待說 

 早期學說有認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若保留指定變更受益人權利，

則受益人並未取得權利，僅是單純期待 360；若要保人已拋棄指定變更受益人之

權利，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已取得權利。此一見解在商法第 675 條採取

要保人與保險人得特別約定保留指定變更受益人之作法下，似乎無法否定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權利性。但保險法制定後，已揚棄要保人與保險人得特

別約定保留指定變更受益人之作法，反而更開放地承認要保人得隨時變更受益

人，故單純期待說開始獲得部分學說支持。 

第二款 附條件權利說 

 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權利，日本通說認為乃附條件之權利 361，此一

附條件權利在民法之概念中為期待權 362。依民法第 537 條第 2 項及過去商法第

675 條第 1 項規定，原則上第三人(受益人)對債務人(保險人)當然直接取得權

利，而第三人之權利確定並非依民法第 537 條規定，須第三人有受益意思表

                                            
359 遠山優治，生命保険金請求権と保険金受取人の破産，文研論集，123 号，頁 223，1998 年

6 月；上田慎、柗田由貴、神原千郷、江尻琴美，前揭註 348，頁 278。 
360 大森忠夫，前揭註 45，頁 13。                                
361 山下友信，前揭註 49，頁 19。 
362 河合圭一，保険判例研究(第 38 回)他人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破産開始決定

後の死亡による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の破産財団への帰属[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平成 28.4.28 判決]，
法律のひろば，70 卷 3 号，頁 61，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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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係綜合各種情事考量契約之目的，例如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

方取得權利，抑或要保人指定受益人時，受益人已取得附條件之權利？大森忠

夫教授認為要保人指定受益人時，以要保人死亡為附條件，並自死亡時確認受

益人取得保險金請求權之權利 363。 

第二項 處分可能性 

 日本並未如同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 364，受益人在保險事故

發生後，始取得權利。解釋上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非如同德國法將受

益人法律地位視為單純期待，而係附條件之權利 365。但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得否將其附條件之權利為讓與及設定質權？可分為下列二說： 

第一款 否定說 

 此說認為通常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隨時變更受益人之權利。受益

人之法律地位不確定，僅有期待權，不宜處分該期待權(保險金請求權)。亦

即，受益人無法讓與保險金請求權或就保險金請求權設定質權。再者，保險事

故發生前受益人享有附條件之權利，但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與要保人之法

律地位息息相關，無法脫離要保人之法律地位而讓與保險金請求權或設定質權
366。而目前日本多數學說與司法實務見解在受益人得否設定質權此一議題上，

採取否定說之態度。 

第二款 肯定說 

 肯定說見解認為以受益人隨時得被要保人撤銷，因此法律地位不確定，不

宜處分保險金請求權，顯然混亂「將來發生之權利」與「期待權」。「將來發生

之權利」涉及法律上是否得為處分，目前日本通說認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乃附條件之權利，因此在法律上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為讓與保險金

請求權或設定質權。至於要保人得隨時變更受益人，剝奪受益人之權利，則是

涉及「期待權」之問題。而此期待權將會影響讓與或設定質權之標的物價值，

與期待權可否處分並無關聯 367。 

再者，否定說認為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義務，無法脫

                                            
363 大森忠夫，前揭註 45，頁 8。 
364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得隨時被撤銷指定受益人之第三人，於保險事故發

生時，對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365 桜沢隆哉，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金請求権の権利性・不確定性・処分可能性を中

心に，生命保険論集，168 号，頁 190，2009 年 9 月。 
366 桜沢隆哉，前揭註，頁 201。 
367 桜沢隆哉，前揭註，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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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要保人之地位而為處分。但通說既採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附條件之

權利。其某種程度應係承認邀保人在指定受益人同時，即將其部分權利移轉與

受益人 368。故肯定說立基於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附條件之權利，至

少可對抗人壽保險契約當事人之要保人。 

上述肯定說與否定說皆承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附條件之權

利，但否定說認為受益人僅有期待權，無法處分任何權利。而肯定說則認為既

承認受益人有附條件之權利，該權利應給與要保人與受益人共同享有，不應由

要保人單獨享有。 

第三項 與債權人之關係 

 前述提及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主要處理受益人與其他人

壽保險契約關係人(要保人、被保險人、保險人)之法律關係。跳脫人壽保險契

約關係之討論，債權人強制執行或代位終止人壽保險契約，勢必影響人壽保險

契約關係之存續。因此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人之利益，應如何衡量之？ 

第一款 保險法制定前 

日本最高法院在最判平成 11 年 9 月 9 日判決中，雖意識到債權人得否強制

執行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乃債權人與受益人之利益衡量問題。但未從人壽保

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為論述 369，因此若從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觀點為思考，可能非債權人之利益必然優先於受益人。但日本司法實務已作出

選擇，除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利益與受益人所受侵害利益有明顯失衡時，始例

外保障事故發生前之受益人，否則原則上受益人並無優於債權人之利益存在。 

第二款 保險法制定後 

 保險法第 60 條及第 89 條規範受益人介入權後，立法者是否有意識提升人

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有部分日本學說確實引用介入權

規範，作為強化受益人法律地位之依據 370。然而多數學說與司法實務見解似認

為介入權之規範目的僅在解決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並未有強化受益人

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且從介入權主體觀之，得行使介入權者並非僅限受

益人，尚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親屬。此一規範係為保障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

遺族，與受益人法律地位並無太大關聯。 

                                            
368 桜沢隆哉，前揭註，頁 195。 
369 今井薰，保険契約者以外の者による解除，載：新保険法と保険契約法理の新たな展開，頁

345，2009 年 11 月。 
370 田中秀明，前揭註 219，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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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介入權規範之引進，是否使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與受益人之法律

地位趨於對等？關於此點，日本學說多採悲觀態度 371。從德國立法經驗觀察，

介入權甚少被使用。其主要原因為通常要保人與受益人為一經濟生活共同體，

若要保人已積欠債務，事實上難以期待受益人能籌措資金，給付相當於解約金

之金額與債權人。故介入權制度在事實上，並無改變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優於受益人經濟地位之狀態。至於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法律地位

是否因介入權之規範而有所改變，仍尚待日本司法實務適用涉及介入權案例，

方可得知其態度。 

                                            
371 大森忠夫，前揭註 243，頁 160；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

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3-，法学協会雑誌，109 卷 7 号，頁 1184-1249，1992 年；岡野

谷知広，前揭註 320，頁 238；遠山優治，前揭註 282，頁 197；工藤香織，前揭註 281，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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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 

 從前二章外國法例之討論可得知，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涉及債權

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之選擇。因此本文先整合前二章外國法例在法規上與司

法實務之利益衡量方式，再就我國現行利益衡量之解釋論為檢討，並提出建議

採取之利益衡量立法模式。 

第一節 比較法上之利益衡量方式 

 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契約，債權人得否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強制執行該人

壽保險契約？抑或債權人得否主張債務人繳交保費或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債

權？此二問題涉及立法模式之不同選擇，以下先認定前述第四章及第五章所介

紹之美國與日本所採立法模式，再就該二國司法實務就此二問題之態度為說

明。 

第一項 立法模式 

 各國關於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之作法，存在不同之立法模式，以下

先簡要說明不同立法模式之內容，再就前述第四章及第五章美國及日本所採之

立法模式為分析： 

第一款 立法模式說明 

 以下立法模式之說明，主要參考藤田友敬教授之分類，其將債權人與受益

人間利益衡量之立法，主要區分為無償主義、限制無償主義與有償主義： 

第一目 無償主義 

1. 政策目標 

 無償主義之立法在債權人與受益人間產生利害衝突時，選擇偏向受益人一

方，如此一來，債權人之債權將無法獲得實現。該立法使債權人無法透過債務

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以滿足其債權，亦未給予債權人任何補償方式。換句話

說，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無法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使

受益人可無償對抗債權人，完全偏向保障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則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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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調整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 1。由於受益人無償取得對抗債權人之權

利，因此被稱為有償主義。 

2. 採用手段 

 以採用無償主義立法之法國為例，現行法國保險法 L.132-14 規定：「要保

人之債權人不得請求有益於特定受益人的保險金或年金，但符合 L.132-13 第 2

項、民法第 1167 條及商法第 107 條及第 108 條情況者，得請求要保人已支付之

保費。」2從本條規定觀之，學說上認為不得扣押（insaisissabilité）保單價值準

備金 3，債權人亦不得代位請求保險金相關權利 4。但在符合 L132-13 第 2 項 5

所規定之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與其實際資力差距過大情形下，即要保人為躲避債

權人追討債款而將金錢交與保險公司之行為，可認要保人繳納保費之行為乃詐

害債權，債權人得依法國民法第 1167 條第 1 項規定 6撤銷該詐害債權行為 7。 

因此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不論指定受益人為何人，該人壽保險契約皆不

得被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 8。若換作於我國法之理解，即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

利具一身專屬性，債權人不得聲請扣押。除所給付保費與其實際資力差距過大

情形下，債權人得撤銷債務人繳納保費之行為。而法國最高法院在 1998 年 4 月

28 日判決 9中，更明確指出解約金請求權具有一身專屬性(un droit exclusivement 

personnel)，債權人不得扣押之。且要保人若指定受益人者，其債權人將無法扣

押要保人無法行使之權利，此一權利包含解約金請求權。 

                                            
1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7 完

-，法学協会雑誌，110 卷 8 号，頁 1179，1993 年。 
2 Article L132-14 
Le capital ou la rente garantis au profit d'un bénéficiaire déterminé ne peuvent être réclamés par les 
créanciers du contractant. Ces derniers ont seulement droit au remboursement des primes, dans le cas 
indiqué par l'article L. 132-13, deuxième alinéa, en vertu soit de l'article 1167 du code civil, soit des 
articles L. 621-107 et L. 621-108 du code de commerce. 
3 LAMBERT-FAIVRE (Y.) et LEVENEUR (L.), Droit des assurances, Dalloz, 13e éd., 2011, n° 972 , 
p. 848. 
4 I.d., n° 972-1 , p. 847. 
5 Article L132-13, deuxième alinéa 
Ces règles ne s'appliquent pas non plus aux sommes versées par le contractant à titre de primes, à 
moins que celles-ci n'aient été manifestement exagérées eu égard à ses facultés. 
6 Article 1167, premier alinéa 
Ils peuvent aussi, en leur nom personnel, attaquer les actes faits par leur débiteur en fraude de leurs 
droits. 
7 LAMBERT-FAIVRE (Y.) et LEVENEUR (L.), supra note 3, n° 972 , p. 847-848. 
8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176。 
9 Civ. 1re, 28 av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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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有償主義 

1. 政策目標 

 有償主義之立法在債權人與受益人間產生利害衝突時，偏向債權人一方，

對於受益人之保障較為薄弱。例如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若有其他方式可滿足其債權者，盡量避免採用對受益人侵害較大之強制執

行解約金方式。但債務人若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僅有人壽保險契約為執行標

的時，此時應犧牲受益人之利益，以保障債權人之利益。但在立法上可透過受

益人在事故發生前，給付相當之對價，而使該人壽保險契約不被強制執行。換

句話說，受益人應給付對價與債權人，該壽險契約則不落入責任財產範圍當

中，因此被稱為有償主義。 

2. 採用手段 

 以採取有償主義之立法之德國為例，該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保險

債權遭假扣押、強制執行或要保人破產程序開始時，指定受益人得經要保人之

同意，代要保人介入保險契約。受益人介入時，其就終止保險契約後，要保人

得向保險人請求之金額範圍內，對扣押債權人或破產財團為清償。(第一項)未

指定受益人或已指定受益人而未載明姓名時，要保人之配偶或人生伴侶及要保

人之子女，與受益人有同樣權利。(第二項)介入是指介入權人在知悉假扣押時

或破產程序開始時起 1 個月內，得對保險人通知為給付(第三項)。」10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考量債務人(要保人)投保人壽保險係為照顧

受益人之目的，若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強制執行該人壽保險契約，將使

受益人之利益受損。但在保障債權人與受益人間，採取一折衷作法。於保險事

故發生前，若受益人給付相當金額已滿足債權人之部分債權，則債權人將不得

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此一手段確實符合人壽保險保障遺族之功

能，但其所招致之批評為受益人通常與債務人為經濟生活共同體，債務人已積

欠債務，如何期待受益人給付相當金額 11？ 

                                            
10 新井修司、金岡京子共訳，日本損害保険協会、生命保険協会編，ドイツ保険契約法：2008
年 1 月 1 日施行，頁 480，2008 年 9 月。 
11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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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限制無償主義 

1. 政策目標 

 限制無償主義之立法政策目標與無償主義相同，於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

產生衝突時，以受益人利益為優先。然考量到債權人之利益，於特定情況始賦

予受益人優先於債權人之權利。事實上，限制無償主義立法操作，多數情況與

無償主義相同。 

2. 採用手段 

 以採用限制無償主義之瑞士為例，其兼具無償主義與有償主義之手段。瑞

士保險法第 79 條規定：「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或其保險請求權遭扣押時，受益

人權益消滅。當扣押失效或破產程序被撤銷，受益人權益則再次復活。(第一

項)若要保人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權利，則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受益人

之保險請求權。」12該條第 1 項規定可得出原則上要保人之債權人利益優先於

受益人，第 2 項則規定在受益人為不可撤銷受益人時，要保人之債權人無法強

制執行。而第 80 條規定：「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為受益人者，除

有擔保權之情形外，受益人之保險請求權及要保人之保險請求權，不得為要保

人之債權人利益而受強制執行。」13此一規定將受益人為要保人之特定親屬，

作為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之理由。並且同時賦予要保人之特定親屬，

得依瑞士保險法第 81 條規定，行使介入權而成為新要保人。 

 因此瑞士保險法限制受益人為特定親屬時，要保人之債權不得強制執行該

保險契約，與無償主義完全禁止指定受益人時，要保人之債權不得強制執行之

作法有所不同。同時瑞士保險法又賦予要保人之特定親屬，得成為新要保人，

可謂是綜合無償主義禁止扣押手段，以及有償主義介入權手段。 

 

                                            
12 Art. 79 
1 Die Begünstigung erlischt mit der Pfändung des Versicherungsanspruches und mit der 
Konkurseröffnung, über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Sie lebt wieder auf, wenn die Pfändung dahinfällt 
oder der Konkurs widerrufen wird. 
2 Hat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auf das Recht, die Begünstigung zu widerrufen, verzichtet, so 
unterliegt der durch die Begünstigung begründete Versicherungsanspruch nicht der 
Zwangsvollstreckung zugunsten der Gläubiger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13 Art. 80 
Sind der Ehegatte, die eingetragene Partnerin, der eingetragene Partner oder Nachkommen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Begünstigte aus einem Lebensversicherungsvertrag, so treten sie, sofern sie es 
nicht ausdrücklich ablehnen, im Zeitpunkt, in dem gegen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ein Verlustschein vorliegt oder über ihn der Konkurs eröffnet wird, an seiner Stelle in die Rechte und 
Pflichten aus dem Versicherungsvertrag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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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美國 

 由於美國存有州法與聯邦法之規範，以下分就其州法及聯邦法採取之立法

模式為說明： 

第一目 州法 

 美國共有 50 個州，外加哥倫比亞特區，總共有 51 個不同法領域。本文挑

選較具代表性的紐約州及加州立法例為說明： 

1.  紐約州保險法 

(1) 第 3212 條規定 

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 14規定：「 

(a)在本項中： 

(1) 保險相關給付在人壽保險係指死亡給付、提前死亡給付、以保單現金價值

計算之提前死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質借價值及免繳保費。而保單紅利

不論是用於減少保費繳納或任何形式均屬之，除債務人在保單簽發後選擇以現

金領取紅利 15。 

(2) 年金契約指保險人在被保險人生存期間，有義務於特定期間給付特定金額

之契約，或依據單一或複數特定條款，以相當對價，共同或其他方式給付特定

金額與一人或數人。但不包括依人壽保險契約或特定條款，在被保險人生存期

間中，於特定期間給付金額之情形 16。 

(3) 債權人係指依契約有合法權利請求之人，或在 1939 年 12 月 31 日後，依契

約有合法權利請求之人 17。 

(4) 強制執行係指對第三人扣押程序(garnishee process)及任何債權人對債務人資

                                            
14 N.Y. Ins. Law §3212 (2009). 
15 (a) In this section:(1) The term “proceeds and avails”, in reference to policies of life insurance, 
includes death benefits, accelerated payments of the death benefit or accelerated payment of a special 
surrender value, cash surrender and loan values, premiums waived, and dividends, whether used in 
reduction of premiums or in whatever manner used or applied, except where the debtor has, after 
issuance of the policy, elected to receive the dividends in cash. 
16 (2) An annuity contract includes any obligation to pay certain sums at stated times, during life or 
lives, or for a specified term or terms, issued for a valuable considera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sums are payable to one or more persons, jointly or otherwise, but does not include payments under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at stated times during life or lives, or for a specified term or terms. 
17 (3) The term “creditor” includes every claimant under a legal obligation contracted or incurred after 
December thirty-first, nineteen hundred thirty-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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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為訴訟行為之程序 18。 

(b)(1) 任何人以自己生命投保，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或給付與第三人之保險契

約。該第三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其債權人、法

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院指定之收取人 19。 

(2) 要保人為自己之利益，以他人生命投保，並給付與要保人之保險契約。要

保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債

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院指定之收取人。若要保人係為

自己利益，以配偶生命投保之保險契約，則要保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

相關給付，得以之對抗其配偶之債權人、法定代表人 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

院指定之收取人 20。 

(3) 要保人為第三人之利益，以他人之生命投保，並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或給

付與第三人之保險契約。該第三人有權取得該保險契約之保險相關給付，得以

之對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債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院

指定之收取人 21。 

(4)(A) 被保險人依據本項第一款規定，或要保人並非被保險人之配偶者，依據

本項第二款規定，或要保人依據本項第三款規定，或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其配

偶之遺產執行人或管理人，或就保險相關給付為信託者，不應是為受益人、保

單受讓人或受指示給付之人。22 

(B) 若保險契約設有提前給付條款(facility-of-payment clause)或類似條款，允許

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死亡後，支付死亡給付與第三人，而得免除其支付義務，應

視為已給付受益人 23。 

                                            
18 (4) The term “execution” includes execution by garnishee process and every action, proceeding or 
process whereby assets of a debtor may be subjected to the claims of creditors. 
19 (b)(1)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in favor of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or made payable otherwise to a third person, such third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20 (2)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upon the life of another person in favor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same or made payable otherwise to such person, the latter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insured. If the person effecting such 
insurance shall be the spouse of the insured, he or she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his or her own creditor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21 (3)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the life of another person 
in favor of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or made payable otherwise to a third person, such third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and avails of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erson insured 
and of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22 (4)(A) The person insur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one of this subsection or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other than the spouse of the insur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two hereof, and the person 
effecting the insurance pursuant to paragraph three hereof, or the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of any such 
persons, or a person entitled to the proceeds or avails of such policy in trust for such persons shall not 
be deemed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assignee or payee. 
23 (B) A policy shall be deemed payable to a third person beneficiary if and to the extent that a facility-
of-payment clause or similar clause in the policy permits the insurer to discharge its obliga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person insured by paying the death benefits to a thir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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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論該保險有無保留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以及不論該保險有無約定若受益

人、保單受讓人或受指示給付之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時，應給付被保險人，均

為本款之適用範圍。且任何人不得強迫行使保險契約上之權利、義務或選擇權
24。 

(6) 任何人以自己或他人生命投保，保單所有人(policyowner)應有權取得死亡給

付、提前死亡給付、以保單現金價值計算之提前死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

單質借價值，並得以之對抗其債權人、法定代表人、破產管理人、聯邦及州法

院指定之收取人 25。 

(c)(1) 任何由意外傷害、或被保險人身體虛弱或疾病所生之失能狀態，依據該

失能保險應給付之金錢或其他利益，均不可被強制執行，以滿足被保險人之債

務或責任，不論是該債務或責任是失能前或失能後產生者。除本條(e)款規定之

情況外 26。 

(2) 關於被保險人失能開始後，其所生之必要債務或責任，被保險人得豁免範

圍不包括因其失能所致之收入給付；關於被保險人失能開始後，其所生之全部

債務或責任，被保險人得豁免之範圍以失能期間每月不超過四百美元給付為限
27。 

(3) 因被保險人被剝奪四肢或其他特殊損害，而為一次性給付，該給付得豁免

被保險人之債權人之強制執行 28。 

(4) 本項不影響保單轉讓利益或其他轉讓利益 29。 

(d)(1) 年金受領人已給付相當對價，該年金契約現在或將來所生之利益、權

利、義務及選擇權，不應在強制執行範圍 30。 

                                            
24 (5) This section shall be applicable whether or not the right is reserved in any such policy to change 
the designated beneficiary and whether or not the policy is made payable to the person whose life is 
insured if the beneficiary, assignee or payee shall predecease such person; and 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to exercise any rights, powers, options or privileges under such policy. 
25 (2) If a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or shall be effected by any person on his own life or upon the 
life of another person, the policyowner shall be entitled to any accelerated payments of the death 
benefit or accelerated payment of a special surrender value permitted under such policy as against the 
credito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trustees in bankruptcy and receiv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of 
the policyowner. 
26 (c)(1) No money or other benefits payable or allowable under any policy of insurance against 
disability arising from accidental injury or bodily infirmity or ailment of the person insured, shall be 
liable to exec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atisfying any debt or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whether incurred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disability,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e) hereof. 
27 (2) With respect to debts or liabilities incurred for necessaries furnished the insur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disability, the exemption shall not include any income payment benefits payable as a 
result of any disability of the insured, and with respect to all other debts or liabilities incurre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disability of the insured, the exemption of income payment benefits payable as a 
result of any disability of the insured shall not at any time exceed payment at a rate of four hundred 
dollars per month for the period of such disability. 
28 (3) When a policy provides for lump sum payment because of a dismemberment or other specific 
loss of insured, such payment shall be exempt from execution of insured's creditors. 
29 (4) This subsec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assignability of any benefit otherwise assignable. 
30 (d)(1) The benefits, rights, privileges and options which, under any annuity contract are due or 
prospectively due the annuitant, who paid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annuity contract,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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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金受領人不應被強迫行使年金契約所生之權利或選擇權，其債權人亦不

允許干涉或終止該年金契約。除依(e)項規定、法院命年金受領人給付年金與判

決債權人或法院命年金受領人分期給付判決債權人，且法院認為該分期給付利

益乃公正適當，對年金受領人及受其依賴維生家人屬於合理者。而年金受領人

在前述法院命令下，面對多數債權人之情形亦同 31。 

(3) 受益人或受讓人就年金契約所生之利益、權利、義務或選擇權，不得轉讓

或變換。若利益為定期給付者，則年金受領人所適用之豁免範圍及例外，同樣

適用至受益人或受讓人 32。 

(4) 本款所稱之結構性理賠(structured settlement)係指透過和解或法院判決，定

期給付因侵權行為所生之人身損害賠償。本款所稱之定期性給付係包括預期的

將來一次性給付。依據年金契約而為結構性理賠，該理賠所給付之利益、權

利、義務及選擇權，依本項規定不得為移轉，但依一般義務法第七編第五條規

定，則得為移轉 33。 

(e)(1) 任何移轉保單、變更受益人或其他移轉方式均為有效，除該移轉依債務

人與債權人法第十條規定，有隱藏、遲延或詐害債權人之意圖者之情形。若有

前述情形，債權人得依債務人與債權人法第十條所規定之救濟程序，請求救濟
34。 

(2)(A) 依據州法的限制法規，若給付保費或其他對價關係之方式，依債務人與

債權人法第十條規定，符合詐害債權人之意圖，應確保債權人得從保險金獲取

利益。但保險人若依據該保險契約條款已為給付保險金、轉讓保單、變更受益

人或為其他移轉，除事前已收到債權人之書面通知，並表明該移轉詐害債權

人，債權人得請求保險金外，保險人得免除其責任 35。  

                                            
31 (2) The annuitant shall not be compelled to exercise any such rights, powers or options contained in 
the annuity contract, nor shall creditors be allowed to interfere with or terminate the contract,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e) hereof and except that the court may order the annuitant to pay to a 
judgment creditor or apply on the judgment in installments, a portion of such benefits that appears just 
and proper to the court,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reasonable requirements of the judgment debtor and his 
family, if dependent upon him, as well as any payments required to be made by the annuitant to other 
creditors under prior court orders. 
32 (3) The benefits, rights, privileges or options accruing under such contract to a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shall not be transferable nor subject to commutation. If the benefits are payable periodically or 
at stated times, the same exemptions and exceptions contained herein for the annuitant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such beneficiary or assignee. 
33 (4) The benefits, rights, privileges or options accruing under an annuity contract funding a structured 
settlement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nontransferable under this subsection may be transferred in 
accordance with title seventeen of article five of the general obligations law. As used in this paragraph 
the term “structured settlement” means an arrangement for periodic payments of damages for personal 
injuries established by settlement or judgment in resolution of a tort claim; and the term “periodic 
payments” shall include scheduled future lump sum payments. 
34 (e)(1) Every assignment or change of beneficiary or other transfer is valid, except in cases of 
transfer with actual intent to hinder, delay or defraud creditors, as defined by article ten of the debtor 
and creditor law. In such cases creditors shall have all the remedies provided by such article ten. 
35 (2)(A) Subject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he amount of premiums or other consideration paid with 
actual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as provided in article ten of the debtor and creditor law, together with 
interest on such amount, shall enure to the benefit of creditors from the proceeds of the policy or 
contract; but the insurer issuing such policy or contract shall be discharged of liability thereunder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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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書面通知應特定請求金額或提供足夠事實使保險人得特定金額、保險契

約、年金契約、被保險人、年金受領人，以及主張該移轉或給付構成詐害債權

而無效之事實 36。 

(3)(A) 儘管本條規定與其他法律或地區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局、健康與心

理衛生局長或其代理人得行使之代位權利有所衝突，地區社會服務機構、社會

服務局、健康與心理衛生局長得主張，依據本章第五十三條所規定之公司，其

提供之任何個人意外健康保險、團體意外健康保險或不得解除之失能保險

(noncancellable disability insurance)，上述保險契約所生之利益均為有效。若社

會服務局、合適的社會服務局官員或健康與心理衛生局長或其代理人，透過協

議或其他既定程序，直接向保險公司請求該利益，則此一代位權不得強制執行
37。 

(B) 在健康保險人收到地區社會服務機構、社會服務局、健康與心理衛生局長

或其代理人所發出之行使代位權的書面通知前，該健康保險契約所生之利益，

不得代位之 38。 

(C) 任何健康保險之代位權均可被強制執行，除非保險人在該健康保險所生利

益發生後三年內，收到行使代位權書面通知。保險人不得依社會服務法第三百

六十七條 a 項第二款(b)目規定，以請求時點、請求書面格式、或未在定點提供

適當書面為由，拒絕理賠請求 39。 

(4) 任何直接或間接禁止移轉保單權利的保險契約條款，並不會影響地區社會

服務機構、社會服務局、健康與心理衛生局長或其代理人行使代位之權利。在

                                            
making pay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or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ssignment, change of 
beneficiary or other transfer, unless before any such payment such insurer shall have received written 
notices, by or on behalf of any such creditor, of a claim to recover any benefits on the ground of a 
transfer or payment made with intent to defraud such creditor. 
36 (B) The notice shall specify the amount claimed or sufficient facts to enable the insurer to ascertain 
such amount, the insurance or annuity contract, the person insured or annuitant, and the transfers or 
payments sought to be avoided on the ground of fraud. 
37 (3)(A) Notwithstanding any inconsistent provision of this section or other law, any right of 
subrogation to benefits to which a local social services distric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or the 
commissioner of health or his designee, shall be entitled shall be valid and enforceable to the extent 
benefits are available under any individual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group or blanket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or noncancellable dis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or any subscriber contract made by a 
corporation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forty-three of this chapter, except that no such right of 
subrogation shall be enforceable if such benefits may be claim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an appropriate social services official or the commissioner of health or his designee, by agreement or 
other established procedure, directly from an insurance carrier. 
38 (B)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does not attach to insurance benefits paid or provided under any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prior to the receipt by the carrier issuing such insurance of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a local social services district, or the commissioner of health or his 
designee, of the exercise of subrogation rights. 
39 (C) No right of subrogation to insurance benefits available under any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shall 
be enforceable unless written notice of the exercise of such subrogation right is received by the carrier 
within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services for which benefits are provided under the policy or contract 
are rendered. An insurer shall not deny a claim made in conformance with paragraph (b) of subdivision 
two of section three hundred sixty-seven-a of the social services law solely on the basis of the date of 
submission of the claim, the type or format of the claim form, or a failure to present proper 
documentation at the point-of-sale that is the basis of the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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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書面通知行使代位權利時，該代位權行使範圍包含契約、計畫或保險所生

之一切利益 40。 

(f) 本條應同樣適用於團體保險與年金契約，以及經核准之兄弟會、人壽保險合

作社與意外保險公司所簽發保單 41。」 

(2) 第 3212 條規定之概要說明 

 由於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之內容過於繁雜，以下分就(a)項至(f)項為概

要說明： 

A. (a)項條文內容 

(a)項為共有四款定義性規定。第一款就“proceeds and avails”(保險相關給付)

一詞定義其範圍，依該款規定其死亡給付、提前死亡給付、以保單現金價值計

算之提前死亡給付、保單現金價值、保單質借價值及免繳保費。其餘三款則規

定年金保險、債權人及強制執行之定義。 

B. (b)項條文內容 

(b)項規定主要處理不同人壽保險契約關係人之情形，何者得對抗何者之債

權人，以下就四種情形說明之： 

一、A 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B 為受益人，依(b)項第 1 款規定，B 就保險相關

給付權利，得對抗 A 之債權人。 

二、A 為要保人兼受益人，B 為被保險人，依(b)項第 2 款前段規定，A 就保險

相關給付權利，得對抗 B 之債權人。 

三、A 為要保人兼受益人，B 為被保險人，A 與 B 為配偶時，依(b)項第 2 款後

段規定，A 就保險相關給付權利，不僅得對抗 B 之債權人，更得對抗 A 之債權

人。 

四、A 為要保人，B 為被保險人，C 為受益人時，依(b)項第 3 款規定，C 就保

險相關給付權利，得對抗 A 之債權人與 B 之債權人。 

                                            
40 (4) No terms of any policy or contract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revent or prohibit the assignment 
of rights under any policy or contract prevent a local social services distric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or the commissioner of health or his designee, from claiming benefits to which it shall be 
subrogated.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attaches to any benefits paid or provided under any policy, plan or 
contract upon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of the exercise of such subrogation rights. 
41 (f) This section shall likewise apply to group insurance policies or annuity contracts, to the 
certificates or contracts of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ies, and to the policies or contracts of cooperative life 
and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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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項條文內容 

 此項規定意外傷害或疾病造成被保險人失能之損失，保險人就此損失所為

之保險給付，債權人不得扣押之。但被保險人在失能期間不能請領薪資之損

失，原則上不得超過四百美元。 

D. (d)項條文內容 

 本項規定禁止年金契約受益人之債權人，不得就年金給付為扣押。甚至年

契約存續中，年金契約受益人之債權人，不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終止年金契

約。 

E. (e)項條文內容 

 本項規定原則上保單轉讓或變更受益人不會構成詐害債權人之行為，但在

符合債務人與債權人法第 10 條規定，有隱藏、遲延或詐害債權人之意圖者之情

形，得以撤銷詐害債權之訴訟方式，主張保單轉讓或變更受益人行為無效。另

本項第三款則規定，社福單位行使代位之權利，原則上不得強制執行。 

F. (f)項條文內容 

 本項規定團體保險、年金契約，以及經核准之兄弟會、人壽保險合作社與

意外保險公司所簽發保單，同樣適用(a)項至(e)項之規定。 

(3) 立法模式之採用 

 從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b)項規定可看出，立法者賦予受益人不論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或保險事故發生後，均有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債權人之權

利，顯然偏向保護受益人。又該條(c)項規定僅就失能保險之工作損失給付超過

400 美元部分，債權人得聲請強制執行。實際上工作損失給付並非人身保險給

付範圍內，顯然紐約州保險法將禁止強制執行之保險給付範圍擴張過廣。故從

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文內容觀之，其過度偏向保護受益人，應屬無償主義之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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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州民事訴訟法 

(1) 第 704.100 條規定 

現行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a)未滿期的人壽保險契約(包括

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除保單借款外，得對抗任何請求。(b)可保單借款的未滿期

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得為金錢債權執行標的，但可保單

借款的人壽保險契約金額低於 9,700 美元者，不在此限。若執行債務人已結

婚，不論該人壽保險屬配偶一方或雙方擁有，抑或其中一方配偶非執行債務

人，配偶各自享有本條所規定的豁免金額(9,700 美元)，亦可合併計算豁免金額

(19,400 美元)。本項所提供的豁免金額，優先適用法院所審理的人壽保險契約

以外之保險契約，若豁免金額尚未耗盡，其次適用法院審理的人壽保險契約。

(c)滿期人壽保險契約(包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給付，若對執行債務人、配偶

及受撫養人屬生活上合理必需的，不得為強制執行。」42 

(2) 第 704.100 條規定概要說明 

關於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人間衝突之立法，加州將其規範於民事訴訟法

中豁免執行財產章(exemption chapter)。該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主要規範

人壽保險契約之豁免執行，該條(a)項規定，執行債権者(judgment creditor)除保

單借款外，未滿期(保險事故未發生)之人壽保險契約，不得對解約金為扣押
43。取而代之，執行債務人(judgment debtor)須承受執行債權人對人壽保險之保

單借款為強制執行，但此一作法可使人壽保險契約存續。 

 (b)項前段規定，執行債務人擁有未滿期(未發生保險事故)之人壽保險契

約，執行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一定金額(97,00 美元)之人壽保單借款。而(b)項後

                                            
42 Cal. Code Civ. Proc. § 740.100 (2003). 
(a)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but not the loan 
value of such policies, are exempt without making a claim. 
(b) The aggregate loan value of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is subject to the enforcement of a money judgment but is exempt in the amount of ni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dollars ($9,700). If the judgment debtor is married, each spouse is entitled to a 
separate exemption under this subdivision, and the exemptions of the spouses may be combin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olicies belong to either or both spouses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pouse 
of the judgment debtor is also a judgment debtor under the judgment. The exemption provided by this 
subdivision shall be first applied to policies other than the policy before the court and then, if the 
exemption is not exhausted, to the policy before the court. 
(c) Benefits from matured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including endowment and annuity policies) are 
exempt to the extent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the judgment debtor and the spouse and 
dependents of the judgment debtor. 
43 BERTRAM HARNETT & IRVING I.LESNICK, THE LAW OF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 17.0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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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規定，執行債務人若已婚，則可享有 2 倍金額(19,400 美元)之人壽保單借款

豁免。 

(c)項則規定已滿期(已發生保險事故)之人壽保險契約，執行債務人若欲主

張判決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必須證明該人壽保險對執行債務人、其配偶及其

受撫養人屬生活上合理必需的。但本項規定未要求執行債務人為被保險人或受

益人，與(a)(b)項規定並不一致 44。 

(3) 立法模式之採用 

 解釋上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禁止債權人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之未

滿期(保險事故未發生)人壽保險解約金，但其例外允許債權人扣押超過保單借

款 97,000 美元部分之金額。既是扣押保單借款金額，債務人之未滿期人壽保險

契約仍繼續存在。此一立法似乎給予債權人在不得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後，另一種補償方式，使債權人得扣押超過保單借款 97,000 美元部分之金

額。此一立法似乎有平衡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而非偏向受益人一方。但實

際上債權人得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扣押債務人之保單借款金額之可能性甚小。

若債權人在債務人之可執行財產僅存人壽保險時，保單借款金額須高於 97,00

美元(折合台幣約 30 萬元)，方得執行，此無異等同無償主義立法之結果。因此

有學說將此與純粹之無償主義立法區分，將其歸類為限制無償主義 45。 

第二目 聯邦法 

1. 1898 年聯邦破產法(Bankruptcy Act of 1898) 

(1) 第 70 條規定內容 

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其承繼人在取得

任命資格後，除得豁免執行之財產外，在破產人被裁定破產時起，以下所列舉

之破產人持有之權利，乃法律上當然取得：…..(3) 破產人為自己之利益得行使

之權利，但專為他人行使之權利則不屬之。(5)在聲請破產前，不問破產人所為

手段，得讓與或得依司法程序扣押並拍賣之財產。但破產人擁有具保單現金價

值之保險契約，其保險給付與破產人、其繼承人或遺囑管理人之情形，經簽發

該保險契約之保險公司確認保單現金價值，並呈報破產管理人承認後三十日

                                            
44 栗田達聡，カリフォルニア州民事訴訟法における生命保険債権保護，生命保険論集，170
号，頁 194，2010 年 3 月。 
45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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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破產人對破產管理人給付或提供保證該確認之保單現金價值金額。有關破

產程序中，破產財團分配之相關債權人不得請求之保險契約，則破產人繼續保

持該所有，除此之外的保險契約應移轉為破產管理人之資產。」46 

(2) 第 70 條規定概要說明 

 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在 Holden v. Stratton 案 47後，因聯邦最高法院

採取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與第 6 條併存說，使實際上破產案件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之機會大幅減少。有趣的是，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

書規定，破產人在破產宣告後，應向破產管理人給付相當於其人壽保險契約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金額。此一規定與當時美國州人壽保險豁免法規定皆有所不

同，於立法時未有觸及核心之討論。從該項但書條文規定觀之，似乎有傾向保

護破產債權人之傾向。 

(3) 立法模式之採用 

 日本學者認為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規定，與德國現行保險契

約法第 170 條規定之法律效果相同，皆係將債務人之人壽保險排除於破產財團

之外，因此係採有償主義之立法 48。但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但書與德

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介入權規定之主體有所不同，前者以債務人給付相當金

額與破產管理人；後者以受益人給付相當金額與破產管理人，且受益人行使介

入權後，成為新要保人 49，債務人(原要保人)不得為介入權人。 

                                            
46 The trustee of the estate of a bankrupt, upon his appointment and qualification, and his successor or 
successors, if he shall have one or more, upon his or their appointment and qualification, shall in turn 
be vested by operation of law with the title of the bankrupt, as of the date he was adjudged a bankrupt, 
except in so far as it is to property which is exempt, to all. 
(3) powers which he might have exercised for his own benefit but not those which he might have 
exercised for some other person; (5) property which prior to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he could by any 
means have transferred or which might have been levied upon and sold under judicial process against 
him: Provided, That when any bankrupt shall have any insurance policy which has a cash surrender 
value payable to himself, his estate, or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he may,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the 
cash surrender value has been ascertained and stated to the trustee by the company issuing the same, 
pay or secure to the trustee the sum so ascertained and stated and continue to hold, own, and carry such 
policy free from the claims of the credi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estate under the 
bankruptcy proceedings, otherwise the policy shall pass to the trustee as assets. 
47 198 U.S. 202 (1905). 
48 大森忠夫，アメリカにおける生命保険契約上の権利と保護，所報，頁 119，1961 年 3 月；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180。 
49 葉啟洲，債權人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平衡保障─德國保險契約法上受益人介入權之借鏡，

255 期，頁 103，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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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78 年聯邦破產法(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1978) 

(1) 第 522 條(d)項規定 

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 50，其規定：「下列財產得免

於執行：(7) 除信用壽險契約外，任何未滿期的人壽保險契約。 (8) 債務人或

債務人的受扶養人為未滿期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債務人得因此取得紅利、利

息及保單借款的總計利益，在不超過 8,000 美元情況下，依第 542 條 d 項規定

為移轉。」51 

(2) 第 522 條(d)項規定概要說明 

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明文將未滿期(保險事故未發生)之人壽保

險，排除於破產財團之外。另從 1978 年聯邦破產法修正理由觀察，保單借款並

不構成現行破產法第 101 條第 12 項之破產人「債務」52。因此破產人向保險人

為保單借款，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8 款規定，超過 8000 美元之部分，應

列入破產財團。但由於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有 38 個州選擇不予適

用，產生事實上破產程序中，破產人之人壽保險處置，交由州人壽保險豁免法

規決定。 

(3) 立法模式之採用 

 若將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與前述加州民事訴訟

法第 704.100 條規定為比較，可發現兩者在適用程序不同外，其立法意旨皆相

同。其限制債權人僅能取得超過一定金額之保單借款，並維持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契約繼續存在。因此現行聯邦破產法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應與加州民

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立法模式相同，皆採限制無償主義。 

                                            
50 11 U.S.C.A. § 522(d)(7)(8) (2016). 
51 (d) The following property may be exempted under subsection (b)(2) of this section: 
(7)Any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owned by the debtor, other than a credit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8)The debtor’s aggregate interest, not to exceed in value $8,000 less any amount of property of the 
estate transferred in the manner specified in section 542(d) of this title, in any accrued dividend or 
interest under, or loan value of, any unmatured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owned by the debtor under which 
the insured is the debtor or an individual of whom the debtor is a dependent. 
52 PUBLISHER'S EDITORIAL STAFF, BANKRUPTCY SERVICE, § 12:2 (Lawyers e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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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日本 

 相較於美國，日本就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採取何種立法模式？除

商法保險章時期，該國立法者之立場較不明確外。在保險法制定後，日本立法

者之立場已甚為明確。因此以下探討日本在不同時期，所採取之立法模式： 

第一目 商法保險章時期 

嚴格而言，日本在保險法制定前，並未有條文完整規範債權人與受益人間

利害衝突解決機制，僅在與人壽保險契約相關之法規中，有類似規範。例如郵

便年金法與簡易人壽保險法，此二法規乃針對特定險種為規範之法律，但其法

律關係與商法保險章所規範之保險契約關係相同。以下分就郵便年金法與簡易

人壽保險法之相關規範為說明： 

1. 郵便年金法 

(1) 第 35 條規定 

昭和 24 年(西元 1949 年)郵便年金法第 35 條規定：「年金給付事由發生

前，年金契約當事人受破產宣告時(年金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為返還金受益人之

年金契約，除依第 28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為意思表示外)，年金受益人得年金契

約當事人同意，交付破產管理人依第 27 條規定終止年金契約應給付之返還金，

或依前條但書規定得扣押之相當金額。並向破產管理人為繼承年金契約當事人

權利義務之意思表示時，該年金契約受益人視為繼承其權利義務。(第一項)前

項繼承，未對國家通知者，國家得以其對抗之。(第二項)依第一項規定向破產

管理人所交付之金額，屬於破產財團。(第三項)」53其後立法者欲將郵便年金與

簡易人壽保險為結合，於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廢除郵便年金法之規定。 

                                            
53 郵便年金法第 35 条：「1 年金支払の事由が発生する前に年金契約者が破産の宣告を受けた

場合（年金契約者以外の者を返還金受取人とする年金契約において第二十八条第一項但書の

意思表示があつた場合を除く。）において、年金受取人が年金契約者の同意を得て、当該年金

契約が解除されたとすれば第二十七条の規定により支払われるべき返還金のうち前条但書の

規定により差押ができる部分に相当する額を破産管財人に交付して、年金契約者の年金契約

に因る権利義務を承継する旨の意思を表示するときは、当該年金受取人は、当該権利義務を

承継するものとする。2 前項の承継は、国に通知しなければ、これをもつて国に対抗するこ

とができない。3 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破産管財人が交付を受けた金額は、破産財団に属する

もの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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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5 條規定概要說明 

若將本條與現行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規定為比較，可發現本條乃介入權之規

定，但其適用範圍僅適用於郵局所開辦之年金契約。又參照郵便年金法第 5 條

第 1 項意旨，郵便年金之目的係保障被保險人生活費及學費而為給付，因此被

保險人當然等同受益人，亦無未指定受益人之情形 54。因此當年金契約當事人

破產時，為保障被保險人，應賦予其介入權，免於年金契約被終止。 

2. 簡易人壽保險法 

(1) 第 50 條規定與第 81 條規定 

昭和 24 年(西元 1949 年)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50 條規定：「受領保險金或還

付金之權利，不得扣押之。」55此一規定在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改為第 81 條

規定 56：「下列應受領保險金之權利，不得扣押：一、被保險人死亡時所給付之

保險金。二、被保險人達特定要介護狀態，依保險約款所定期間持續給付之保

險金。三、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給付之保險金。四、依特約給付之

保險金(依保險約款所訂期間內被保險人生存所給付之保險金除外)。(第一項)依

第五條第一項所應受領之年金權利，不得扣押之。但該年金給付係以終身年金

保險附介護增額年金特約方式，除增額年金給付以外，其超過給付期間一半金

額之受領年金權利被扣押，以及因遲繳國稅而被扣押，則不在此限。」57 

(2) 第 50 條規定概要說明 

簡易人壽保險與一般人壽保險之性質並無差異，其最大之不同乃前者專由

                                            
54 青谷和夫，保険金受取人の介入権，生命保険経営，19 卷 1 号，頁 31，1951 年 1 月。 
55 簡易生命保険法第 50 条：「保険金又は還付金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は、差し押えることがで

きない。」 
56 村越啓悦，簡易生命保険法の改正と執行・破産実務に及ぼす影響について，判例タイム

ズ，827 号，頁 16，1993 年 12 月。 
57 簡易生命保険法第 81 条：「1 次に掲げる保険金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は、差し押さえること

ができない。一、被保険者が死亡したことにより支払う場合の保険金。二、被保険者の特定

要介護状態が保険約款の定める期間継続したことにより支払う場合の保険金。三、第七十六

条第一項及び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り支払う場合の保険金。四、特約に係る保険金（被保険者の

生存中にその保険期間又は保険約款の定める期間が満了したことにより支払うものを除く。）

2 第五条第一項の年金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は、差し押さ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だし、当該

年金のうち介護割増年金付終身年金保険の保険契約に係る割増年金以外のものにあつては、

その支払期における金額の二分の一に相当する額を超える額を受け取るべき権利を差し押さ

える場合及び国税滞納処分（その例による処分を含む。）により差し押さえる場合は、この限

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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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開辦，後者為私法人開辦。但昭和 24 年(西元 1949 年)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50 條規定，與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第 81 條規定有極大不同。前者乃完全禁

止扣押簡易人壽保險所有相關權利，後者則採列舉式禁止被扣押情形。 

之所以有此轉變，乃日本最高法院在最判昭和 60 年 11 月 15 日判決 58中，

例外承認簡易人壽保險受益人為法人時，該保險金得列入破產債權。由於昭和

24 年(西元 1949 年)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50 條立法當時，並未考量法人投保簡易

人壽保險，並指定其為受益人之情形。立法當時之所以禁止扣押簡易人壽保險

契約所有權利，係考量自然人為受益人，亟需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障 59。既簡易

人壽保險並未限制投保對象為法人或自然人，立法者必須針對法人投保簡易人

壽保險之情形為考量，故現行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81 條明定禁止扣押之情形與範

圍。 

3. 立法模式之採用 

日本在昭和 24 年同時制定郵便年金法第 35 條與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50 條規

定，前者在破產程序中賦予年金契約受益人介入權，後者係禁止債權人扣押簡

易人壽保險相關權利。似乎前者採有償主義，後者採無償主義。但簡易人壽保

險法第 50 條在平成 2 年(西元 1990 年)修改為第 81 條規定，改採列舉式禁止扣

押簡易人壽保險權利。加之郵便年金法第 35 條規定廢除後，該時期日本立法者

就債權人與受益人間之利益衡量，原則上應係採無償主義，但有部分有償主義

之色彩。 

第二目 保險法制定後 

1. 第 60 條規定 

第 60 條規定：「扣押債權人、破產管理人或死亡保險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

(本條第 2 項與第 62 條皆稱終止權人)得終止該死亡保險契約(解約金額限於第

63 條所規定之責任準備金，本條第 2 項與第 61 條第 1 項皆同)，保險人在收受

終止契約通知時起一個月後，生終止之效力。(第一項)受益人(依前項規定為通

知時，除要保人外，限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親屬，抑或被保險人，在本條第

3 項及第 61 條皆以介入權人稱之)經要保人之同意，在前項期間經過中，通知繳

納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若該當通知之日同時發生終止死亡保險契約

之效力時，保險人應向終止權人給付解約金。但已對保險人通知給付相當解約

金之金額與終止權人者，不生終止效力。(第二項)在第 1 項所規定之扣押程

                                            
58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39 巻 7 号，頁 1487。 
59 村越啓悦，前揭註 5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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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要保人破產、再生或更生程序下，終止權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介入權

人依前項規定為給付及給付通知，視為保險人在該當扣押程序、要保人破產、

再生或更生程序中，已給付終止契約後之解約金。(第三項)」60 

2. 第 60 條規定概要說明 

 本條規定適用於人壽保險，傷害疾病定額保險則適用保險法第 89 條規定。

若要保人之人壽保險遭扣押、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或民事再生程序，要保人指

定之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得經要保人之同意，給付相當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

人或破產管理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可排除於強制執行程序、破產程序或

民事再生程序。該受益人在行使上述權利後，並非當然成為要保人，須由要保

人與受益人間協調。 

3. 立法模式之採用 

 根據保險法立法擔當官(立法担当官)荻本修之說明，之所以在保險法中制

定介入權，乃因日本最高法院在最判平成 11 年 9 月 9 日判決，承認債權人得扣

押債務人之解約金給付請求權，並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規定終止債務人投保

之人壽保險契約。顯然日本司法實務在保險法第 60 條制訂前，就債權人與受益

人間之利益衝突，已採取偏向債權人一方之態度。而保險法第 60 條介入權係為

保障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利益，因此賦予受益人給付債權人相當金額

後，將債務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排除於強制執行標的範圍外。此一立法

與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相似，故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係採有償主義之立

法。 

                                            
60 保険法第 60 条：「1 差押債権者、破産管財人その他の死亡保険契約（第 63 条に規定する

保険料積立金があるものに限る。次項及び次条第一項において同じ。）の当事者以外の者で当

該死亡保険契約の解除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次項及び第 62 条において「解除権者」とい

う。）がする当該解除は、保険者がその通知を受けた時から一箇月を経過した日に、その効力

を生ずる。2 保険金受取人（前項に規定する通知の時において、保険契約者である者を除

き、保険契約者若しくは被保険者の親族又は被保険者である者に限る。次項及び次条におい

て「介入権者」という。）が、保険契約者の同意を得て、前項の期間が経過するまでの間に、

当該通知の日に当該死亡保険契約の解除の効力が生じたとすれば保険者が解除権者に対して

支払うべき金額を解除権者に対して支払い、かつ、保険者に対してその旨の通知をしたとき

は、同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は、その効力を生じない。3 第 1 項に規定する解除の意思表示が差

押えの手続又は保険契約者の破産手続、再生手続若しくは更生手続においてされたものであ

る場合において、介入権者が前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及びその旨の通知をしたときは、当該差

押えの手続、破産手続、再生手続又は更生手続との関係においては、保険者が当該解除によ

り支払うべき金銭の支払をしたものとみな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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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司法實務之操作 

 在檢驗前述第四章與第五章之美國與日本所採取之立法模式後，以下將繼

續觀察在不同立法模式下，針對相同問題，其理由與結論是否有所不同。從而

本文挑選先前第四章與第五章皆共通討論之詐害行為認定，以及強制執行解約

金此二問題，作為不同立法模式下，其司法實務之操作結果之檢驗。 

第一款 撤銷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行為 

 詐害行為撤銷權之制度，不論採取大陸法系抑或英美法系之國家皆有之。

因此債務人透過人壽保險制度詐害債權人之行為，採取不同立法模式之法領

域，將產生如何之結果？在比較法上應係有值得探討之必要。因此以下區分為

無償主義立法與有償主義之立法為說明之： 

第一目 美國 

 從前項討論可得知，美國現行不論係州法或聯邦法規，雖採無償主義之立

法方向。但在州法立法方向下，紐約州採純粹之無償主義，加州則採限制無償

主義。因此以下討論保險契約關係中，被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行

為，其詐害債權行為之認定，是否會因州法採無償主義或限制無償主義而受影

響？ 

1. 紐約州(無償主義) 

 在紐約州 1909 年的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下，紐約州法院曾經採取債務

人每年繳納超過五百美元之人壽保險，債權人得就超過五百美元之部分，比例

取得人壽保險金。但紐約州在 1939 年廢除保險法第 55a 條及家庭關係法第 52

條規定，制定保險法第 166 條(現行保險法第 3212 條前身)後，已不再限制債務

人每年繳納保費金額。 

取而代之者，乃保險法第 166 條第 4 項中段(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

(e)項第(2)款)規定：「依據州法的限制法規，若給付保費或其他對價關係之方

式，依債務人與債權人法第十條規定，符合詐害債權人之意圖，應確保債權人

得從保險金獲取利益。」61依紐約州債務人與債權人法第 10 條規定：「任何移

轉及義務發生帶有詐欺意圖(actual fraud)，不同於法律推定之詐欺意圖，且有隱

                                            
61 Subject to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the amount of premiums or other consideration paid with actual 
intent to defraud creditors as provided in article ten of the debtor and creditor law, together with 
interest on such amount, shall enure to the benefit of creditors from the proceeds of the policy or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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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妨礙或詐害現在或將來之債權人行為時，視為對現在及將來之債權人為詐

欺。」62也就是說，紐約州要求債權人證明債務人繳納保費行為，其主觀上需

有詐欺意圖(actual fraud)，而非推定詐欺意圖 63，客觀上有隱藏、妨礙或詐害債

權人情事。 

從債權人律師角度而言，欲證明債務人繳納保費時，其主觀上有詐欺意

圖，簡直是不可能之任務 64。紐約州法院或許可發展出，債務人繳納保費有詐

欺意圖之詐欺表徵(Bandage of Fraud)，以緩解債權人證明困難之情形。但

Cohen 律師認為紐約州保險法第 166 條第 4 項中段(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e)項第(2)款)規定，其目的僅是減少讓債權人從人壽保險契約中，滿足其債

權之機會，並未替債權人設想 65。事實上，Cohen 律師之預測完全正確，現今

紐約州法院幾乎未見債權人得依保險法第 3212 條(e)項第(2)款規定，主張成功

之案例。 

2. 加州(限制無償主義) 

關於債務人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之行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行

為？早期加州上訴法院第四分院(4th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在 North British & 

Mercantile Ins. Co. v. Ingalls 案 66中，已對此一問題表示意見。該案事實為債務

人 A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投保 11 張人壽保險，9 張保險契約指定受

益人為其配偶 X，2 張保險契約指定受益人為 A 之繼承人。債務人 A 死亡時，

其資產為 17,966.58 美元，積欠債務為 44,591.34 美元，其配偶 X 取得保險金

67,355.22 美元，繼承人可取得 4,000 美元。X 之債權人 Y，主張 A 投保人壽保

險，繳納保費並在其死後轉變為保險金，該保費來自夫妻共同財產(community 

property)，有詐害 Y 之債權人行為。 

加州上訴法院第四分院認為本案債務人並未在無清償能力狀態下，繳納保

費與保險公司。但其不認可債務人得透過死亡構成詐害債權人之行為，法律無

法課與債務人在其死亡後，不造成詐害債權人之義務。於債務人死亡瞬間，債

務人死亡行為，並非法律所要求之「移轉行為」，縱使債務人死亡後，其所繳納

保費轉化為保險金，形式上觀之有「詐欺移轉行為」，但實質上並不構成詐害行

為 67。按此判決理由，債務人單純繳納保費並不會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62 N. Y. Debtor and Creditor Law § 276 (1925) 
Every conveyance made and every obligation incurred with actual intent, as distinguished from intent 
presumed in law, to hinder, delay or defraud either present or future creditors, is fraudulent as to both 
present and future creditors. 
63 PUBLISHER'S EDITORIAL STAFF, NEW YORK JURISPRUDENCE § 2293 (2d ed. 2017).  
64 Isadore H. Cohen, Creditors' Rights to Insurance Proceeds as Determined by Premium Payments, 40 
COLUM. L. REV. 975, 997 (1940). 
65 I.d., at 998. 
66 109 Cal.App. 147 (1930). 
67 I.d., at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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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日本(有償主義) 

 前已提及日本在商法保險章時期，並未就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為立

法。雖從簡易人壽保險法可看出，立法者有意採無償主義為主，有償主義為輔

之立法模式。但在日本司法實務上涉及非簡易人壽保險案件，似採有償主義之

立法解釋方向。以下分就保費繳交與變更受益人議題檢驗日本司法實務之立法

解釋方向： 

 債務人陷入無清償能力，投保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是否構成詐

害行為，在日本司法實務上未見相關案例。惟日本學說曾有討論此一問題，其

前提為債務人能證明有詐害債權人之故意下，區分為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

或保險事故發生後，得否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之？ 

1. 保險事故發生前 

 債務人已陷於無清償能力狀態，仍繳交保費投保人壽險，並指定受益人，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債務人繳納保費之行為？

學說基本上持肯定態度，認為債權人得撤銷債務人繳納保費之行為。惟縱使在

保險事故發生前，債務人繳交保費係為受益人之利益，此時受益人享有保險保

障之利益，受益人應否返還利益？ 

 有學說持保留態度，認為縱使受益人應返還利益，其所返還利益應限於純

保費(危險保費)部分 68。但有參照德國學說見解，認為受益人應返還債務人繳

交保費後，所增加之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 69。由於日本司法實務未遭遇類似案

例，無法得知其將採納何種意見。 

2. 保險事故發生後 

 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受益人取得人壽保險金，債權人仍可主張依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撤銷債務人(要保人)與受益人間之對價關係 70。縱使受益人主張

其人壽保險金乃固有權利，因固有權利所涉及乃受益人與保險人間直接請求關

係，與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對價關係無涉。然最大問題在於縱使債權人得撤銷要

保人與受益人間對價關係，受益人應返還之利益為何？通說認為債務人(要保

人)從其責任財產中繳納保費，詐害行為撤銷權僅是回復債務人之責任財產應有

                                            
68 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2-，
法学協会雑誌，110 卷 6 号，頁 1122，1992 年。 
69 大森忠夫，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題，頁 59，1958 年 10
月。 
70 藤田友敬，前揭註 68，頁 1119；山下友信，現代の生命‧傷害保険法，頁 165，199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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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故債權人得請求受益人返還之利益為保費 71。此一見解與前述美國紐約

州及加州法院見解有極大不同，無償主義立法下之法院見解，多傾向債務人繳

納保費行為不構成詐害行為。 

第二款 撤銷變更受益人之行為 

 債務人原已指定壽險契約受益人，其後變更原受益人為他人，債權人得否

依詐害債權行為撤銷之？以下分就不同立法模式下之司法實務操作為說明： 

第一目 美國 

1. 紐約州(無償主義) 

 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e)項第(1)款規定：「任何移轉保單、變更受益人或

其他移轉方式均為有效，除該移轉依債務人與債權人法第十條規定，有隱藏、

遲延或詐害債權人之意圖者之情形。若有前述情形，債權人得依債務人與債權

人法第十條所規定之救濟程序，請求救濟。」該款規定與(e)項第(2)款相同，均

要求債權人證明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有詐欺意圖，學說亦認為此一規定對債權人

而言，乃過於嚴苛之證明 72。 

近期適用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e)項第(1)款規定者，乃 Hubbard v. 

Millard 案 73。該案事實乃 T 公司為其唯一股東兼董事長之 Y，投保企業主管人

員人壽保險(Key Man Insurance)，以 Y 為被保險人，按該企業主管人員人壽保

險設計，其受益人為 T 公司。又 Y 之妻子 X 在 T 公司任職，月薪 80,000 美

元，X 在 1987 年 4 月被 T 公司董事長 Y 解職，Y 與 X 除進行離婚訴訟外，Y

另訴主張 T 公司不當解職，要求損害賠償。 

在 1987 年 8 月，T 公司以超過 2 百萬美元之價格賣給關係企業 H 公司，在

T 公司清算期間，H 公司允許 Y 變更該企業主管人員人壽保險之受益人為 Y 女

兒 Y1。據 H 公司董事長 Z 之說明，T 公司已進入清算程序，該企業主管人員人

壽保險已屬多餘，因此同意 Y 變更受益人，符合 Y 之遺產規劃。Y 在 1987 年

9 月死亡，X 向法院起訴主張 Y 變更受益人符合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e)項第

(1)款除書規定，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Y 變更受益人之行為。 

紐約州上訴法院(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Appellate Division)認為債權人

所 X 主張 Y 變更受益人行為構成詐害債權，其僅達推定詐欺之證明程度，不足

                                            
71 大森忠夫，前揭註 68，頁 58；藤田友敬，前揭註 68，頁 1125；山下友信，前揭註 70，頁

165。 
72 Isadore H. Cohen, Fraudulent Transfer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88 U. PA. L. REV. 771, 804 
(1940). 
73 156 A.D.2d 233, 548 N.Y.S.2d 49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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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起訴門檻 74。即使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債權人 X 僅得請求 Y1 返

還 Y 所繳納保費之金額，不得請求人壽保險金 75。故從此案判決結論可得知，

事實上紐約州債權人欲主張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行為幾乎難以成

立。 

2. 加州(限制無償主義) 

 加州法院在處理債務人(被保險人)變更受益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人之行

為，基本上持肯定態度。以下分就相關案例說明之： 

(1) Bryson v. Manhart 案 76  

在本案事實中，債務人 A(被保險人)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 13 張人壽保險

契約，受益人均指定為自己妻子 B。B 在 1928 年 2 月 18 日死亡，因此 A 之繼

承人 X 成為該 13 張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A 在妻子 B 死亡後，其財務狀況

不佳，已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A 似乎為報答其姊妹 Y，在其財務困難時予以

借款，因此於 1928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日將受益人從繼承人 X 變更為自己之姊

妹 Y。A 隨後在 1928 年 7 月 4 日自殺死亡，Y 仍可領取人壽保險金 191,801.55

美元。X 主張 A 在預知其即將死亡之際，變更受益人 X 為 Y，有詐害債權行

為，請求 Y 返還人壽保險金 191,801.55 美元。 

加州上訴法院第二分院(2nd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認為債務人 A 在變更受

益人 X 為 Y 期間，已經陷入毫無可能清償狀態(hopelessly insolvent)77，再加上

證據顯示 A 係故意自殺，其變更受益人符合詐害債權人 X 之行為。但 X 得向

Y 請求返還之利益為何？法院認為 A 變更受益人時，已非常逼近死亡(保險事故

發生)，因此 A 移轉之利益接近人壽保險金額 78，故 X 得向 Y 請求返還人壽保

險金 191,801.55 美元。 

(2) Headen v. Miller 案 79 

本案事實為 A 與 B 為 P 公司合夥股東，P 公司分別以 A 為被保險人時，B

為受益人。B 為被保險人時，A 為受益人，投保數張人壽保險契約，保費皆由

P 公司繳納。AB 雙方均將 P 公司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列為 P 公司之資產。A 在

其死亡(車禍死亡)前 3 個月，A 將受益人 B 變更為自己之妻子 Y。P 公司債權人

X 主張 A 在車禍前死亡 3 個月前變更受益人，對債權人 X 構成詐害債權。該案

                                            
74 I.d., at 235. 
75 I.d., at 235. 
76 11 Cal.App.2d 691 (1936). 
77 I.d., at 691. 
78 I.d., at 698. 
79 141 Cal.App.3d 169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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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上訴法院第三分院(3rd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認為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債

權人樣態，並非僅限於債務人將其繼承人變更為第三人之情形 80，本案債務人

A 變更為受益人從 B 至 Y，亦構成詐害債權行為。 

關於債權人得請求返還之利益為何？由於前述 Bryson 案之事實乃債務人變

更受益人時，因債務人有自殺計畫打算，其移轉之利益為相當於人壽保險金額

利益。但本案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時，並未考量其即將死亡，是否債權人 X 可請

求返還利益，限於變更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金額？加州上訴法院第三分院認

為，人壽保險契約是「或有資產(Contingent Asset)」81，債權人應有權取得自詐

欺移轉時，受益人 Y 所增加之利益。也就是說，債權人 X 得請求返還 Y 返還

人壽保險金額之利益。 

從上述 Bryson 案與 Headen 案見解可得知，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是否構成詐

害債權人行為，與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並無關聯。若與紐約州保

險法第 3212 條為比較，加州由於未特別規定，其認定變更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

行為之可能性較高。 

第二目 日本(有償主義) 

 債權人得否因債務人在人壽保險契約期間變更受益人，依民法第 424 條撤

銷其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日本司法實務就詐害行為之特定事實與法律效果，皆

不同於前述無償主義立法下之紐約州與加州法院見解，以下分就詐害行為與法

律效果說明之： 

1. 詐害行為 

 從日本相關案例觀察，債務人變更受益人，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424 條撤銷

變更受益人行為成功案例，皆具三項特徵：一、債務人為法人。二、債務人原

先指定自己為受益人，其後指定他人為受益人。三、該法人其後皆受破產宣

告。此三項特徵或可說是日本自行發展出之「詐欺表徵」，與美國之「詐欺表

徵」完全不同。例如前述提及之紐約州 Hubbard v. Millard 案 82，該案例事實在

日本法院可能成立民法第 424 條詐害行為，然在紐約州法院則是不可能，顯見

不同立法主義，確實影響詐害行為要件之認定。 

2. 法律效果 

 通常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始主張債務人變更受益人行為構成詐害行

                                            
80 I.d., at 175. 
81 I.d., at 178. 
82 156 A.D.2d 233, 548 N.Y.S.2d 49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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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或許出於債務人(要保人)變更受益人，乃債務人(要保人)對保險人為單方

意思表示即生效，具有隱密性，債權人難以得知變更受益人情事。從而債務人

(要保人)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構成詐害行為，且保險事故已發生，債權人得請求

返還之利益為何？ 

 關於此點日本司法實務見解頗為一致，皆認為債權人得請求返還之利益乃

保險金額之利益。其主要理由為債權人撤銷債務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變更受

益人行為之情形，等同於債務人未指定受益人之情形，因此債權人可請求新受

益人返還保險金之利益 83。關於撤銷變更受益人行為之法律效果，加州法院見

解與日本司法實務相近，依英國普通法見解，亦是相同結論 84。或許從比較法

角度而言，美國多數州法院採用撤銷變更受益人後，僅得請求返還變更受益人

當時之保單現金價值之金額 85，乃比較法上之異數。 

第三款 強制執行解約金 

第一目 美國 

1. 紐約州(無償主義) 

 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a)項第(1)款規定：「保險相關給付在人壽保險

係指死亡給付、提前死亡給付、以保單現金價值計算之提前死亡給付、保單現

金價值、保單質借價值及免繳保費。」同條(b)項則規定，債權人原則上不得聲

請法院強制執行保險相關給付。該保險相關給付依同條(a)項第(1)款規定包含保

單現金價值，因此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不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所

擁有之人壽保險解約金 86。 

 早在紐約州制定保險法第 3212 條(a)項第(1)款規定前，紐約州法院在法未

明文規定情形下，即作出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不得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債

務人所擁有之人壽保險解約金之結論。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規定，不過

係紐約州判決見解之明文化。惟從相關紐約州判決觀之，並非完全不容許債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得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所擁有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應區分以下兩種情形： 

                                            
83 大森忠夫，前揭註 68，頁 58。 
84 Cohen , supra note 72, at 775. 
85 E. W. H., Validity and Effect as Against Creditors of Change of Beneficiary or Assignment, 106 
A.L.R. 596 (1937). 
86 HARNETT & LESNICK, supra note 43, at §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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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贍養費債權人 

 若債務人積欠債權人之債務為贍養費(Alimony)，依 Rubenstein v. 

Rubenstein 案 87法院見解，即使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判決當時為紐約州

保險法第 166 條)禁止債權人就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為強制執行。但依照衡

平法 88，即使債務人未行使終止契約權利，仍應視為債權已自動產生，債權人

得向保險人請求解約金，以滿足其債權。 

(2) 非贍養費債權人 

 若債務人積欠債權人之債務並非贍養費，依 Columbia Bank 案 89所發展出

之「無行使無債權理論」，債權人聲請法院扣押債務人擁有之人壽保險解約金，

因債務人未行使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債權尚未產生，並無扣押標的。且

法院無法強迫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該解約金債權無法產生。故一般債權

人依「無行使無債權理論」，以及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規定，無法聲請強制

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 

 從紐約州法院區分為非贍養費債權人與贍養費債權人之情形可得知，紐約

州保險法第 3212 條所採之無償主義立法過於保障受益人，甚至有遭惡用之可能

性，因此在涉及贍養費之案件中，紐約州法院造法創造例外。 

2. 加州(限制無償主義) 

 現行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a)項規定：「未滿期的人壽保險契約(包

括養老保險與年金保險)除保單借款外，得對抗任何請求。」該條規定已明確表

示，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不得對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為強制執行 90。 

在此之前，加州未就債權人得否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為

規範，而 Equico Lessors, Inc.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案 91乃加州法院首次處

理此一爭議之案件。在該案中，加州洛杉磯郡高等法院(Los Angeles County 

Superior Court)認為解約金屬單純期待，並非債權人得扣押之標的，且債務人未

行使契約終止權，解約金債權尚未發生，債權人不得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解約金 92。此一見解顯然受到紐約州 Columbia Bank 案所影響，認為債務人

未行使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債權尚未產生，並無扣押標的。 

                                            
87 105 N.Y.S.2d 24 (1951). 
88 I.d., 27. 
89 79 A.D. 601 (1903). 
90 HARNETT & LESNICK, supra note 43, at § 17.03. 
91 88 Cal. App. 3d Supp. 6 (1978). 
92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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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日本(有償主義) 

 相較於無償主義立法下，就人壽保險解約金之強制執行採「無行使無債權

理論」，因而不得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採取有償主義立法下之日

本司法實務，其原則上承認債權人得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而其

強制執行方式有二種，以下分別說明之： 

1. 民法第 423 條 

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債務人行使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以取解

約金滿足其債權，日本司法實務可分為以下二說： 

(1) 二分說 

 此說認為應將人壽保險契約區分為生活保障型與儲蓄型，前者保險契約終

止權具一身專屬性，債權人不得行使代位權；後者保險契約終止權非具一身專

屬性，債權人得行使代位權。然採此一見解之判決，並不多見。且案例事實符

合生活保障型人壽保險契約，債權人不得代位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情形，未見

法院判決承認之。 

(2) 肯定說 

 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具有財產性質，並非一身專屬性權利，原則

上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423 條代位要保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例外情形下，債務

人得主張權利濫用原則，禁止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但在目前已公開之日本相關

判決，尚未有法院在具體個案中，表明債權人行使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有構

成權利濫用之情事。 

2. 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 

 就債權人角度而言，雖民法第 423 條賦予債權人得代位債務人之終止人壽

保險契約權利。但在實務操作上，債權人透過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強制執行債

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更為簡便。因此債權人得否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強

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乃日本強制執行實務之重要問題，日本司法

實務產生下述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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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分說 

若涉及債權人扣押債務人之年金契約，得否依民事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終

止債務人之年金契約？奈良地判平成 13 年 5 月 30 日判決 93認為年金契約給付

屬於民事執行法第 15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94之「繼續性給付債權」，債權人不

得聲請法院扣押之。且縱認年金契約得為扣押之標的，該年金契約乃為圖老年

生活安定之保險，其具有一身專屬性，債權人不得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終止之。雖此一判決其後被大阪高判平成 13 年 6 月 22 日判決所推翻，但此

乃日本司法實務首次採用二分說見解，並肯認該契約屬「生活保障型」保險之

案例。或許因保險法制定後，立法者已明確採有償主義，司法實務採用二分說

之可能性已不再見。 

(2) 肯定說 

 日本最高法院在最判平成 11 年 9 月 9 日判決 95中，明白表示債權人得先向

執行法院扣押債務人之解約金請求權，再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

由扣押債權人取得收取權，得行使債務人之權利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此一結論

顯然受到大森忠夫教授之影響，大森忠夫教授認為債權人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契約時，其扣押之權利包含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 96。因此債權人

得依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

利」，由債權人行使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因立法者考量最高法院在債權人

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時，選擇保障債權人一方。從而促成立法者在 2008 年保險

法制定時，引進有償主義之介入權規定。 

第四款 破產程序之處理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除在強制執行程序外，破產程序亦涉及債權

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但破產法有時須考量破產人更生可能性，因此可能有

益於強制執行程序之處理。以下分就採取無償主義立法之美國，以及採取有償

主義之日本，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於破產程序之處理為說明： 

                                            
93 金融商事判例，1125 号，頁 23。 
94 民事執行法第 15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以下所列債權，其給付期間應受金額之四分之三

部分，(其額度超過政令所訂之標準家庭必要生活費用時，以政令所訂額度部分) 不得扣押。

一、債務人自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以外，受領維持其生計之繼續性給付債權。」 
95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3 巻 7 号，頁 1173。 
96 大森忠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もとづく権利に対する強制執行，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

題，頁 110，195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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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美國 

在第四章已提及，美國破產程序為聯邦法院管轄範圍，應依聯邦破產法為

處理。但現行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關於人壽保險之規定，乃採取退出規則

(Opt-Out Rule)，即州自行決定依據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抑或依據其

州豁免財產法規，使居住於該州破產人之人壽保險，不列入破產財團當中，免

於債權人之分配。目前美國有 38 個州立法選擇退出不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紐約州與加州均選擇退出。以下分就紐約州與加州之破產程序處理

為說明： 

1. 紐約州 

(1) 被保險人為破產人 

 由於紐約州就破產人得豁免財產之規定，不採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

規定。而係依現行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 a 項規定，因此被保險人宣告破產

後，其所擁有之人壽保險契約保單現金價值，不列入破產財團當中。 

 早在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 a 項規定前，管轄紐約州破產案件之聯邦第二

上訴巡迴法院，在 1928 年的 In re Messinger 案 97，已作出相同結論。該案事實

為破產人 Y 在破產程序開始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指定其妻子為受益人，投

保 2 張人壽保險，並保留指定受益人之權利。Y 之破產管理人 X 向破產法官

(referee)請求行使終止 Y 之人壽保險契約，將其解約金歸於破產財團。破產法

院同意破產管理人之許可，聯邦地區破產法院亦認可破產法官之決定。 

因此當事人上訴至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當時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 98

未就「保險相關給付(proceeds and avails)」為具體規定，但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

院認為破產人若將受益人變更為自己時，該保單現金價值始列入破產財團 99。

其後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在 1934 年的 Schwartz v. Holzman 案 100，直接表明

                                            
97 29 F.2d 158 (1928). 
98 紐約州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保險契約不論是本法施行前或後簽發者，以自己或他人為被

保險人，除有詐害債權意圖而轉讓保險契約於他人者，該保險契約之合法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

(非要保人、被保險人、其遺產執行人或其遺產管理人)，應有權取得保險相關給付，而得以之

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其法定代表人。不論該保險契約有無保留或允許變更受益人

之權利，或約定受益人、保單受讓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者，給付保險金與被保險人。依據本州

的限制法規，以詐害債權人之意圖繳納上述保險契約之保費及其保費所生利息，應確保債權人

可取得保險金利益。但保險公司已依據契約條款給付保險金，除事前已收到以債權人名義發出

之書面通知，並表明該移轉或繳納保費詐害債權人，以及詐害債權人之金額外，保險公司得免

除其責任。」 
99 Supra note 97, at 161-162. 
100 69 F.2d 814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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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解釋當時保險法第 55-a 條規定，將保險相關給付解釋為包括保單現金價值
101，因此破產人之保單現金價值，不列入破產財團。 

(2) 受益人為破產人 

 受益人為破產人，在保險事故未發生前，其人壽保險金請求權，是否應列

入破產財團？在 Wornick v. Gaffney 案中 102，該案例事實乃 A、B 夫妻互相以自

己為被保險人，他方為受益人，投保人壽保險。A 有 3 張保險契約以自己為被

保險人，B 為受益人，A 聲請破產當時，保單現金價值總計 8,627.45 美元。B

僅有一張保險契約，以自己為被保險人，A 為受益人，B 聲請破產當時，保單

現金價值總計 8,994.71 美元。 

A、B 夫妻共同聲請破產，AB 兩人主張依照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b)項

第(1)款規定，A 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指定 B 為受益人，B 就保

單現金價值給付得對抗 A 之債權人。又依同項第(2)款規定，A 以 B 為被保險

人，並以 A 為受益人，A 就保單現金價值給付得對抗 B 之債權人。若 A 與 B

結婚，則 A 亦得對抗 A 之債權人，因此 AB 之保單現金價值皆得對抗 AB 之債

權人或破產債權人。針對 AB 之主張，聯邦紐約地區破產法院認為 A 為被保險

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 B 僅能對抗 A 之債權人；B 為被保險人之人壽保險

契約，受益人 A 僅能對抗 B 之債權人。也就是說，受益人僅能對抗被保險人之

債權人，不能對抗自己(受益人)之債權人。 

但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反對地區破產法院之見解，其認為破產人 A 與 B

皆為受益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僅有單純之期待 103，因此該利益不應

列入破產財團當中。此一見解不過係為達成將破產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排除

於破產財團之目的。形式上觀之係弱化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實質上係使受益人

免於其債權人求償之可能性。若從無償主義之脈絡，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

突時，應傾向受益人一方。聯邦第二上訴巡迴之解釋，可謂係遵循無償主義之

立法本意。 

2. 加州 

 由於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與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之規範方式大致相同，僅在豁免金額上，加州所規定之豁免金額高

於聯邦破產法所賦予破產人之豁免金額。以下分就被保險人為破產人與受益人

為破產人之破產程序為說明： 

                                            
101 I.d., at 815. 
102 544 F.3d 486 (2008). 
103 I.d., at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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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保險人為破產人 

 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下列財產得免於執行：

(7) 除信用壽險契約外，任何未滿期的人壽保險契約。 (8) 債務人或債務人的

受扶養人為未滿期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債務人得因此取得紅利、利息及保單

借款的總計利益，在不超過 8,000 美元情況下，依第 542 條 d 項規定為移

轉。」此條規定與現行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 a 項規定，並無太大差

別，均將未滿期之人壽保險契約歸於豁免財產，若被保險人破產時，原則上其

所擁有之人壽保險契約未滿期，並不列入破產財團當中。另由於加州乃選擇退

出適用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規定，因此加州被保險人之未滿期人壽保險，

得豁免之金額為 9,700 美元，高於聯邦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8 款所規定之

8,000 美元，應優先適用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故在採取限制無償

主義立法下，其在被保險人為破產人之情形，其操作結果與無償主義相同。亦

即，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不列入破產財團。 

(2) 受益人為破產人 

依聯邦破產法第 541 條 a 項第 5 款 c 目規定：「債務人在聲請破產時已享有

該財產利益，並自聲請破產時起一百八十天內取得或有權取得，該財產利益歸

屬於破產財團：(c) 作為人壽保險契約或死亡受益計畫之受益人。」104 

In Woodson 案 105中，該案例事實為 A 在 1984 年 8 月 24 日，先向法院聲請

個人破產，其後聲請經營之 C 公司為破產重整。3 天後，A 之配偶 B 因腦癌而

死亡，B 生前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契約，指定受益人為 A，A 在 B 死亡後可領取

1,000 萬美元。C 公司破產管理人 D 主張依聯邦破產法第 541 條 a 項第 5 款 c 目

規定，該人壽保險金 1,000 萬美元，應列入破產財團。但破產人 A 主張其聲請

公司破產重整時，該人壽保險契約尚未滿期(保險事故未發生)，依加州民事訴

訟法第 704.100 條 a 項規定，未滿期之人壽保險契約得為豁免標的，不應列入

破產財團。 

聯邦地區法院認為破產人 A 身為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在其聲請 C 公司破

產重整時與個人破產程序開始後，此二時點 A 所享有之利益有所不同，A 之人

壽保險金仍應列入破產財團。聯邦第九上訴巡迴法院贊同此一見解，其認為破

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之規定，係為防止破產人在破產程序經過

後，其人壽保險契約被破產管理人終止，導致破產人無法再購買人壽保險契約

                                            
104 Any interest in property that would have been property of the estate if such interest had been an 
interest of the debtor on the date of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and that the debtor acquires or becomes 
entitled to acquire within 180 days after such date-- as a beneficiary of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or of a 
death benefit plan. 
105 839 F.2d 610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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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與破產法第 522 條 d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規定相同意旨之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規定，其保護對象應為未滿期之人壽保險契約，已滿期之人壽保險契

約，不在保護範圍，應受破產債權人之分配 107。 

由於聯邦第九上訴巡迴法院與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管轄範圍不同，適用

州法規定也不同。產生同樣適用聯邦破產程序，加州之破產人於破產程序期間

取得人壽保險金，將列入破產財團；紐約州之破產人於破產程序期間取得人壽

保險金，則不列入破產財團。顯然兩者之差異原因在於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不

同，而加州民事訴訟法第 704.100 條採限制無償主義，紐約州保險法第 3212 條

採無償主義。 

第二目 日本 

 不同於採取限制無償主義之美國聯邦破產法，日本破產法在條文形式上採

有償主義之作法，要求破產人欲避免其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遭破產債權人分

配，破產人應繳納相當金額。但在實務操作下，容許依定金額以下人壽保險契

約免於列入破產財團。以下分就要保人與受益人為破產人時，其破產程序就人

壽保險契約之處置為說明： 

1. 要保人為破產人 

要保人被法院裁定宣告破產時，其對人壽保險人之解約金請求權，依破產

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乃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生原因對將來之請求權，應列入破

產財團當中。因此法院所選任之破產管理人，對於破產人尚未完納保費或已完

納保費之人壽保險契約，具有管理處分權。破產人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得終

止破產人之人壽保險以換價。但依據東京地方法院破產再生部之作法，解約金

在 20 萬日圓以下者，不構成破產財團，破產管理人亦不得換價終止之 108。 

又破產人若欲維持其人壽保險契約之持續，且解約金額超過 20 萬日圓。東

京地方法院破產再生部允許破產人繳交相當於該人壽保險契約之解約金之金額

與破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依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第 12 款規定 109，經法院許

可，放棄該解約金請求權 110。此一法律效果與保險法第 60 條介入權規定相

同，但保險法第 60 條行使主體不可為破產人，故破產法有些許與保險法不同之

處。 

                                            
106 I.d., at 618 ; William T. Vukowich, Debtors' Exemption Rights under the Bankruptcy Reform Act, 
58 N.C. L. REV. 769, 786 (1980). 
107 I.d., 619. 
108 東京地裁破產再生実務研究会，破産・民事再生の実務，頁 56，2009 年 3 月 2 版；山下友

信、永沢徹編，論点体系 保険法 2，頁 231，2014 年 7 月。 
109 日本破產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破產管理人為下列行為時，應得法院之許可：十二、權利

之放棄。」 
110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前揭註 108，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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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破產再生部之作法，與前述提及之美國 1898 年聯邦破產

法第 70 條 a 項規定相同。其皆賦予破產人在破產程序中，給付破產管理人相當

於解約金之金額，使破產人之人壽保險不列入破產財團當中。因此日本不僅在

保險法採取有償主義之規範，於破產程序中，亦採取有償主義之作法。 

2. 受益人為破產人 

 日本破產法採取固定主義，以破產人受破產裁定宣告時，其所屬之財產歸

於破產財團。相對於固定主義，膨脹主義除以破產人受破產裁定宣告時，其所

屬之財產外，尚包括破產程序期間，破產人新取得之財產，亦列入破產財團範

圍內。在歐陸破產法立法趨勢上，奧地利及法國本採膨脹主義，而原採固定主

義之德國破產法，亦改為膨脹主義 111。 

 或許日本法院感受到立法趨勢傾向膨脹主義，因此在最判平成 28 年 4 月

28 日判決 112中，肯定人壽保險受益人破產時，其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仍列入

破產財團當中。若該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於受益人之破產程序期間死亡者，則

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請求權，將受破產債權人之分配。若破產程序期間未發生

被保險人死亡事故，則破產管理人應向法院聲請放棄此一權利。 

從受益人在日本破產程序之操作可得知，受益人就其人壽保險金請求權，

無法對抗其債權人，此一結果與加州法院相同，卻與紐約州法院不同。受益人

在紐約州進行破產程序時，受益人就其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得對抗其債權

人。顯然立法模式之不同，確實影響破產程序之適用結果。 

第五款 綜合比較 

本文以下用表格方式說明在不同立法模式下，其司法實務對於債權人與受

益人間利益衝突之案例，所展現之態度即有不同： 

 

 紐約州(無償主義) 加州(限制無償主

義) 

日本(有償主義) 

投保人壽保

險並指定受

益人 

不構成詐害行為 不構成詐害行為 未有相關案例刊登，

學說肯定詐害行為成

立可能性 

強制執行人

壽保險解約

金 

禁止 禁止 允許，但已有介入權

規定 

變更受益人 不構成詐害行為 構成詐害行為 僅在要保人同時為受

                                            
111 蔡廣昇，消費者破產之研究，頁 171，2002 年 11 月。 
112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70 巻 4 号，頁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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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之情形，始能構

成詐害行為 

要保人(被保

險人)進入破

產程序 

解約金不列入破產

財團 

保單借款金額超過

9,700 美元，列入破

產財團 

解約金列入破產財團 

受益人進入

破產程序 

抽象保險給付請求

權不列入破產財團 

抽象保險給付請求

權列入破產財團 

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

列入破產財團 

 

第二節 我國現行利益衡量方式之檢討 

第一項 我國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檢討 

 關於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我國學說分別從受益

人指定方式，以及權利性質角度予以分析，本文將一一檢討其觀察角度之妥適

性。 

第一款 受益人指定方式 

第一目 向來學說見解 

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

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因此我國學說參照外國法

例，以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為依據，將人壽保險受益人區分為可撤銷之

受益人與不可撤銷之受益人，但此二種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

有不同理解。 

1. 既得權規則說 

 此說參照美國早期判例法所形成之既得權規則(vested right rule)113，所謂既

得權係指因特定條件而取得之權利，即特定事件發生後，所取得之既得權利
114。若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放棄處分權，其所指定之受益人，

自保單簽發時起，取得既得權。僅有保險人未收取到保費、被保險人或受益人

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將影響受益人既得權之行使。學者並引用美國聯邦最高

                                            
113 關於美國既得權規則之發展，可參照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項既得權規則之介紹。 
114 謝哲勝，期待權，輔仁法學，14 期，頁 248，199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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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Fuller 大法官在 Hume 案之判決理由謂：「保單利益於保單簽發時歸屬於保

單上所指定之受益人，要保人不得再以轉讓、遺囑或其他處分將保單利益移轉

於受益人以外之第三人。」115因此受益人取得既得權，成為人壽保單之所有權

人，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對受益人主張任何權利。 

 若要保人未依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放棄處分權，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受益人之權益為何？有認為受益人僅享有期待利益，有認為要保人有變更

受益人之權利，係剝奪受益人既有權利之方式 116，因此受益人享有期待權

(Contingent Right)117。 

2. 期待權說 

 有認為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放棄處分權者，要保人所指定

之受益人，取得一附條件之權利 118。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所取得之附條

件權利，其權利來源自要保人，因此受益人之附條件權利，受保險契約效力變

動之影響。該附條件之權利，一般認為係屬期待權。 

至於要保人未依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放棄處分權者，要保人所指定

之受益人，其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不過係期待利益。此一類型之受益人，並無

受法律保護及賦予權利性質之必要 119。 

第二目 本文見解 

 本文並不贊成以要保人有無放棄處分權，作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

法律地位區分，其理由如下： 

1. 保險法第 111 條與其他保險法條文之衝突 

本文以為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與我國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

格格不入。從保險法第 111 條立法理由謂：「修正文字，將但書修改為除外規

定，精神上有利於保障受益人之權益。」其規範要保人得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

處分權之方式，係為保障受益人之權利，推測其意，應係希冀要保人在指定受

益人同時，受益人同時取得權利。但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受益人以在

請求保險金額時生存者為限。例如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指定

受益人之同時，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處分權，若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死

                                            
115 施文森，保險法論文 第一集，頁 239，1985 年 6 版。 
116 施文森，前揭註，頁 241。 
117 參照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變更受益人條款與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之說

明。 
118 潘秀菊，人壽保險信託所生法律問題及其運用之研究，頁 144，2001 年 5 月。 
119 潘秀菊，前揭註，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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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則此時是否應適用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即要保人得否再指定新受

益人，抑或受益人之繼承人取得保險金？ 

因此我國學者有謂基於道德危險防範之目的，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

應加以刪除。本文贊同其結論。惟理由有所不同。本文以為受益人在事故發生

前之權利保護，並非依靠要保人放棄處分權方式，我國保險實務上，少見要保

人放棄處分權，顯然此一保護受益人之方式，並未被國民所普遍接受。況且論

者引用美國早期判例法所形成之既得權規則，作為我國保險法第 111 條解釋依

據，並未深入考量 19 世紀美國既得權規則之形成背景，以及現今美國人壽保險

受益人地位，與 19 世紀之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有所不同。 

2. 與民法規定之衝突 

人壽保險契約既屬第三人利益契約，該第三人指定方式應參照民法規定。

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第三人對於前項契約，未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

前，當事人得變更其契約或撤銷之。」從此項規定可得出，民法第 269 條關於

第三人指定方式，係以第三人有無為受益之意思表示。若以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有無放棄處分權，作為指定第三人之方式，略顯突兀。 

觀察保險法第 111 條之前身，1929 年保險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受益人

經指定後，要保人仍有以契約或遺囑處分其保險利益之權。但受益人已承諾受

益時，不在此限。」120該項規定以受益人有無承諾作為指定第三人之方式，與

現行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受益人有無為受益之意思表示，作為指定第三

人之方式完全吻合 121。立法者在 1963 年為強化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增加要保

人放棄處分權方式。但我國採民商合一之法例，受益人之法律地位，應回歸民

法為認定，不因保險法採取與民法不同之指定第三人方式，使受益人之法律地

位產生變化。 

第二款 權利之角度 

第一目 學說見解 

 我國學說純從權利性質角度，觀察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

者，為數甚少，以下僅就期待權說與單純期待說為介紹： 

                                            
120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四卷 人身保險》，頁 320，2015 年 9 月。 
121 法國民法第 1121 條與法國保險法 L. 132-8 第 6 項規定，就第三人之指定方式，均以第三人

有無受益之意思表示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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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待權說 

 德國民法第 331 條第 1 項規定：「於承諾之相對人死亡後應向第三人為給付

者，有疑義時，第三人於承諾之相對人死亡同時，取得請求給付之權利。」122

從該條規定可推導出，死亡保險受益人在死亡保險事故前，並無取得任何法律

上有意義之權利 123。再搭配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第三人被

指定為可撤銷之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始取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

之權利。」124因此依德國民法第 331 條第 1 項及保險契約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

定，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不過係事實上之希望或期待。但我國並無德國

民法第 331 條第 1 項及保險契約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不必如同德國法之解

釋，應解釋為受益人以被保險人死亡為條件，於要保人指定之同時，取得附條

件之權利 125。 

2. 單純期待說 

 有學說認為否為期待權，應從此種地位是否已受法律之保護，以及有無賦

予權利性質之必要為檢驗 126。因此該說就此二標準，以我國保險法規定為檢

驗： 

(1) 是否已受法律之保護？ 

 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以受益人生存者

為限。該項規定明白宣示受益人在人壽保險契約下所取得之地位，不得作為繼

承對象，顯然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保險法不保障之。再者，保險法第

111 條規定要保人得隨時變更受益人，若謂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附

條件之權利(期待權)，受益人亦無法向要保人請求其侵害權利或利益 127。 

(2) 有無賦予權利性質之必要？ 

 若從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與法定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亡

前之法律地位為比較。繼承人在被繼承人死亡前之地位，可稱係一種期待權。

縱然如此，繼承期待權之效力甚為薄弱。若被繼承人死亡前，有先順序繼承人

                                            
122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德國民法 上，頁 355，2016 年 10 月 2 版。 
123 陳榮一，人壽(身)保險契約中受益人之法律地位，壽險季刊，65 期，頁 36，1987 年 9 月。 
124 新井修司、金岡京子共訳，前揭註 10，頁 444。 
125 陳榮一，前揭註 123，頁 36。 
126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頁 185，1996 年 10 月。 
127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一卷 總則》，頁 231，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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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同順序繼承人出現，則繼承人預期可繼承遺產，將全部或部分消失。且繼

承開始前，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財產，無處分之權利。因此該說認為與其稱繼

承期待權，不如說係希望 128。同理，總使承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

附條件之權利，其有可能因要保人變更受益人而消失，且受益人就其權利無法

處分之。 

第二目 本文見解 

1. 對於單純期待說之回應 

(1) 是否已受法律之保護？ 

 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乃附條件之權利，其所附之條件主

要有二：其一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生存；其二為受益人未被要保人撤

銷或變更之。因此保險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不過係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享有附條件權利之明文化。 

再者，有謂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任意變更受益人，受益人無法向

要保人主張任何權益受侵害，因此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地位，不受法律

保護。此顯然未從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角度為思考，人壽保險契約既為第三人

利益契約，要保人與受益人間存有對價關係，要保人任意變更受益人，受益人

自得依對價關係向要保人求償。此一內部關係之求償，並未在保險法中規範，

而係規範在民法。不能謂保險法未保護受益人之權益，而忽略民法已保護受益

人權益之事實，即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無法律之保護。故受益人在保險

事故發生前，仍受法律之保護。 

(2) 有無賦予權利性質之必要？ 

 按我國學說見解，繼承權有二種意義，在繼承人在開始繼承前「將為繼承

人之權利」，稱為繼承期待權；在繼承人在開始繼承後「已為繼承人之權利」，

稱為繼承既得權 129。論者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與繼承期待

權為相類比，本文認此二者在權利性質與權利可處分性上，無法為類比。 

 首先就權利性質而言，繼承人本於其身分方可取得繼承期待權，即該身分

與權利有所連結，亦即該權利乃一身專屬性權利，此與人壽保險受益人有極大

不同。要保人之所以指定受益人，可能基於親情、愛情、友情或債務關係，甚

                                            
128 江朝國，前揭註，頁 232。 
129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頁 52，2014 年 10 月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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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與要保人、被保險人無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被指定為受益人。但要保人與受

益人間親情、愛情、友情或債務關係之消滅，不一定影響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因此從權利性質觀察，繼承人之繼承期待權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期待

權，不能等同視之。 

 其次就權利可處分性上，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無法就被繼承人之財產為

處分。但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是否不能處分其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保險

法第 106 條規定：「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非經

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力。」保險法第 114 條規定：「受益人非經要保

人之同意，或保險契約載明允許轉讓者，不得將其利益轉讓他人。」若認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附條件之權利，受益人自得依保險法第 106 條規定移

轉或出質。至於以受益人之法律地位為單純期待，因此無法處分之 130，顯然混

淆權利可處分性與權利之經濟價值 131。是否可處分者，取決基準乃法律是否有

明文規定，保險法第 106 條已明文規定。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

位，解釋為單純期待，以該「單純期待」經濟價值之低落，作為其排除保險法

第 106 條處分之理由，並不妥適。綜上所述，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

附條件之權利，該權利受法律之保護，且有賦予權利性質之必要。 

2. 從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角度 

 本文嘗試從民法角度，分析人壽保險契約之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 

(1) 內部關係 

本文以為單純期待說自始否定人壽保險契約有民法第 269 條規定之適用，

僅從保險法角度，觀察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顯有不足。

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第三人為受益意思表示前，債權人得任意撤銷或變

更之。我國多數學說認為第三人受益之意思表示，不過係確認第三人權利之效

力 132，第三人之權利於債權人與債務人訂立契約時，即已存在。 

 人壽保險契約為第三人利益契約，保險法立法者欲弱化第三人(受益人)之

地位，其立法理由應說明詳盡。保險法第 111 條改以要保人是否放棄處分權之

方式，不同於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之指定第三人方式。保險法第 111 條立

法理由卻謂保障受益人之權益，此顯然有所矛盾，按民法第 269 條規定，第三

人受益之意思表示，係權利確定要件，可理解為第三人之權利乃附條件權利或

期待權。而保險法第 111 條為保障受益人之權益，不應將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

                                            
130 江朝國，前揭註 120，頁 191-192。 
131 桜沢隆哉，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金請求権の権利性・不確定性・処分可能性を中

心に，生命保険論集，168 号，頁 193-194，2009 年 9 月。 
132 賴上林，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之研究－兼評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586 號判決，法學叢

刊，46 卷 1 期，頁 86，2001 年 1 月；黃立，民法債編總論，頁 590，2006 年 11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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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之法律地位，降低至單純期待。本文前已說明保險法第 111 條第 1 項放棄

處分權之規範不當，故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應回歸民法第 269 條

規定之適用，將其理解為附條件之權利，且受益人係以被保險人死亡為條件
133。 

(2) 外部關係 

 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縱使具有附條件之權利，並非代表受益人得對

抗保險契約關係人以外之債權人。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得任意變更受益

人，因此要保人有權剝奪受益人之權利。而要保人之債權人代要保人終止人壽

保險契約，使受益人之附條件權利消失，受益人自然無法對抗要保人之債權

人。故為保護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附條件權利，引進介入權規定使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即有其必要性。 

第二項 事故發生前之利益衡量 

 在確認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後，以下主要就我國司法

實務現行遭遇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結果為介紹。由於我國並無明文人壽

保險得免於強制執行之規定，因此本文主要從有償主義之角度，解釋現行法下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害衝突之情形。  

第一款 撤銷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行為 

 我國司法實務雖無債務人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構成詐害債權行

為，得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之案例。但有類似之案例，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 年重家訴字第 17 號判決事實，以下分就案例事實與判決理由為介紹，再就

其判決理由為評析： 

 

第一目 案例事實 

甲與乙為夫妻，乙為大陸籍配偶，甲與前妻生下女兒丙，乙為甲之再娶妻

子。甲罹患癌症，知其即將死亡，於 2013 年 9 月 23 日向醫院請假，以甲之女

兒丙為要保人，甲為被保險人，由甲代替丙與 A 保險公司訂立養老保險契約。

甲將其郵局定期存款契約終止，用其原有存款為 23,272,344 元之 72.7% 

(16,924,980 元)，代丙躉繳養老保險之保費。依該養老保險契約條款約定，躉繳

保費後且 7 年期滿，被保險人可領取滿期保險金 1,740 萬元。若被保險人在 7

                                            
133 陳榮一，前揭註 123，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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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死亡者，其繼承人或受益人僅得領取解約金 15,713,940 元。甲在 2013 年

12 月 2 日死亡，因此丙已領取解約金 15,713,940 元。 

乙主張甲為丙繳納保費 16,924,980 元之行為，屬民法第 1030 條之 3 規定，

夫妻一方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5 年所為之

贈與行為，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財產。因此乙起訴向甲之繼承人丙請求剩餘

財產金額。 

第二目 判決理由 

 台南地方法院判決甲勝訴，其主要理由節錄如下： 

「惟被繼承人甲為應被告丙結婚所需，於 102 年 7 月間既已贈與 2,092,632 元予

被告丙，此部分既係被繼承人甲身為人父疼愛女兒丙之舉措，合於情理，難認

定被繼承人係為減少原告剩餘財產分配金額而為之處分行為；然被繼承人甲已

先贈與前揭款項，嗣於 2 個月後，在病危之際急切與保險公司業務員研議保險

契約，並代被告丙繳付高額保費，此於客觀上已不合理；被繼承人甲已贈與

200 餘萬元，此應足敷被告丙結婚所需開銷，更無必要在贈與前開款項之後未

久，再行代繳高額之保費。且該代繳保費高達被繼承人存款 72.7%，若加計先

前已贈與之 2,092,632 元，甲所餘存款僅餘 4,254,732 元，不僅所餘款項劇減，

若非被繼承人甲病況危急，晚年生活不免陷於困窘，且對原告乙而言，該筆保

費不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更將致原告乙得受分配之數額大幅減少，對原告乙

亦不公平，以此，關於被繼承人甲所代為支付之保費，難認屬被繼承人甲為履

行道德上義務之相當贈與。 

……綜合前述，本件被繼承人甲之婚後財產為 9,736,550 元【計算式：

（2,000,000+1,640,307+105,966+135,733+328,050+44,676+16,924,980）-

( 7,060,000+400,000+4,170,000+563,116+550,046) +1,300,000=9,736,550】，又原

告乙之婚後財產為 249,467 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乙依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剩餘財產數額為 4,743,542 元。」 

第三目 判決理由評析 

本案雖非涉及民法第 244 條規定，而係涉及民法第 1030 條之 3 規定，但我

國學說認為民法第 1030 條之 3 相較於民法第 244 條規定，乃特殊之詐害行為撤

銷權規範 134。另須說明者乃雖甲係實際向保險人締結契約，繳納保費，並指定

受益人之人。惟甲在名義上是被保險人，丙方為要保人。因此與本文先前所預

設之債務人(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行為，得否依民法第 244 條撤

銷之案例有別。 

                                            
134 鄭冠宇，撤銷詐害債權之法律效果，載：物權法之新思與新為－陳榮隆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

文集，頁 159，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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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法院認為甲生前替丙繳納保費顯不合理，且將其存款多數金額用於繳

納保費，已有減少乙之分配剩餘財產故意。其應返還乙之數額，以當時甲故意

流出之責任財產為計算，即甲所繳納之保費 16,924,980 元。從此一判決理由觀

察，似乎可間接得知若甲為要保人，其在生前締結壽險契約，並指定受益人。

我國司法實務有可能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撤銷甲締結契約之行為。 

第二款 債權人代位終止壽險契約 

 債權人主張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

解約金者，在司法實務上較為少見。以下介紹我國相關司法實務及學說見解，

最後提出本文之看法。 

第一目 司法實務 

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最早就此議題

發表意見者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易字第 592 號判決，其謂：「系爭保險契

約之保險事故，既為被保險人即訴外人方○霖(要保人)之生存或死亡及身體健

康，均是屬於被保險人人格權，而人格權具有一身專屬性，亦即人身保險中之

生命保險及意外保險，基於人身無價、某些生命保險兼具生命法益及身體健康

法益，具有一身專屬性等因素，應無代位權規定之適用，是系爭保險契約之終

止權，自屬以人格上法益為基礎之財產權，而專屬於債務人一身之權利，故上

訴人主張其可依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代位訴外人方○霖(要保人)行使系爭保險契

約之終止權，核非有理。」從此判決理由可得知，該案法院認為債務人之人壽

保險契約終止權具一身專屬性，依民法第 242 條但書規定，債權人不得代位行

使之。 

其後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641 號判決中，債權人先位聲明主張

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備位聲明主張其依

民法第 242 條代位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就備位聲明之回應，該案法院

謂：「前述保險金及醫療附約等係以黃○彬之生存、死亡或健康為保險事故之發

生，乃保障黃○彬生命、身體健康等人格權而為之保險契約，本於人身無價，上

開前述保險金及醫療附約等保險利益具有一身專屬性，自無代位權規定之適

用。雖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解約金得為扣押標的而不具一身專屬性，然系爭保險

契約終止權之行使，固使上訴人應支付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解約金予黃○彬，但亦

影響黃○彬生命、身體等人格權受保險保障之權益，是縱黃○彬得對系爭保險契

約加以終止，亦為黃○彬本於其對前述保險金及醫療附約等一身專屬權利之自主

決定處分，實難無視黃○彬個人意願，而由執行法院或債權人代位行使系爭保險

契約之終止權，使黃○彬喪失保險契約對其人格權之保障。再保單價值準備金與

解約金之給付，乃以系爭保險契約之終止為停止條件，而前述保險金及醫療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04 
 

約等之給付，乃以保險事故發生時，系爭保險契約有效為要件，是系爭保險契

約之終止權自無部分行使之可能，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解約金縱非一身專屬權

利，然因系爭保險契約中仍有前述保險金及醫療附約等一身專屬權利，故無法

僅因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解約金非一身專屬權利，而無視系爭保險契約中其他一

身專屬權利，即割裂認定因保單價值準備金與解約金而為之終止權無一身專屬

性。況黃○彬就系爭保險契約終止權之行使既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其不行使終

止權並維持其人身保險之系爭保險契約效力存續，尚難謂係怠於行使其權

利。」該案法院同樣認為債務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具有一身專屬性。

且債務人就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之行使既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其不行使終止

權並維持其人壽保險之效力，並不能謂債務人符合民法第 242 條所規定之「怠

於行使其權利」要件。 

第二目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在現行法解釋下，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害衝突時，應偏向債權人

一方。否定債權人得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者，其對民法

第 242 條之要件認定有誤，有予以釐清之必要。以下分就非一身專屬性權利及

怠於行使權利此二要件為探討： 

1. 非一身專屬性權利 

 從民法第 242 條立法理由觀之 135，所謂一身專屬性之權利，係指權利之行

使不能獨立於權利行使者的身分關係而存在 136，其與身分法上權利義務關係有

所連結。又從其他法規觀之，例如著作權法第 21 條規定：「著作人格權專屬於

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其與人格權有所關聯，故可得知一身專屬性

權利通常為身分法上權利或人格權。 

按一身專屬性權利之判斷，有二種觀點 137：其一為該權利是否評價為債權

人之共同擔保，該觀點傾向以債權人利益考量；其二為權利之行使是否委諸債

務人之自由意志，該觀點傾向以債務人利益考量。多數司法實務見解就一身專

屬性權利之判斷，顯然採取第二種觀點。惟民法第 242 條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

債權人之利益，其勢必侵害債務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若謂侵害債務人之意思決

定自由，等同侵害債務人之人格權，進而推論該契約終止權具一身專屬性。其

忽略債權人之利益，似有不妥。再者，不論債權人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或依強

制執行法第 115 條執行命令，皆須討論債務人得行使之權利是否具一身專屬

                                            
135 民法第 242 條立法理由謂：「專屬於債務人一身之權利， (如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扶養請求

權) 則不許債權人行使之。此本條所由設也。」 
136 劉昭辰，簡析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的法律性質－民法第一○三○條之一第三項的反覆修法，

興大法學，14 期，頁 164，2013 年 11 月。 
137 陳自強，違約責任與契約解消，頁 311，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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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一身專屬性之判斷，不應僅從民法第 242 條觀點出發，仍須考量強制執

行法保障債權人利益之觀點。 

本文認為應主要從債權人利益出發，輔以債務人利益(身分法上權利或人格

權)為考量 138，綜合衡量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益，藉以判斷壽險契約終止權是

否為一身專屬性權利。本案債權人若代位行使債務人之壽險契約終止權，該代

位權之行使確實可作為債權人之共同擔保 139，亦可能侵害債務人之意思決定自

由，但未過度介入債務人與保險人間壽險契約關係。債務人本有隨時終止壽險

契約權利，保險人應可預見壽險契約提前終止。若謂終止壽險契約，造成其保

險金請求權消失，因而侵害債務人之人格權或身分法上權利，並無堅強論述。

蓋保險金請求權得為讓與或繼承 140，並非人格權或身分法上權利，並無權利受

到侵害。 

可能有論者將慰撫金債權與保險給付相關債權為類比，認為兩者均為金錢

債權不具一身專屬性，但為維持債務人及共同親屬生活維持之考量下，將其解

釋為具有行使上之一身專屬性。然本文礙難贊同此一論點，按民法第 195 第 2

項規定，慰撫金不得讓與或繼承，法律已明文規定慰撫金請求權之一身專屬

性。至於慰撫金請求權究為權利或行使上之一身專屬性，此乃一身專屬性之分

類。相對地，保險法並未明文規定要保人之契約終止權，不得讓與或繼承。在

立法者尚未定性人壽契約終止權乃一身專屬性前，即定性為行使上之一身專屬

性。此在邏輯層次上，顯有疑問。 

2. 怠於行使權利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易字第 641 號判決認為，債務人就人壽保險契約

終止權之行使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其不行使終止權並維持其人身保險之系爭

保險契約效力存續，不符合民法第 242 條債務人怠於行使權利之要件。本文以

為此一理由若可成立，則民法第 242 條規定將無用武之地。例如債務人與銀行

間有定期存款契約，債務人為取得定期存款優惠利率，須維持定存期間不被終

止存款契約。即使在定存期間債務人積欠債務，因債務人未怠於行使權利，其

債權人不得代位終止定期存款契約，此一推論顯不合理。 

 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債務人有此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 141，怠於行使權

利原因為何，在所不問 142。人壽保險要保人之契約終止權乃形成權 143，要保人

                                            
138 辻上佳輝，民法第 423 条の一身専属権について，私法，67 号，頁 110，2005 年。 
139 類似見解，參見山下友信，前揭註 70，頁 155-156。 
140 郭宏義，人身保險要保人之何種權利得做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兼評目前實施對保單價值準備

金、解約金強制執行之作法，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312，2016 年 9 月。 
141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頁 610，2010 年 3 月；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新訂民法債編

通則(下)，頁 91，2014 年 2 月新訂 2 版。 
142 陳自強，前揭註 137，頁 308。 
143 林洲富，論保險契約與強制執行要保人之權利，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227，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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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險契約期間內得任意行使之 144，此乃典型之債務人有權利行使而不行使。

從而不能以債務人欲維持保險契約效力存續為由，否定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之正

當性。 

第三款 債權人代位保單借款 

 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與受益人產生利益衝突時，有學說見解認為債權

人可透過保單借款制度，衡平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使人壽保險契約繼續維

持。債權人分別在實體法規與程序法規皆有手段達成保單借款之目的，以下分

別檢驗其手段之妥適性： 

第一目 實體法 

 債務人若怠於行使其權利，民法第 242 條規定賦予債權人得代位債務人之

權利，以滿足其債權。因此債權人得否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債務人(要保

人)行使保單借款之權利？我國學說認為此涉及保單借款性質，若將其解釋為要

保人特殊權利說，則債權人得代位之；若將其解釋為附有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

說，則債權人不得代位之。 

 本文以為此一議題涉及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若欲保護受益人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之利益，勢必將保單借款解釋為要保人特殊權利說，以維持保險

契約之存續，並可使債權人滿足其債權；若欲保護債權人之利益，則應採附有

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說，認債權人不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保單借款。然民法

第 242 條之目的在於債之保全，並非以強制執行為目的，若認債權人得依民法

第 242 條代位債務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顯然混淆民法第 242 條與強制執行

法第 115 條規定之功能，故債權人不得依民法第 242 條代位保單借款。 

第二目 程序法 

 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賦予法院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取

得收取權。此與債權人依民法第 242 條行使代位權有些微不同，前者乃法院以

債務人之地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後者乃債權人以債務人之地位行使債務人之

權利。關於債權人得否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強制執行債務人之

保單借款權利，以維持保險契約之存續？由於我國司法實務未就此問題表示意

見，主要就學說見解為介紹。我國學說有肯定與否定見解。本文以下先就肯否

二說為介紹，再為論述本文之立場。 

                                            
144 江朝國，前揭註 120，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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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定說 

我國有學說主張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強制執

行債務人之人壽保單借款。其認為保單借款之性質乃要保人對保險人之特殊權

利，債權人得透過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扣押保單借款權利，進而由

法院行使保單借款權利 145。 

2. 否定說 

此說認為通說就保單借款之性質，係採附有抵銷預約之消費借貸說。因此

債權人若透過強制執行程序，迫使債務人舉新債(消費借貸契約)，以清償舊債

(執行債務)，乃徒勞無功之事。再者，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五節，並無授權法

院可迫使債務人訂立新契約，使債權人滿足其債權 146。 

3. 本文見解─否定說 

 上述二說，本文以為否定說較為可採。肯定債權人得強制執行債務人保單

借款權利之見解，其本意應是欲維持人壽保險契約效力，又可使債權人同時獲

得債權之滿足。然而本文以為若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以債權人

名義行使保單借款權利，無異是法院強迫債務人締結消費借貸契約，此顯然已

逾越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收取命令之收取範圍。 

就比較法角度觀察，我國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與日本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規定相同，均係以債權人之名義為收取，因此我國立法者賦予執

行法院可介入債務人與第三人法律關係之權限。從而執行法院應克制其收取權

之行使，應以債權人得扣押債務人可行使之形成權為限 147。保單借款並非要保

人向保險人申請，保險人即有義務借款與要保人，從而保單借款並非要保人形

成權之行使，債權人無法透過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強制執行債務

人之人壽保單借款。 

又美國多數司法實務認為債務人依人壽保險契約之約定，向保險人請求借

款之權利，乃具一身專屬性權利(a right personal to the insured)。因此債務人未行

使保單借款之權利，債權則未產生，債權人自無可聲請扣押之標的存在，此一

                                            
145 郭宏義，前揭註 140，頁 327。 
146 陳典聖，對保單價值準備金強制執行程序之研究，法令月刊，66 卷 10 期，頁 98，2015 年

10 月。 
147 日本通說認為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債權人收取權之行使，以債務人之形成權為限。參

見福島雄一，判例批評 保険契約の解約払戻金請求権に対する差押えに関する一考察--東京地

裁平成 10 年 8 月 26 日判決を契機として，行政社会論集，12 卷 1 号，頁 187，199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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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基本上屬於前述無行使無債權理論之延伸 148。加州之所以允許執行法院強

迫債務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乃有法律明文規定。因此在法未明文規定前，

無法透過解釋論得出執行法院強迫債務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 

 其次，債務人積欠債務，其不主動行使保單借款權利，以清償部分債務。

如何能期待法院行使債務人之保單借款權利後，債務人仍能繼續維持人壽保險

契約存在？亦即，債務人已積欠他人債務，又積欠保險人保單借款債務，債務

人之還款能力甚低。因此若債務人不返還保單借款，又不繳納保費，該保險契

約仍會終止。 

最後，保單借款之利息，高於一般借款利息 149。若允許債權人透過執行命

令，由執行法院強迫債務人向保險人為保單借款。為何不由債務人自行向銀行

借款償還債務？通常借款利息低於保單借款利息，對債務人更為有利！ 

第四款 撤銷變更要保人或受益人 

第一目 變更要保人及受益人 

 債務人原先投保人壽保險時，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其後

債務人變更要保人，新要保人再變更受益人為自己，是否構成民法第 244 條詐

害行為？我國司法實務已有相關判決處理類似爭議，因此以下先就我國司法實

務見解為說明，再就相關判決所討論之問題，提出本文之看法。 

1. 司法實務見解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180 號判決主文以民法第 87 條判決債務人

變更要保人之行為無效，同時亦論及債務人可能構成民法第 244 條詐害行為。

以下就案例事實與判決理由說明之： 

(1) 案例事實 

甲自 1997 年(民國 86 年) 3 月起至 2004 年(民國 93 年) 6 月止，盜領乙丙丁

戊己等 5 家公司之存款，丙、丁、戊、己將其對甲之債權皆轉讓與乙。甲於

2003 年(民國 92 年) 5 月 14 日向 A 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保額 450 萬元，名為

「百分百計劃」之 6 年期人壽保險，其被保險人、滿期及生存保險金受益人均

為甲。乙在 2004 年(民國 93 年) 9 月 7 日聲請法院扣押甲之人壽保險受益權。

                                            
148 參見第四章第二項第二款 2 債務人(被保險人)未行使保單借款權利之論述。 
149 依人壽保險公會所統計之數據，國內各家保險公司保單借款利息最低有 2.7％，最高有 9
％。相較於台灣銀行放款利率最高不過 2.5％，保單借款利息明顯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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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甲早於同年 6 月 25 日將要保人變更為其母庚，庚並於 2006 年(民國 95 年) 7

月 4 日將生存及滿期受益人變更為自己。庚分別在 2006 年(民國 95 年)8 月 16

日及 2009 年(民國 98 年) 4 月 17 日，向 A 人壽保險公司行使保單借款，共計

1,040,131 元，故滿期保險金雖為 914 萬 1,120 元，扣除保單借款後，餘款為

810 萬 0,989 元。 

乙主張甲在盜領 5 家公司款項後，為免其財產受強制執行，變更其人壽保

險之要保人及受益人為庚，先位聲明請求甲變更要保人為庚，庚再變更受益人

行為，乃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應將滿期保險金 914 萬 1,120 元給付與

甲，由庚代為受領。備位聲明請求撤銷甲變更要保人行為，庚變更受益人之行

為隨同撤銷。新北地方法院判決乙勝訴，甲及庚不服原判決，向臺灣高等法院

提起上訴。 

(2) 判決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仍維持原判決結果，判決乙勝訴，其理由如下： 

「上訴人庚並非有資力繳納系爭保險契約保費之人，其與上訴人甲合意變更系

爭保險契約要保人之目的，純為脫免其女即上訴人甲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受

益債權為被上訴人扣押，遂在短短 11 天內通謀虛偽變更其要保人為庚，俾上訴

人庚取得保險利益處分權，得於日後再將受益人由甲變更為庚，藉以規避被上

訴人之追償。以上訴人甲詐領被上訴人如此鉅額之款項，且在如此短暫時間變

更其原投保鉅額保險之要保人為其母庚，益徵上訴人 2 人間就系爭保險契約之

變更行為，確有出於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此外，上訴人甲於 92 年 5 月 14 日

投保系爭保險，迄至其於 93 年 6 月 14 日被發現詐領被上訴人鉅款，期間僅一

年，縱可解約取得解約金，然依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領取方式之記載，第 1 年

解約僅可取回 114 萬 2168 元，與期滿可領回之保險金 914 萬 1120 元（見本院

卷第 37 頁），相差 8 倍之多，則原要保人即上訴人甲為謀日後可領取巨額之保

險金，利用變更要保人為其母庚、再變更受益人為庚之方法，規避該滿期保險

金遭其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扣押，亦在常情之內，所辯並不足為採。至於如僅變

更受益人，不變更要保人，則滿期保險金之處分權人仍為要保人（見保險法第

110 條、第 111 條規定），因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將使要保人之財產發生

增減之結果，若要保人之債權人，如認要保人指定他人為受益人有害其債權

時，要保人之債權人可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行使撤銷權，故僅變更受益人仍不

易遂行脫產之目的；退而言之，縱認即刻解約或僅變更受益人之作法，仍可達

脫產之目的，亦難據以證明本件利用先變更要保人為上訴人庚，再由庚變更受

益人為己之作為，無脫產之可能，故上訴人前揭所辯，亦不足取。 

查本件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甲之債權人，而其債務人即上訴人甲卻怠於行使

其請求上訴人庚返還其金錢，被上訴人乃主張以自己之名義，代位行使其債務

人即上訴人甲之上開請求上訴人庚返還金錢之請求，即屬可採。且前揭保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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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滿期保險金原有 914 萬 1,120 元，雖業經以保單質借 104 萬 0,131 元，僅餘

810 萬 0,989 元，而此餘款並已經台北地院民事執行處以 99 年度司執全字第 95

號執行扣押，有被上訴人所提出之第三人 A 公司陳報狀影本可參（見原審卷第

26 頁）；惟上訴人間就系爭保險契約關於要保人及受益人之變更，既出於通謀

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已如前述，則上訴人庚自應將期滿保險金 914 萬 1,120

元全部，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返還予上訴人甲，並不因其於保險契約滿期前

已向 A 公司先行質借 104 萬 0,131 元而得拒不歸還。」 

2. 判決分析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180 號判決事實可分為甲變更要保人為其

母庚之行為，以及庚其後變更受益人為自己之行為。由於甲變更要保人之行為

是否為通謀虛偽，涉及事實認定與證據證明，本文不就通謀虛偽之部分為論

述，僅就民法第 244 條撤銷詐害行為為論述。 

甲變更要保人為其母庚，明知其已陷入無清償能力狀態，而為無償轉讓行

為，依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規定，債權人僅須證明債務人有詐害債權故意即

可，不問受領人庚有無善意。因此若認定甲變更要保人為庚，乃詐害行為，依

我國通說及實務均採絕對效力說 150，庚其後變更受益人為自己之行為，亦隨同

無效。故本案法院在採絕對無效說之前提下，將甲變更要保人為庚，以及庚變

更受益人為自己之行為，合併評價之。從而在此情形下，甲是否為原保險契約

之受益人，並非重點。重點在於甲變更要保人為庚之行為是否有詐害債權之故

意。 

第二目 單純變更受益人 

 如同前述變更要保人及受益人之討論方式，本文先就相關司法實務見解為

介紹，再提出本文之看法： 

1. 司法實務見解 

 本文搜尋債務人變更受益人是否構成詐害債權之案例，目前我國司法實務

上有 2 則案例分別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沙小字第 364 號判決及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但有趣的是，此 2 則案例之當事人

及爭執事項皆相同，唯一不同者乃保險契約不同 151，甚至判決結果亦不同。因

                                            
150 鄭玉山，特定物債權撤銷訴權之行使－民法第 244 條第 3 項修正之回顧與展望（二），法

學叢刊，56 卷 2 期，頁 40，2011 年 4 月。 
15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涉及宏泰人壽之生存保單號碼

1503492162，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沙小字第 364 號判決涉及宏泰人壽之生存保單號碼

150063073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1 
 

此就此 2 則案例事實及判決理由為說明： 

(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沙小字第 364 號判決 

A. 案例事實 

甲與乙為夫婦，乙曾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向 A 公司投保生存保

單，20 年期滿，乙仍生存，其指定受益人可領取生存保險金 1,000,000 元。甲

與乙其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家上第 48 號判決離婚，並由丈夫甲

取得子女丙、丁 2 人之監護權，判決於 2007 年(民國 96 年)12 月 25 日。該判決

主文載明自 2007 年(民國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丙、丁成年之日止，乙按月於每

月 5 日給付甲關於丙、丁之扶養費各 6,312 元，如有一期遲付履行其後之給付

視為全部到期。 

乙自 2008 年(民國 97)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13 年(民國 102 年)9 月 30 日止，

積欠扶養費共計 1,937,360 元，因此甲在 2012 年(民國 101 年)9 月 17 日向法院

聲請扣押乙投保 A 保險公司之生存保單。其後甲始知乙在 2008 年 9 月 26 日變

更其保單號碼 1500630730 號生存保險金受益人為戊之行為，乃甲取得丙、丁扶

養費債權之後所為。因此甲向法院起訴主張，乙蓄意及惡意隱瞞脫產行為，已

嚴重損害甲債權行使，請求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指定受益人之行為。由於本案

乙及戊均未出庭，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為一造辯論判決甲勝訴。 

B. 判決理由 

臺中地方法院沙鹿簡易庭判決甲勝訴，其判決理由如下： 

「本件原告甲主張被告所有之系爭保險契約仍有保險價值，而被告乙積欠

原告甲債務未清償，然依上開原告甲所提出之被告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資料被告乙又無其他可供清償

之財產，則被告乙就仍有保險價值之系爭保險契約生存保險金受益人變更之行

為，已使被告對原告之債務有履行不能或履行困難之情形而損及原告之債權無

疑。原告甲既為被告乙之債權人，被告乙就上開變更保險契約生存受益人之行

為，有害及原告之債權，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請求法院撤銷之，並請求被告

回復原狀。從而原告之請求，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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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 

A. 案例事實 

甲與乙為夫婦，乙曾在 1997 年(民國 87 年) 9 月 25 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兼

被保險人，向 A 公司投保「宏福還本終身保險」(下稱生存保單)，20 年期滿，

乙仍生存，其指定受益人可領取生存保險金 1,000,000 元。甲與乙其後經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家上第 48 號判決離婚，並由丈夫甲取得子女丙、丁之

監護權，判決於 2007 年(民國 96 年)12 月 25 日。該判決主文載明自 2007 年(民

國 96 年) 6 月 1 日起至丙、丁成年之日止，乙按月於每月 5 日給付甲關於丙、

丁之扶養費各 6,312 元，如有一期遲付履行其後之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乙自 2008 年(民國 97)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13 年(民國 102 年)9 月 30 日止，

積欠扶養費共計 1,937,360 元，因此甲在 2012 年(民國 101 年)9 月 17 日向法院

聲請扣押乙投保 A 保險公司之生存保單。其後甲始知悉乙在 2008 年(民國 97

年) 9 月 26 日將保單號碼 1503492162 號生存保單之生存保險金受益人變更為其

母親戊。 

 甲主張 A 保險公司將於投保第 20 週年日即 2018 年(民國 107 年) 9 月 25 日

給付新受益人庚生存保險金 1,000,000 元，乙變更受益人之行為有害債權人，請

求撤銷乙變更受益人之行為。由於甲在一審未出庭為言詞辯論，臺中地方法院

簡易庭以一造辯論判決乙與戊勝訴，甲不服上訴至臺中地方法院合議庭，但甲

仍未出庭為言詞辯論。 

B. 判決理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觀諸上訴人所提保單條

款影本第 11 條第 2 項記載：『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第二十保單週年

日仍生存且本契約持續有效時，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生存保險金』。』等

語，可見被上訴人乙須俟其於該契約有效期間內之第 20 保單週年日即 107 年 9

月 25 日仍生存且該契約持續有效，始得得請求 A 保險公司給付生存保險金，

而上開條件目前尚未成就，被上訴人乙對 A 保險公司之生存保險金給付請求

權，充其量僅為期待權，並非現存之財產。被上訴人乙雖將系爭保險之生存受

益人變更為被上訴人戊，然到期之生存保險金仍受 A 保險公司抵償被上訴人乙

前以系爭保單質借之款項，被上訴人戊對系爭保單，亦不得為借款或為其它權

利主張，此據受告知訴訟人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在卷（參見本院卷第 95 頁背

面）。可知，被上訴人乙雖變更系爭保單之受益人，惟被上訴人就系爭保單現實

之權利並無隨之轉移，上訴人據上開規定，主張撤銷被上訴人乙變更系爭保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3 
 

受益人為被上訴人戊之行為，即無所據；且於系爭保單到期前，被上訴人乙仍

保有變更受益人之權力，則上訴人主張撤銷前揭之變更保險受益人，亦難達其

保全債權之目的。」 

2. 本文見解 

 前述二則案例事實，或許未涉及要保人變更，因此就生存保險金受益人變

更，是否構成詐害行為產生不同認知。我國學說見解有認為生存(滿期)保險金

並無受益人存在之必要，若債務人指定生存保險金受益人，應解釋為債權轉

讓。若將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之變更，解釋為債權讓與，則自然得為民法第 244

條撤銷權之客體 152。 

 本文贊同前述學說見解之結論，但本文係從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

律地位為觀察。前述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316 號判決理由認

為，生存保險金請求權乃期待權，並非現存之財產，因此不得撤銷之。此一見

解與民法學說有所不同，有認為附條件之權利，仍得為民法第 244 條之撤銷客

體 153。詐害行為撤銷權之目的係避免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不當流失，導致個別債

權人無法進行追償。若債務人名下已無財產可供執行，債務人卻變更其生存保

險金受益人。該生存保險金受益人之變更，乃債務人將來已確定可取得之財

產，自應列入責任財產之範圍。同理，債務人若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及

死亡保險金受益人，其變更受益人為他人，亦減少其責任財產，蓋人終將一

死，該死亡保險金在事故發生前，同屬債務人將來已確定可取得之財產。 

 

第五款 強制執行解約金 

 債權人先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可否再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由法院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

契約？此在我國司法實務乃極具爭議之問題，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9 號之審查意見作成後，似乎反對見解已占多數。

因此以下先介紹該法律座談會之內容，以及其後之判決趨勢，最後再提出本文

之看法： 

                                            
152 江朝國，前揭註 120，頁 308。 
153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冊，頁 639，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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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9 號 

1. 法律問題 

債權人發現債務人有年繳之人壽保險契約，於取得執行名義後向執行法院

聲請對該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執行命令扣押保單價值準備金，

保險公司並回函設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數額，嗣執行法院以執行命令代債務人

終止該保險契約，保險公司乃聲明異議，債權人即提起確認債務人對保險公司

有解約金債權存在之訴，受訴法院如何處理？ 

2. 討論意見 

(1) 甲說 

（一）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上雖屬保險人提列並由保險人保管及運用，但

保單價值準備金為要保人繳納保險費積存累積所提列於保險人處的準備金金

額，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得依保險法第 120 條規定以保單借款方式實際

取得保單價值準備金為資金運用，亦得依保險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終止保險

契約，請求償付以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給付之解約金。且依保險法第 116 條第

6 項、第 7 項規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

力之期限屆滿後，為保險契約之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 2 年以上，如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予要保人；同法條第 8 項規

定，保單價值準備金得用以墊繳保險費；暨同法第 124 條規定，人壽保險之要

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等規定，要保人就其繳

納保險費所積存提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實質上權利，自為要保人之財產權

益。 

（二）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要保人之財產權益，保險契約終止後

之解約金債權為要保人對保險人之金錢債權，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而保險契

約終止權之行使，係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要保人）對保險人依保險契約現存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進行換價程序所必要之行為。執行法院就保單價值準備金

實施扣押後，保險契約終止權之行使應涵攝於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

之換價目的範圍內，執行法院應得代替債務人立於要保人之地位，行使債務人

與保險人間保險契約之終止權，並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進行換價程序。保險人

於保險契約終止後，應依執行命令將已扣押具備現實得明確決算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計算之解約金交債權人收取或交予執行法院轉給債權人，俾發生換價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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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行效力。 

（三）人身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繳納保險費及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乃互為契約

上對價關係，保險契約屬財產上權利。而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

位，若經要保人與保險人同意，並符合保險法規定要件下，第三人得承擔要保

人在保險契約的地位，為契約當事人的變更，此為保險實務常見，且依保險法

第 110 條、第 111 條規定，要保人就保險金額之給付，得為受益人之指定及變

更，依同法第 114 條規定受益人經要保人同意或契約載明允許轉讓者，得將受

益權轉讓他人，及第 113 條規定「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

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均可見人身保險契約之給付利益乃係財產上利益，並

非要保人具有專屬性之人格權，仍得由要保人任意為財產上之移轉或繼承。又

人壽保險契約之終止權為形成權，係基於保險契約締結後所發生之契約上之從

權利，要與身分法上權利或人格權性質不同，終止保險契約之目的係為取回解

約金（或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未發生身分法律關係變動之行為，

保險契約當事人亦未異動，非僅限於保險契約當事人始得為之，此觀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存在。但破產管

理人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 3 個月內終止契約……」即明，可見為取回保險契

約解約金之契約終止權，並非一身專屬權利，可由要保人以外之人行使。況就

債務清償之強制執行程序而言，債權人為實現金錢債權，以債務人個別之財產

為對象所為之強制執行，即依強制執行法所定之執行程序為個別執行；破產程

序則係所有債權人以債務人之總財產為對象所為清算之一般執行程序。如在破

產程序承認保險契約終止權非一身專屬權，卻在個別執行強制之強制執行程序

認為保險契約終止權係一身專屬，顯有違法律體系解釋精神；併參以消費者債

務清理程序中亦可由司法事務官或管理人依該條例第 24 條規定解除保險契約取

回解約金（參 99 年第 5 期民事業務研討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8 號），可

徵為取回保險契約解約金之契約終止權，並非要保人之一身專屬權利，可由要

保人以外之人行使。 

（四）執行法院既核發執行命令，保險契約經執行法院立於債務人之地位

行使終止權而終止，則債務人就保險契約終止後對保險公司有解約金債權存

在，故債權人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債務人對保險公司有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

存在，為有理由。 

(2) 乙說 

（一）所謂準備金，係指保險人為準備將來支付保險金額之用，依規定所

積存之金額，依保險法第 11 條、第 145 條第 1 項、第 146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

別規定：「本法所定各種準備金，包括責任準備金、未滿期保費準備金、特別準

備金、賠款準備金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準備金」、「保險業於營業年度屆滿

時，應分別保險種類，計算其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記載於特設之帳簿」、「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6 
 

險業資金之運用，除存款外，以下列各款為限：一、有價證券；二、不動產；

三、放款；四、辦理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

五、國外投資；六、投資保險相關事業；七、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八、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用。前項所定資金，包括業主權益及各種準備金。」

內容觀之，可見人壽保險之保單責任準備金，因有為未來支付準備之必要而依

法提存，乃保險人之資金但屬於限定使用目的之資產，並非屬於債務人之責任

財產，此由保險法第 119 條第 1 項規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

足 1 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 1 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

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 4 分之 3」，並未規定保險人應將全部責任準備金

作為解約金等情，足認保險人所提列之責任準備金，非屬要保人之債權。 

（二）就人壽保險契約，於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之解約金乃屬附停止條件

之債權，必於要保人行使終止保險契約之權利後，該停止條件始為成就，保險

人始負有給付解約金之義務。債務人並未向保險公司終止保險契約，則停止條

件未成就，應認債務人對保險公司並無解約金債權存在。又按債務人怠於行使

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

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242 條定有明文。債權人代位行使權利，係以債

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及非專屬於債務人之權利為前提。

然人身保險之要保人就保險契約之終止權是否行使，應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

要保人不行使終止權並維持已締結之保險契約效力存續，尚難謂係怠於行使其

權利，執行法院應無逕為代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之權，亦無命保險人即保險公

司終止保險契約之權。 

（三）況人身保險之保險事故，係被保險人之生存或死亡及身體健康，均

屬於被保險人之人格權，而人格權具有一身專屬性，基於人身無價、某些生命

保險兼具投資性、生命法益及身體健康法益具有一身專屬性等因素，應無代位

權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323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

度上易字第 592 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人格上法益為基礎之財產權，而專屬於要

保人一身之權利，執行法院自不得介入而代位執行債務人終止人身保險契約，

且債權人亦不得代位債務人終止人身保險契約。因債務人與保險公司間之保險

契約並未終止，則停止條件自未成就，保險契約仍存續中，尚難認債務人對保

險公司有解約金債權存在，債權人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債務人對保險公司有解

約金債權存在，即屬無據。 

3. 審查意見 

執行法院僅有形式審查權，而無實體審查權。人壽保險之保單責任準備

金，依保險法第 11 條、第 145 條第 1 項、第 146 條第 2 項之規定，屬於保險業

之資金，執行法院自形式外觀審查，保單責任準備金應非屬債務人之責任財

產，自不得發扣押命令，本提案之設題，執行法院核發扣押命令，扣押保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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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準備金，於法未合。至保險契約終止權，要保人即債務人應有自主決定之選

擇權，並未「怠於行使」，與民法第 242 條之要件不符，不宜由執行法院介入代

為終止；況就金錢請求權之執行，非屬強制執行法第 4 章第 130 條有關意思表

示之執行，並無適法之執行名義，可供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代債務人為終

止之意思表示。 

第二目 其後司法實務見解 

 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9 號(下稱高

等法院座談會)之審查意見作成後，提案機關之臺北地方法院目前就債權人得否

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終止債權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多數採否定

之態度 154，但仍有少數採肯定之態度 155，以下分別說明該高等法院座談會後之

司法判決趨勢： 

1. 遵循高等法院座談會見解 

 多數法院見解依循高等法院座談會之理由，以要保人之契約終止權具一身

專屬性、解約金乃附條件之權利，以及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並未授權執

行法院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權利，判決債權人敗訴。但有部分法院判決

有區分投資型保險關於投資帳戶部分與人壽保險契約部分，債權人得就前者扣

                                            
154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22 號判決、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32 號判決、

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35 號判決、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44 號判決、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48
號判決、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49 號判決、105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55 號判決、105 年度北保險

簡字第 56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字第 917 號判決、105 年北簡字第 1071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

字第 4831 號判決、105 年北簡字第 6433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字第 7596 號判決、105 年度北

簡字第 8262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字第 8469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字第 9256 號判決、105 年

度北簡字第 9289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字第 9447 號判決、105 年度北簡字第 10539 號判決、

105 年度北簡字第 10980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5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36 號判決、

105 年度保險字第 38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55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78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91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97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98 號判決、105 年

度保險字第 115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122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123 號判決、105 年

度保險字第 124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126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字第 130 號判決、105 年

度保險簡上字第 4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20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22 號判

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24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25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

第 27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33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34 號判決、105 年度

保險簡上字第 35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36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37 號判

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38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42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

第 43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48 號判決、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49 號判決、105 年度

簡上字第 128 號判決、106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8 號判決、106 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10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6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8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10 號判決、106 年度

保險字第 14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25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26 號判決、106 年度保

險字第 33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42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字第 43 號判決、106 年度保險

字第 80 號判決。 
155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北簡字第 963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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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清償，不得就後者扣押清償 156。部分法院見解認為債務人尚未被宣告破產，

其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具一身專屬性 157。換言之，債務人若被宣告破產，其人

壽保險契約終止權即不具一身專屬性？更有甚者，法院認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僅

係一計算數值，並非基於保險契約恆常存在之權利義務，在要保人請求給付之

條件未成就前，其對保險人並無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債權 158。 

2. 反對高等法院座談會見解 

 不同於臺北地方法院壓倒性多數反對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北簡字第 9634 

號判決則採肯定見解。其反駁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為一身專屬性之見

解，並認為執行實務上，終止存款寄託契約、基金贖回、薪資債權之移轉讓與

等處分權，均透過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執行程序為之，並無法院不得終止債務

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之理 159。 

而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144 號判決事實，涉及因地震而倒塌

之大樓受災戶甲，向設計可能有缺失之建築師乙，請求損害賠償。甲為保全其

債權，對乙之人壽保險解約金 1,076 萬 2,137 元，聲請假扣押。保險人 A 主張

乙未終止其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存在，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規定提

起異議。甲依強制執行法第 120 條規定，向 A 提起確認解約金債權存在之訴。

士林地方法院認為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並非一身專屬權利，執行法院得立於要

保人之地位，以換價命令之核發代執行債務人即要保人行使非屬其一身專屬權

利之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而取得確定數額之解約金 160。 

                                            
15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北簡字第 6433 號判決：「黃○勝所投保之圓夢人生變額壽險（給

付內容包含身故/全殘保險金、99 歲滿期保險金）、金鑽年年變額年金保險（給付內容包含身

故、遞延期間屆滿可選擇一次領取保單帳戶價值、年金給付），有被告所提出之保單基本資料、

要保書、保單條款在卷（見本院卷第 56 至 71 頁），屬人壽保險契約，保險事故為被保險人之生

存或死亡，屬於被保險人之人格權，而人格權具有一身專屬性，是系爭保險契約之終止權屬以

人格上法益為基礎之財產權，而專屬於要保人一身之權利，在黃○勝終止系爭保險契約或給付

條件成就之前，黃○勝對被告並無得領取之債權存在。本件黃○勝與被告間之保險契約並未終

止或給付條件未成就，尚難認為黃○勝現在對被告有得領取之債權存在，從而，原告請求(一)
確認黃○勝於被告處，有保單帳戶(即投資帳戶)項下之共同基金受益權 1 萬 0,331 元存在，(二)
確認黃○勝於被告處，有年金債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157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42 號民事判決：「而因系爭保險契約於系爭扣押命

令送達後迄今，未經廖○宏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且系爭保險契約之終止

權乃專屬於廖○宏一身之權利，除廖○宏經法院宣告破產外，不應由包含執行法院在內之他人

行使，系爭保險契約既未終止，則停止條件未成就，廖○宏對於上訴人並無系爭保險契約保單

價值準備金債權乙節，應堪認定。」 
158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15 號判決。 
159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北簡字第 9634 號判決：「實務上，執行法院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之

存款債權、基金贖回、薪資債權等，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規定之執行程序，亦係代為行使終

止存款寄託契約、基金贖回、薪資債權之移轉讓與等處分權，就執行標的進行換價程序。另終

止權屬形成權之一種，形成權於權利人行使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他方之同意。」 
16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144 號判決：「復按執行法院為查封、扣押等禁止處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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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者，乃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保險上字第 21 號判決。過去臺灣高

等法院一致採取否定見解，而該判決則採取肯定見解。其認為壽險契約並非身

分關係之契約，與一般財產契約無異。壽險要保人之地位得為轉讓，要保人終

止壽險契約權利並無一身專屬性。該判決更反駁容許終止債務人之壽險契約，

將使債務人之醫療附約隨同終止之論述。其強調債權人之債權實現，涉及憲法

上的財產權保障，其受保障之順位，應優先於受益人對將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

療事故請求權之期待 161。此一判決之出現，是否將改變多數司法實務見解採取

否定見解之趨勢，值得繼續觀察！ 

第三目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扣押人壽保險解約

金，並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由執行法院發收取命令，終止債務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由於我國目前多數司法實務見解遵循高等法

院座談會意見，因此主要就該座談會中，乙說與審查意見內容為反駁，並提出

現行司法實務之作法： 

                                            
為，剝奪債務人對其特定財產之處分權，改由國家取得處分權，實施查封、扣押後債務人對該

特定財產即喪失處分權能（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抗字第 628 號裁定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就強制

執行標的為查封或扣押後，不論強制執行標的為動產、不動產或債務人對第三人金錢債權或其

他財產權之強制執行，此時債務人對於其特定財產之處分權，均改由國家取得處分權，包含契

約之終止權，以遂行換價程序。又按保險法第 110 條、第 111 條規定，要保人就保險金額之給

付，得為受益人之指定及變更，再同法第 114 條規定，受益人經要保人同意或契約載明允許轉

讓者，得將受益權轉讓他人，另同法第 113 條規定，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

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均足徵人壽保險契約之給付利益乃財產上利益，並非要保人具有專屬

性之人格權；再觀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存在，

但破產管理人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 3 個月內終止契約，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債務人所訂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尚未完全履

行，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或解除契約，而保險契約為雙務契約，管理人依法亦得終止或解除

保險契約（99 年第 5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45 號意意旨參照），可知保險契

約終止權，並非要保人之一身專屬權利。準此，執行法院於強制執行程序中自得立於要保人之

地位，以換價命令之核發代執行債務人即要保人行使非屬其一身專屬權利之人壽保險契約終止

權，而取得確定數額之解約金。」 
161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保險上字第 21 號判決：「保險契約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雖人壽

保險係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事故之標的，而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給付保險金之要件。

惟保險金為單純的金錢給付，亦非被保險人之生命代替物，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相同，要保

人得將保險契約轉讓予其他有保險利益之人，另保險金請求權亦得讓與或繼承（保險法第 18 

條、第 113 條參照）。且要保人之身分地位可基於法律行為，概括或個別轉讓，乃保險實務上常

見之現象。又依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在。

但破產管理人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三個月內終止契約，其終止後之保險費已交付者，應返還

之，亦可知保險契約非不得由第三人行使終止權。凡此，均與專屬權具有不得為讓與、繼承之

特性不符，且無任何法律規定保險契約之權利具專屬權，足見要保人之身分及地位，並無任何

專屬性可言。是保險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亦非專屬權，執行法院自得以執行命令終止之。至於保

險契約終止後，醫療附約是否因此終止，容屬另一問題。況債權人之債權實現，涉及憲法上的

財產權保障，其受保障之順位，應優先於受益人對將來保險金請求權及醫療事故請求權之期

待，且現行法制，亦未將受益人之保護列於債權人利益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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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壽險契約終止權得扣押 

或許我國債權人對扣押標的之刻板印象，乃具有價值之金錢債權。因此目

前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之壽險解約金債權時，其扣押聲明多以金錢債權(如保

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為扣押標的，前述高等法院座談會以保單價值準備金不

得扣押，即屬明證。惟扣押之客體不應限於金錢債權，得換價為金錢債權之權

利應考量在內。而此一權利應限於債務人可隨時行使之形成權，以利執行程序

之迅速 162。因此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欲扣押債務人(要保人)對保險人之

債權，債權人當下可扣押之權利，應屬債務人之壽險契約終止權，如此可達債

權人取得解約金之目的。 

又我國債權人聲明所扣押標的，多為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可能違反

高等法院座談會結論。如何解釋認定債權人聲請扣押標的方屬適格，以下分就

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金說明之： 

(1) 保單價值準備金 

關於保單價值準備金得否扣押有肯否二說，肯定說謂保單價值準備金乃要

保人之實質權利，形式上歸保險人所有。確實如否定說所謂，保單價值準備金

非實際存在，僅是為計算而存在之金額。但肯定說係受限於保險法立法者對保

單價值準備金之認識不足，蓋我國保險法第 121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保險費付

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給付與應得之人，無應得之人

時，應解交國庫。」顯然立法者誤認保單價值準備金乃實際存在之金額，並連

結至保險人之特定資產，因此立法者謂保單價值準備金可實際給付與應得之

人。而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導正立法者對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錯誤認知，明確

定義保單價值準備金乃帳面金額。我國司法實務早已認知債權人聲請扣押之目

的，乃保險契約終止後之解約金債權，因此贊成債權人得執行解約金債權者，

視而不見立法者所誤認的保單價值準備金性質；反對債權人得扣押解約金債權

者，特意指正立法者誤認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性質，進而指責債權人聲請扣押標

的有誤。故本文以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得否扣押，就理論而言，否定說係屬正

確。但不應苛責債權人明瞭立法者之誤認，因而解釋上債權人聲請扣押保單價

值準備金，其扣押範圍應包含債務人之壽險契約終止權。 

(2) 解約金 

若債權人扣押之標的，聲明條件成就後之金錢債權（通常為解約金），應認

                                            
162 福島雄一，前揭註 147，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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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所扣押之權利包括債務人得行使之形成權 163，即債務人單方終止保險契

約之權利。縱使債權人扣押標的聲明以解約金債權為之，亦應如此解釋。從而

扣押標的範圍既包括債務人單方終止保險契約權利，則第三人自不得以解約金

債權條件未成就，而為異議。 

2. 換價命令有權終止契約 

關於債權人依執行名義扣押債務人對保險人之解約金請求權，債務人須為

終止契約意思表示，解約金請求權始能具體化。債權人得否依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規定，對債務人終止之意思表示為強制執行？高等法院座談會之審查意

見認為，債權人僅對債務人有執行名義，對第三人無執行名義，因此依強制執

行法第 130 條有關意思表示之執行，並無適法之執行名義，可供執行法院核發

執行命令，代債務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但此一見解與我國多數學說見解不同，多數學說認為債務人應為之意思表

示，不以對債權人為限。依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規定，債權人可代債務人向第

三人為應為之意思表示 164。只不過學說對於強制執行債務人對第三人意思表示

生效時點，有所爭議。從而高等法院座談會審查意見，以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

作為反駁執行法院不得代位債務人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顯然無

據。 

再者，從外國立法例觀察。日本民事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債權人

聲請扣押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後，7 天經過後，債權人自動取得債務人對第

三人之權利(收取權)。債權人取得收取權後，得行使債務人之形成權。債務人

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之權利自屬形成權，因此日本司法實務肯定債權人得透過收

取命令終止人壽保險契約。我國強制執行法雖無類似日本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

第 1 項規定，但現行我國執行實務上常同時核發扣押命令與換價命令，其操作

結果與日本類似 165。執行法院核發換價命令之同時，債權人取得債務人對保險

人之契約終止權，並同時對保險人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至於以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規定，作為否定執行法院不得對債務人之終止

意思表示為強制執行。其顯然誤認終止契約權限之人仍為債務人。按收取命令

之構造，契約終止權人已非債務人，而係債權人，並無執行法院強制執行債務

人終止意思表示之問題。 

                                            
163 大森忠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もとづく権利に対する強制執行，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

題，頁 113，1958 年 10 月。 
164 陳榮宗，強制執行法，頁 616，2000 年 11 月 2 版；張登科，強制執行法，頁 569，2006 年

1 月；賴來焜，強制執行法各論，頁 731，2008 年 4 月。 
165 許士宦，強制執行法，頁 267，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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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爭執重心並非附條件權利 

 高等法院座談會乙說認為債務人(要保人)並未向保險人終止人壽保險契

約，則停止條件未成就，無解約金請求權存在，因此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扣押

解約金請求權即無理由。然本文認為此一理由無法成立，可從兩方面觀察之： 

(1) 實體法角度 

我國學說見解有認為要保人就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權利，類似存款與確定給

付之性質，因此被稱為「不喪失價值(non-forfeiture value)」。保險人何時給付解

約金並不確定，而保險人給付解約金之義務為確定，故解約金請求權並非真正

附條件之權利 166。但本文以為從實體法面向出發，觀察解約金請求權為附條件

權利，無法掌握問題之核心。解約金請求權乃債務人行使壽險契約終止權之產

物，壽險契約終止權方為觀察之主要對象。該權利乃形成權，權利人得隨時行

使之。從而此乃執行法院得否收取形成權，換價為解約金請求權之問題，與附

條件權利無涉。 

(2) 強制執行法角度 

 高等法院座談會乙說以為，執行法院不應介入代為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若

此例一開，則債權人得透過收取命令，終止買賣契約、租賃契約或承攬契約。

該疑慮顯然未全盤瞭解問題之核心，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

所收取者，乃債務人對第三人之形成權 167。此與何種契約類型並無必然之關

聯，問題在於債務人行使對第三人之形成權，是否可換價？債務人(要保人)行

使對保險人之壽險契約終止權，依保險法第 119 條規定，保險人應給付一定額

度之解約金。顯然對於債務人之契約終止權之換價，對債權人之債權滿足具有

實益。 

 縱使認為解約金請求權係附條件權利，仍須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3 項

尚規定得準用動產方式為換價。我國學說甚少討論債權之拍賣，而債務人之壽

險保單得否拍賣？本文以為債務人(要保人)之壽險契約相關權利，計有契約終

止權、保單借款權及指定變更受益人權三種。上述權利並非具有一身專屬性，

可為拍賣之標的，其拍賣之價值計算以解約金之價值為基礎。 

壽險保單拍賣係使拍定人成為要保人，有可能牴觸保險法第 16 條保險利益

及保險法第 105 條被保險人同意之規定。日本學說認為若債務人同時為要保人

                                            
166 葉啟洲，前揭註 49，頁 95。 
167 日本通說認為民事執行法第 155 條第 1 項債權人收取權之行使，以債務人之形成權為限。參

見福島雄一，前揭註 147，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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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被保險人，則不牴觸被保險人同意之規定，其壽險保單之拍賣並無問題 168。

但在我國法下尚有保險利益之要求，因此執行法院在選擇拍賣保單類型，原則

上以債務人具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身分之壽險契約為宜。又在不違反保險法第 16

條之前提下，執行法院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64 條第 5 款規定，限定壽險保單應買

人之資格，該資格可限制與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之第三人或受益人。 

由於我國司法實務認為，強制執行法之拍賣乃私法買賣契約 169。因此壽險保單

之拍賣，其買賣標的乃要保人之權利，此屬契約承擔。按民法第 301 條規定，

執行法院拍賣壽險保單，應得保險人之同意。故執行法院選擇以拍賣方式換價

壽險保單，須事先詢問保險人之意願，其後再詢問受益人是否願意給付相當解

約金額，使其成為要保人。 

然最大問題在於壽險保單拍賣準用動產執行，可依強制執行法第 70 條第 5

項規定為減價拍賣。蓋壽險保單具有一定價值，為何執行法院不選擇以換價命

令為之，而採可能減損責任財產價值之拍賣方式？ 

4. 現行衡平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之作法 

 我國多數司法實務見解之所以禁止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透過民法第

242 條或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形式

上保障債務人(要保人)，實質上乃為保障在判決理由中皆未出現之受益人，由

於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無手段足以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因此透過解

釋推導出保障受益人之結果。然而上述解釋作為保障受益人之理由，與現行法

格格不入。因此本文以為我國司法實務在強制程序或消債程序上，透過解釋使

債權人與受益人之利益皆獲得保障： 

(1) 強制執行程序 

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之薪資債

權為扣押，並依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為換價。但我國強制執行實務向來就薪資

債權之換價，為債務人薪資債權之三分之一 170。此一作法並無明確法源依據，

僅能謂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審酌換價債務人之薪資債

權，有無「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因此換價債務人三分

之一薪資債權，其作法符合強制執行法第 1 條第 2 項所揭櫫之比例原則。 

同理，債權人本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扣押債務人對第三

人之解約金請求權，並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為換價。或許執行法

                                            
168 大森忠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もとづく権利に対する強制執行，載：生命保険契約法の諸問

題，頁 131，1958 年 10 月。 
169 林洲富，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頁 218，2013 年 7 月 9 版。 
170 林洲富，前揭註，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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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可考量強制執行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將「一定解約金額以下」之人壽保險

契約，解釋為「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權人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至於該一定解約金額之額度為何？本文以為或可參

考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破產實務，將解約金在 20 萬日圓以下者，解釋為不列入破

產財團 171。考量台日兩國匯率，可將解約金額在 6 萬元以下者，認定為強制執

行法第 1 條第 2 項之「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執行法院不得進行換價。 

(2) 消債程序 

 相對於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所規定之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概念，我國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 99 條之自由財產亦有相同意旨。所謂自由財

產，係指債務人之財產中，不屬於清算財團，債務人可自由處分之財產 172。依

學者之說明，自由財產之理念有五：一、為維護債務人最低限度生活所必要之

財產應殘留於債務人手中。二、應保護債務人之尊嚴及人格。三、應使債務人

復興經濟的基盤，於早期階段從清償不能狀態脫離，自立營生。四、應保護債

務人之家庭免於陷入貧困之逆境。五、喪失基盤之債務人及其家庭之生活，雖

須由社會保障等予以支援，但亦應減輕社會保障等之負擔 173。 

 在消債條例施行之 9 年期間，法院透過消債條例第 99 條擴大債務人自由財

產之範圍，將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列為自由財產，避免債務人之人壽保險遭

監督人或管理人終止者，目前僅見 5 件裁定將人壽保險列為自由財產 174。其中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 48 號民事裁定事實中，債務人進入

清算程序，因其患有慢性 B 型肝炎，亟需其擁有之三份醫療保單給付其醫療費

用。故債務人之家人願提供相當於三份醫療保單之解約金，解交法院分配與清

算債權人，換取自由財產擴張裁定。高雄地方法院同意債務人之請求，裁定將

三份醫療保單列為自由財產。 

此一作法與介入權規定完全相同，因此在現行法下，法院可依消債條例第

99 條規定，要求債務人之親屬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換取法院裁定將債務

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列為自由財產，排除於清算財團，以保障債務人日常生活所

必需之醫療保險金。可惜的是，債務人若未進入消債程序，則無自由財產裁定

之適用。 

                                            
171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前揭註 108，頁 106。 
172 張登科，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頁 242，2016 年 8 月。 
173 許士宦，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頁 371，2008 年 4 月。 
174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執消債清字第 27 號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消

債清字第 48 號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 98 號民事裁定、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 1 號民事裁定、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

2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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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要保人或受益人進入破產或消債程序 

 由於我國目前破產法制割裂為破產法及消債條例，因此分別探討要保人為

債務人時，其進入破產或消債程序後，其人壽保險契約應如何處置？以及受益

人為債務人時，其進入破產或消債程序後，其人壽保險契約應如何處置？ 

第一目 要保人進入破產或消債程序 

1. 破產程序 

 我國破產法並未特別針對債務人為要保人時，破產管理人如何管理其人壽

保險，僅在破產法第 92 條規定破產人之雙務契約，破產管理人應得監查人之同

意，為雙務契約之履行請求。關於破產管理人就破產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

約應如何管理，保險法第 28 條就此有特別規定，其授權破產管理人得為破產債

權人之利益，於破產宣告 3 個月內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以取得解約金，將該解

約金列入破產財團。因此從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及破產法第 92 條規定可得知，

要保人進入破產程序，其解約金請求權歸破產管理人行使。 

 若要保人之解約金請求權，其解約金額過低，是否仍應列入破產財團歸破

產管理人行使之？就此部分，我國破產法欠缺類似消債條例第 99 條自由財產之

規定。因此解釋上似可透過破產法第 92 條第 10 款規定，破產管理人經監查人

同意，就解約金請求權之「管理處分權」為拋棄，使該解約金請求權成為破產

人之自由財產。 

2. 消債程序 

 消債條例第 24 條與破產法第 92 條規定意旨類似，債務人進入消債程序

後，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之雙務契約。但消債條例第 24 條設有但書規

定，如終止契約有顯失公平者，則監督人或管理人不得終止之。人壽保險契約

屬雙務契約，因此原則上債務人(要保人)進入消債程序，其人壽保險契約應被

終止，例外有顯失公平者，不得終止之。 

惟消債條例施行至今已有 9 年之久，仍未見監督人或管理人終止債務人之

人壽保險契約，有顯失公平之案例。相對地，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

消債清字第 48 號民事裁定案件中，法院係依消債條例第 99 條規定將債務人之

人身保險解約金請求權裁定為自由財產，不列入清算債權。而法院將人身保險

解約金請求權裁定為自由財產，其意味終止人壽保險契約，不符合消債條例第

24 條但書之顯失公平，原則上應列入清算財團，直至更生或清算程序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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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該人身保險契約對於債務人有維持日常生活之必要，例外給付相當金額將

人壽保險解約金請求權排除於清算財團。 

第二目 受益人進入破產或消債程序 

要保人為債務人，其進入破產程序或消債程序，債務人之所有財產原則上

應受破產債權人或消債程序債權人之分配。但債務人為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

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或消債程序，其抽象保險給付請

求權是否應列入破產財團、清算財團之範圍？又該保險金請求權在破產程序或

消債程序進行中，其權利已實現(保險事故已發生)者，則該保險金是否應分配

與債權人？ 

1. 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 

 債務人為受益人，其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險給付請求權，若按我國

現行司法實務見解對解約金請求權之理解，該請求權之條件未發生，其乃具一

身專屬性權利。而受益人在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下稱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與

解約金請求權類似，兩者皆係附條件權利，且皆涉及保險給付，似可認受益人

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亦屬一身專屬性權利。但本文反對將解約金請求權解

釋為一身專屬性權利，因此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並非一身專屬性權

利。以下僅就破產法相關規定，論述債務人(受益人)在破產程序或消債程序之

保險： 

(1) 破產程序 

我國破產法第 82 條第 1 款規定，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及將

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為破產財團。此一規定明顯採取膨脹主義，破產宣告後

至破產程序終結期間所取得之財產，仍屬破產財團 175。人壽保險受益人受破產

宣告時，除保險事故已發生外，該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列入破產

財團？就此問題，本文以為須先從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予以

探討： 

A. 單純期待說 

 若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法律地位僅係單純期待，其保險金請求

權即不具「財產」之價值，因此不符合破產法第 82 條第 1 款之「財產」請求

權。故人壽保險受益人為破產人，其保險金請求權不應列入破產財團。但採受

                                            
175 陳計男，破產法論，頁 147，2015 年 4 月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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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法律地位乃單純期待之見解者，因我國破產法採膨脹主

義，認為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可列入破產財團範圍內 176。 

B. 附條件權利說 

 若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保險給付請求權乃附條件之權利，則破

產人為受益人，其保險金請求權即具有「財產」之價值，且符合破產法第 82 條

第 1 款文義之「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故破產人為受益人時，應將其抽象

保險給付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 

C. 本文見解 

上述二說，本文採取一貫立場認為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具有附條件

之權利，應將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列入破產財團。再者，從我國破產

法第 82 條採取膨脹主義之立法意旨，立法者應可想像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

求權，可列入破產財團。 

(2) 消債程序 

 我國學說認為消債條例第 98 條乃緩減膨脹主義所帶來之缺失，並非採取日

本之固定主義，或德國之膨脹主義，而係採取折衷主義 177。因此是否應列入清

算財團之標準，應視債務人取得該債權是否為無償，抑或該債權不具一身專屬

性。債務人(受益人)取得保險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通常情況為無償取得，且

該權利非具一身專屬性，原則上得列入清算財團。 

 再者，從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性質觀之，其乃附條件之債權，具

有財產上之價值。雖該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可能在清算程序中實現，而有違反

固定主義之嫌。但從日本破產實務觀之，該國破產法採固定主義，其破產法第

34 條第 2 項卻規定「破產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所生原因而為給付之將來請求

權」，亦列入破產財團。日本最高法院在最判平成 28 年 4 月 28 日判決 178中，

肯定人壽保險受益人破產時，其抽象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仍列入破產財團當中。

顯見日本最高法院以受益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具有財產價值為觀

察，而非拘泥於固定主義與膨脹主義之窠臼。 

                                            
176 吳月瓏，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權益之研究，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7，1989
年。 
177 許士宦，前揭註 173，頁 434。 
178 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70 巻 4 号，頁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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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發生後之保險金請求權 

 若認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得列入破產財團、清算財團，人壽保險事故在破

產程序或消債程序期間發生，則破產債權人或消債程序之債權人，是否可取得

全部保險金以供清償？本文以為從不同角度觀察，可能有不同結果： 

(1) 從程序法觀點 

 我國破產法第 82 條及消債條例第 98 條採取膨脹主義，債務人在破產程序

或消債程序開始前，其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請求權，既列入破產財團、更

生債權或清算債權。於破產或消債程序期間中，該保險金請求權既已實現，當

然受債權人之分配。 

(2) 從保險法觀點 

 受益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保險金請求權，於破產或消債程序進行而實

現。若允許債權人分配該全部保險金，將有道德危險之疑慮。債權人為取得較

高額度之分配額，可能故意致使保險事故發生。因此為避免道德危險之發生，

債權人可分配額度，應以破產或消債程序開始時之解約金額為限。 

(3) 本文見解 

 由於我國目前破產法制分別由破產法與消債條例規制狀態，而破產法與消

債條例之規範有所不同，因此應區分為破產或消債程序為討論： 

A. 破產程序 

 依破產法第 82 條規定，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切財產，皆為破產財

團。除破產管理人依破產法第 92 條第 10 款規定，經監察人之同意，為權利之

拋棄，破產人之債權始不列入破產財團。我國學說與司法實務未就破產管理人

於何種情況下得放棄破產人之權利為論述，本文認為破產人(要保人)之人壽保

險解約金在一定金額以下者，破產管理人得經監察人同意而為權利拋棄。但通

常保險金額較高，甚難認為破產管理人得拋棄該權利，而有損破產債權人利

益。因此該保險金額仍應受破產債權人分配，而破產管理人可將部分保險金額

列為破產法第 95 條第 2 項之「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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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債程序 

 受益人在消債程序中實現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是否列入清算財團？民

國 103 年(2014 年)第 9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21 號議案
179曾涉及此一問題之討論。該法律問題討論事實為債務人投保之醫療保險契約

未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惟於裁定開始清算後，債務人因手術得請領定額給付之

保險金新台幣 26,000 元，則該保險金是否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司法院民事廳

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下稱研審小組)認為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乃附條件

債權，若保險事故發生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該保險金債權即屬債務人

將來可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仍應納入清算財團。 

 民國 103 年(2014 年)第 9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21

號議案，雖涉及無解約金價值之健康保險，但研審小組意見認為無解約金價值

之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債務人)之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在清算裁定開始時，因

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乃附條件債權，應列入清算財團。同理，人壽保險受益人

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抽象保險給付請求權亦屬附條件債權。若清算期

間發生人壽保險事故者，該保險金請求權得受消債程序債權人之分配。 

                                            
179 103 年第 9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21 號 
法律問題：債務人投保之醫療保險契約未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惟於裁定開始清算後，債務人因

手術得請領定額給付之保險金新台幣 26,000 元，則該保險金是否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 
討論意見： 
甲說：債務人投保之保險契約於裁定開始清算前已有效存在，其請領之保險金非不得執行之標

的，應認屬清算財團之財產。 
乙說：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於裁定開始清算前，並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可供其解約時領取，而其可

否領取保險金繫於保險事故是否發生，並不確定，且其原因事實既於裁定開始清算後發生，故

不屬清算財團財產。 
初步研討結果：（提案機關未表示意見） 
審查意見：（基隆地院） 
本法所稱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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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健康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病、分娩及其所致殘廢

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保險法第 1 條、第 125 條定有明文。本件倘債務人手術醫療

事故發生之原因事實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之前已存在，雖其權利尚未發生，依本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後段規定因仍屬債務人「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故應納入清算財團內。反

之，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始住院進行手術醫療，並且嗣後依約款向保險人請領

醫療保險金者，則不應認此屬債務人之清算財團。另保險契約一般咸認屬有償契約，此情形亦

尚無適用本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第 2 款逕認為清算財團之餘地。 
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 
消債條例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之屬於債務人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係指債務人基於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之原因事由所生將來可行使之財產請求權，雖其權利尚未可行使，惟其發

生權利之原因事實既已存在，待將來一定事實實現後，權利即能行使而言（消債條例第 98 條立

法理由參照）。保險金債權係以保險事故發生為停止條件之債權，題示情形，保險契約係成立於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如其保險事故發生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則該保險金債權屬

債務人之現在財產，非屬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自應列入清算財團。如保險事故發生於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該保險金債權即屬債務人將來可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仍應納入清算財

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0 
 

第三節 利益衡量之立法選擇 

 前節提出本文對於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在現行法解釋下之看法。

參照美日法例，此一爭議最終仍須由立法者制定法律為解決。因此本文提出兩

種方案提供立法者參考： 

第一項 有償主義為主 

第一款 採用有償主義之理由 

第一目 欠缺無償主義之相關配套制度 

 如前所述，美國採用無償主義之立法例，但無償主義可區分為純粹之無償

主義與限制無償主義，以下分別說明不同立法模式套用於我國制度後，可能遭

遇之難題： 

1. 純粹無償主義 

純粹無償主義之立法係希冀債務人指定人壽保險受益人之目的，不致落

空。通常債務人所指定之受益人為其配偶或子女，例如紐約州之人壽保險豁免

法規，其原先主要保護之對象乃已婚婦女，但其後發展之趨勢，卻轉變為保障

受益人。因此人壽保險事故發生前，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解約金，避免債務人保障受益人之意旨落空。然過度保障受益人，有時會違

反當初制定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目的，反而侵害已婚配偶之權利。故紐約州法

院透過造法之方式，將積欠贍養費之債務人，排除於人壽保險豁免法規之適用

範圍，以維持當初保障已婚婦女之立法目的。 

紐約州立法者透過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方

式，保障已婚婦女在離婚後或丈夫死亡後，得以人壽保險金維持日常生活，顯

然是犧牲債權人之利益，為保障已婚婦女。相對於此，我國民法第 1057 條賦予

無過失之配偶因判決離婚而陷入生活困難，得向他方請求贍養費，其目的與紐

約州立法者相同。再者，1985 年(民國 74 年)增訂之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

賦予配偶一方在婚姻關係結束後，得向他方請求剩餘財產分配，其立法目的亦

是為保障已婚婦女 180。我國民法保障已婚婦女之方式，並非犧牲債權人之利

                                            
180 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立法理由謂：「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以夫妻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平均

分配，方為公平，亦所以貫徹男女平等之原則。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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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係要求配偶盡其生活扶助義務，並非犧牲債權人之利益保障已婚婦女。

從而此一犧牲債權人利益之作法，與民法立法者意旨不符。 

2. 限制無償主義 

 限制無償主義採取純粹無償主義保障債務人之配偶或子女之精神，透過債

務人所投保之人壽保單借款額度，作為債權人得否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之人壽

保單借款。以加州為例，若債務人之人壽保單借款總計未超過 9,700 美元，債

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解約金。縱使債務人之人壽保單借款超過 9,700 美元，

債權人亦不得聲請強制執行解約金，僅能聲請強制執行超過 9,700 美元之保單

借款。此規範設計目的，係為使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得繼續存在。 

 舉例而言，債務人 Y 擁有一張 10,000 美元保單借款之人壽保險契約，債權

人 X 可聲請強制執行 300 美元之保單借款，並無執行上之困難。但債務人 Y 若

擁有 4 張 A、B、C、D 各 2,500 美元之人壽保險契約，總計 10,000 美元。此時

債權人 X 聲請強制執行保單借款 300 美元，執行法院應執行 A 保單借款，抑或

平均執行 A、B、C、D 此 4 張之保單借款各 75 美元？保單借款之強制執行，

是否賦予執行法院決定應執行何張保單之權限？從此例可得知，限制無償主義

必須搭配其特殊之民事執行制度，但美國民事執行程序與大陸法系有所差異
181，在未明瞭加州民事執行程序之全貌前，實不宜引進限制無償主義立法。 

再者，從實體法角度觀察，賦予執行法院與保險人締結保單借款契約之權

利，對該人壽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要保人)並非有利。我國保險實務運作上，

保單借款之利息通常高於銀行貸款利息，執行法院強迫被保險人(要保人)締結

較高利息之保單借款契約，實有侵害當事人契約締結自由之嫌。 

第二目 相關立法採有償主義 

1. 強制執行法 

 在 2011 年 6 月 29 日修正前，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規定：「債務人對於第三

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不得為強制執

行。」從其條文之文義解釋「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當然包含債務人投保

人壽保險或社會保險之情形。亦即，原則上債務人之人壽保險相關給付或社會

保險相關給付，債權人得聲請強制執行，縱使債務人有指定受益人。 

                                            
務、教養子女，備極辛勞，使夫得無內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因此所增加之財產，不能不

歸功於妻子之協力，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

利，反之夫妻易地而處，亦然。爰增設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該立法理由所舉之例，明顯看出

立法者欲保障已婚婦女。 
181 福田弥夫，生命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利害調整の法理，頁 248，200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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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立法者在 2011 年修正強制執行法時，將原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規

定，改列至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並增訂「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

係維持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標的。但我國立法者仍保留「債務人對

於第三人之債權」之文字，顯然仍認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相關給付，得為強制

執行標的。再者，強制執行法並未規定人壽保險相關給付乃禁止扣押之債權。

因此從立法者在強制執行法之近期修正，可認為立法者在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

益衡量時，偏向債權人一方。 

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消債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債務人

所訂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尚未完全履行，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或解除契

約。但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本條規定適用於債務人所訂立之雙

務契約，自包含人壽保險契約在內。因此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為債權人之利益，

終止債務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縱使債務人(要保人)就該人壽保險契約已

指定受益人。就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在執

行實務上並無爭議。甚至其後債務人撤回清算之聲請，監督人或管理人先前所

為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行為，並不因此而回復 182。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未將人壽保險契約排除之，顯見立法者在債權人與受益

人間之利益衡量，仍選擇債權人一方。 

3. 保險法 

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

存在，但破產管理人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三個月內終止契約。其終止後之保

險費已交付者，應返還之。」從本條規定於總則章，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皆有

適用之可能性。於人壽保險之情形，雖有學說超脫文義解釋，將其限定為要保

人兼被保險人破產之情形 183，並認為該條欲處理者乃破產債權人與保險人間之

                                            
182 99 年第 5 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45 號 
法律問題： 
清算程序中，管理人依法已終止或解除保險契約後，債務人始撤回清算之聲請，並經已申報無

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嗣債務人聲請法院回復前已終止或解除之保險契約，法院以

函告知債務人無權准其回復，債務人不服，提出異議，清算法院應如何處理？ 
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 
管理人於清算程序中依消債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終止或解除保險契約，當事人實體法上之契

約關係即已消滅，嗣後債務人縱得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全體同意而撤回清算聲請，

仍無從使已消滅之該契約關係回復其效力，否則將致法律關係處於不穩定之狀態，故本件應認

債務人之異議為無理由。又消債條例第 25 條係關於他方當事人異議權之規定，本件並無該條

適用，附此敘明。 
183 江朝國，前揭註 127，頁 76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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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安排 184。 

但本文以為前述學說見解，先立基於被保險人方為受益人之指定權人，明

顯違反保險法第 110 條規定之解釋。由於要保人有權指定受益人，因此保險法

第 28 條規定始規定要保人破產之情形。因此該條之適用情況乃要保人以自己為

被保險人，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在要保人宣告破產時，破產管理人依保險法

第 28 條規定，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決定是否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至於受益人

是否因終止人壽保險契約而受有不利益，立法者已作出利益衡量之結果。亦

即，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時，以債權人利益為優先。從而保險法第 28 條

並非學說所謂之「破產債權人與保險人間之利益安排」，而係「破產債權人與受

益人間利益衡量」。故從此立場為觀察，我國立法者早已埋下有償主義之根基。 

綜上所述，從強制執行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及保險法之規定可得

知，我國立法者於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時，已選擇偏向債權人一方，為

有償主義之立法打下良好之根基。 

第二款 介入權規定之引進 

 如前所述，本文採用有償主義之立法，但有償主義之缺失在於保險事故發

生前，過度偏向債權人一方。因此有必要仿照德日立法例，引進介入權之規

定，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有對抗債權人之權利。以下就介入權主體為

何？介入權行使要件為何？以及介入權法律效果之設計為說明，最後提出建議

條文內容。 

第一目 介入權主體 

1. 債務人作為介入權主體之探討 

 前述介紹之無償主義立法例，除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介入權規定外，尚有

1898 年美國聯邦破產法第 70 條 a 項第 5 款規定。該項規定類似介入權，賦予

破產人給付相當於解約金額予破產管理人後，將破產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排除於

破產財團。然美國此項類似介入權之制度，僅適用於破產程序，在立法上是否

有必要擴充至一般強制執行程序？本文認為在強制執行程序上，不宜由債務人

成為介入權人。在破產程序或消債程序上，債務人可成為介入權人，但不宜由

保險法為規範。其理由分就強制執行程序與破產或消債程序，說明如下： 

                                            
184 江朝國，前揭註 127，頁 76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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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制執行程序 

強制執行法主要目的，係為使債權人迅速滿足其債權，雖強制執行法部分

規定有考量債務人之利益，例如強制執行法第 52 條及第 122 條規定。但大體而

言，強制執行法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利益衝突時，偏向債權人之一方。因此債

務人在強制執行程序中，成為介入權人，可能與強制執行法之目的有所不符。 

(2) 破產或消債程序 

 與前述強制執行程序不同，破產程序或消債程序除公平分配債務人財產

外，更有使債務人重建經濟生活之功能存在 185。若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乃其

家屬之日常生活所必需，破產管理人可依破產法第 92 條規定，經監察人之同

意，拋棄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在消債條例中，債務人可依消債條例

第 99 條規定，聲請法院將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裁定為自由財產，排除於清算財團

之外。或清算管理人依消債條例第 128 條第 3 款規定，請求債權人會議議決，

將列入清算財團之人壽保險，返還於債務人或拋棄。因此我國破產法及消債條

例已提供類似介入權之制度，不必於保險法再規範債務人為介入權主體。 

2. 主體範圍 

 行使介入權之主體範圍，在採取介入權制度之國家，其介入權主體亦有所

差異，以下先就德國與日本介入權主體為說明，再提出本文之看法： 

(1) 德國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將介入權主體區分為二種類型，其一為指定

受益人，該指定必須為記名指定，類名指定則不屬已指定受益人之情形 186；其

二為未指定受益人時，則要保人之配偶、伴侶及子女，均有介入權。因此從德

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可得知，要保人若指定受益人者，要保人之配偶、

伴侶及子女，即無介入權限。 

(2) 日本 

 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並未區分要保人有無指定受益人之情形，其將受益人、

要保人之親屬、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親屬。而該親屬定義依民法第 725 條規

                                            
185 許士宦，前揭註 173，頁 375；陳計男，前揭註 175，頁 2。 
186 葉啟洲，前揭註 49，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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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87，包括六等親內血親、配偶及三親等內之姻親。因此產生多數介入權人行

使介入權之情形增加，日本保險實務目前採取「先到先受理」之作法。經要保

人同意之介入權人，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後，先向保險人為通知

者，即認定該介入權人之權利優先。 

(3) 本文見解 

 德國在考量介入權主體時，以要保人為思考中心，其介入權主體範圍以要

保人之親屬為主。相對地，日本在考量介入權主體時，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

思考中心，其介入權主體範圍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親屬為主。而本文以為介

入權之目的係在保障被保險人之遺族，則以被保險人為保護中心較為妥當，且

我國學說之解釋向來亦以保護被保險人為中心 188。因此介入權之主體以被保險

人及其配偶及子女為限，不應如同日本保險法擴張至六親等之血親及三親等之

姻親。 

 又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不限於要保人未指定受益人，賦予要保人之親屬、被

保險人及其親屬，與指定受益人相等之介入權。此或許係考量若規範要保人已

指定受益人，僅受益人有行使介入權限，將造成介入權人行使機會減少。但本

文認為介入權主體過多，將造成法律關係複雜化 189。故應仿照德國保險契約法

第 170 條規定，將介入權主體區分為要保人已記名指定受益人與未記名指定受

益人之情形，賦予前者之記名受益人優先之介入權。 

第三目 介入權之行使 

1. 要保人之同意 

 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之目的，係希冀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不被終止，使

介入權人享有保險事故發生時之利益。但介入權人所給付之相當解約金之金

額，通常無法滿足於債權人之債權，因此透過介入權制度強迫債權人接受相當

解約金之金額，使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排除於強制執行程序。惟債權人若未

滿足其債權，可能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因此為避免介入

權人多次給付相當解約金之金額，原則上應使介入權人成為新要保人，如此始

能避免債權人再次聲請強制執行。 

 然而要保人同意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是否等同於要保人同意移轉其法律

                                            
187 日本民法第 725 條規定：「下列所列者為親屬：一、六等親內血親。二、配偶。三、三親等

內之姻親。」 
188 江朝國，論我國保險法中被保險人之地位－－建立以被保險人為中心之保險契約法制，月旦

法學教室，100 期，頁 155-156，2011 年 2 月。 
189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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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關於此點，德國立法者將要保人同意之要件，認定除有同意介入權人行

使介入權之意，另有同意移轉要保人法律地位之意。但日本立法者卻將要保人

同意要件，理解為要保人同意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若要保人有同時移轉要保

人地位之意，則要保人之法律地位移轉；若要保人未有移轉要保人地位之意，

則其法律地位不移轉 190。 

 針對上述德日介入權規定皆以要保人同意為要件之立法，本文採取不同看

法，若要保人已指定受益人，受益人行使介入權為何須再得要保人之同意？若

要保人未指定受益人，從介入權之立法意旨為保護被保險人之遺族，要保人有

何正當理由拒絕之？故本文以為要保人之同意並非行使介入權之要件。 

2. 被保險人之同意 

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除經要保人同意外，是否應得被保險人之同意？保

險法第 106 條規定：「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非

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力。」我國學說上有認為要保人地位之移

轉，應依保險法第 106 條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191。按要保人之所以有指定受益

人之權利，乃自被保險人授權而來。要保人移轉其法律地位，若其指定受益人

之權利隨同移轉，應得指定受益人之原權利人之同意，即被保險人之同意。 

本文贊同介入權之行使，應以被保險人之同意為要件，但並非以要保人指

定受益人之權利，乃源自被保險人之理論基礎。其主要理由有二： 

(1) 現行立法方向以被保險人為中心 

綜觀近年保險法之修法，2001 年保險法第 105 條增訂被保險人任意撤銷

權，以及 2010 年保險法修正第 107 條規定，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

人之人壽保險，其死亡給付在被保險人滿 15 歲前不生效力。此均顯示我國立法

者對被保險人之保障逐步加強，因此在制定介入權時，應納入被保險人之同意

要件。 

(2) 保險法第 106 條書面同意 

 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 項規定，死亡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

時，應得要保人之書面同意。關於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是否限於死亡保險契

約締結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3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5 號判決認為，不論

是契約締結前或契約約締結後，最遲應在保險人同意承保時，取得被保險人之

                                            
190 荻本修，一問一答保険法，頁 204，2009 年 5 月。 
191 江朝國，前揭註 120，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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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同意 192。但要保人變更時，有司法實務見解認為應依保險法第 105 條規

定，再取得被保險人之同意 193。按此一見解，若介入權行使之法律效果，為介

入權人成為新要保人，則介入權行使要件更應增加介入權人須得被保險人之書

面同意。 

3. 保險人之通知義務 

 債權人對債務人扣押其人壽保險解約金時，或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其人

壽保險解約金列入破產財團時，執行法院均會對第三人(保險人)發出通知。此

時保險人有無義務通知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 

從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第 3 項規定，似無保險人通知介入權人之義

務，但有學說見解認為在可能範圍下，保險人至少應通知受益人 194。同樣地，

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介入權人有通知保險人之義務，有認為保險人並

無義務通知介入權人之義務 195，但考量介入權制度意旨，保險人仍可對介入權

人為通知。 

 本文以為並無立法強制要求保險人通知介入權人之必要，要保人因積欠債

務，而遭債權人扣押其人壽保險契約，本屬於要保人與債權人之紛爭。保險人

不過係要保人與債務人間紛爭之第三債務人。縱使規範介入權使受益人有機會

介入要保人與債權人間紛爭，與第三債務人並無太大關聯。若強制要求第三債

務人有通知介入權人義務，無異使第三債務人介入債權人與要保人之紛爭，此

似有不妥。 

                                            
19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3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5 號判決：「又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

保人聲請後簽訂，為保險法第 44 條第 1 項所明定。而保險契約之成立，通常由要保人填具要保

申請書作為要約，要保申請書經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審核，表示同意予以承保作為承諾，故第三

人所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要保人即使無庸於填具要保申請書時或之前，先行得到被保險人之

書面同意，但解釋上，至遲應於保險人同意承保對外發生法律效力前，取得被保險人之書面承

認，否則該保險契約應屬無效。復法律行為無效，係指法律行為欠缺有效要件，自始、當然、

確定的不發生法律行為之效力而言；無效之法律行為，不能因情事變更而使之有效，亦不因當

事人事後承認使其發生效力；此與效力未定之法律行為，其有效與否恆繫於當事人或第三人之

承認、允許，尚有不同（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第 712 號、73 年度台上字第 1633 號、85 年度台

上字第 2901 號、97 年度台上字第 2392 號判決意旨參照）。」 
19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465 號判決：「系爭甲、乙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為原告，業

如前述，而系爭甲、乙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原告，倘欲變更要保人為被告，則將

使系爭甲、乙保險契約成為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依保險法第 105 條規定，應經被保

險人書面同意，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其契約無效。基此可知，被告如欲變更要保人，應徵得

原告之同意始得為之；原告否認有同意被告變更要保人名義，被告不爭執而視同自認，則被告

於 96 年 4 月間，向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申請系爭甲、乙保險契約變更要保人，並未徵得原告之

同意，所為之要保人變更應屬無效，自不發生要保人變更之效力。」 
194 葉啟洲，前揭註 49，頁 102。 
195 李鳴，保険金受取人の介入権に関する一考察--保険実務からみた介入権に関する保険法上

の解釈問題，法學政治學論究，88 号，頁 63，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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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介入權之法律效果 

 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後，是否應使介入權人取得要保人之地位，在立法例

上有不同看法，以下分就肯定說與否定說介紹之，再為說明本文見解： 

1. 肯定說 

 依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後，承受要保人之

一切權利義務，成為新要保人，此一法律效果類似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95 條保險

標的物轉讓之規定 196。由於介入權人成為新要保人，原要保人之債權人即無執

行名義再扣押該人壽保險解約金。 

2. 否定說 

 依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規定，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後，要保人之人壽保險排

除強制執行程序、民事再生程序及破產程序之進行。但並未明文規定介入權人

承受原要保人之地位，成為新要保人。之所以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未如同德國保

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將介入權之法律效果明定為介入權人取代要保人之地

位，乃介入權之行使，須得要保人之同意。要保人同意介入權人行使介入權，

並不等同要保人同意移轉其法律地位與介入權人，若強迫要保人同意行使介入

權，並剝奪要保人之法律地位，此乃不恰當之立法 197。 

3. 本文見解─肯定說 

 本文以為介入權之法律效果若採介入權人取得要保人地位，其可能面臨保

險利益要求之挑戰。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人身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須有

保險利益。雖我國多數學說認為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存在時點，於契約訂立時

存在即可 198，人身保險契約存續中縱使無保險利益，不因此而無效。但介入權

人行使介入權後，成為新要保人，且新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時，此一情

形與保險契約締結時之狀況相同，若以人身保險契約存續中不須存有保險利益

為由，似不合理。然為使介入權規定可一勞永逸債權人與受益人之利害衝突，

本文認為介入權之法律效果仍應使介入權人成為新要保人。至於違反保險法第

16 條之疑慮，可透過立法直接排除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之適用。 

                                            
196 葉啟洲，前揭註 49，頁 103。 
197 荻本修，前揭註 188，頁 204。 
198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頁 58，1990 年 9 版；林群弼，保險法論，頁 153，2008 年 9 月 3
版；劉宗榮，保險法─保險契約法暨保險業法，頁 139，2016 年 8 月 4 版；葉啟洲，保險法實

例研習，頁 90，2017 年 2 月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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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視為符合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所要求之保險利益作法，曾有保險法修正

草案採取之。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曾提出保險法修正草案第 135 條之 6 規定，其

規定：「團體成員對其所屬成員之生命或身體，視為有保險利益。」199其明顯另

立新條文方式，創設符合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具有保險利益之情形。因此在立

法上，亦可制定介入權人取得要保人之地位，視為與被保險人間具有保險利益
200。 

第五目 建議條文內容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在不變動現行保險法條文下，參照日本保險法第 60 條

及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70 條規定。在保險法第 123 條後，增訂第 123 條之 1 規

定：「要保人之解約金請求權遭終局執行時，記名受益人得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之書面同意，給付扣押命令送達時之解約金額與扣押債權人後，取得要保人地

位並通知保險人。(第一項)要保人受破產宣告裁定時、或要保人受開始清算程

序裁定時，記名受益人得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給付裁定時之解約

金額與破產管理人或管理人後，取得要保人地位並通知保險人。(第二項)前二

項要保人未指定記名受益人者，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及子女與記名受益

人有同樣權利。(第三項)依前三項規定取代要保人地位者，視為與被保險人間

有保險利益。(第四項)扣押命令送達時或破產宣告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裁定時

起，記名受益人或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及子女一個月內不行使者，其權

利消滅之。(第五項)」 

第六目 建議條文說明 

 

本條第一項規定所稱之「終局執行」乃參照司法院所頒佈之強制執行須知
201第 11 點，其用以區分保全執行，排除要保人之債權人以假扣押方式執行解約

金債權。雖我國執行實務在扣押要保人之解約金債權時，亦同時發出換價命

令，但扣押命令至少等同換價命令發出時，因此以執行法院發出扣押命令到達

之時點，作為解約金計算基準。而記名受益人經要保人及受益人書面同意後，

給付解約金額與扣押債權人，記名受益人則自動成為新要保人，並負有義務通

知保險人變更要保人之事實。由於扣押債權人乃原要保人之債權人，基於債之

相對性，新要保人與扣押債權人無債務關係，新要保人可依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

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除去該扣押命令之效力。 

本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之解約金債權除受強制執行外，尚可能因破產法及

                                            
199 江朝國，保險法修正草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00 期，頁 240，2012 年 1 月。 
200 葉啟洲，前揭註 49，頁 107。 
201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二字第 100001599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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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債條例，而使其解約金債權受債權人分配。因此就要保人依破產法受破產宣

告裁定時，以及依消債條例受開始清算程序裁定時，作為解約金計算基準。而

記名受益人經要保人及受益人書面同意後，給付解約金額與破產管理人或管理

人，記名受益人則自動成為新要保人，並負有義務通知保險人變更要保人之事

實。該解約金債權即不歸破產財團或清算財團所有，縱使破產法或消債條例未

就此情形為明文規範，解釋上應將介入權規定視為排除破產人或清算人債權於

破產或清算財團之特別規定。 

本條第三項規定係為補足前二項之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情形，若要保人

之解約金債權遭扣押、要保人受破產宣告裁定或要保人受開始清算程序裁定

時，此時要保人未指定受益人，亦無法再指定受益人。為避免該保險契約終

止，另賦予指定受益人以外之人，得行使介入權之機會。因此以被保險人之配

偶及子女為第二順位之介入權人。 

本條第四項規定係專就介入權法律效果為規定，由於我國保險法第 16 條規

定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須有保險利益。介入權人在行使介入權後，成為新要保

人。若介入權人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行使介入權後，新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間具有保險利益；但介入權人為要保人所指定之受益人，其與被保險人並不

一定具有保險利益。故在維持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前提下，應明文規定介入權人

與被保險人間，視為具有保險利益。 

本條第五項係就介入權行使期間為規範，介入權規定勢必延滯債權人之債

權實現，因此有必要就介入權行使期間為規範。參照德日保險法關於介入權行

使期間，皆以一個月為主，故以扣押命令送達時或破產宣告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裁定時為始點，計算一個月之介入權行使期間。該期間經過後，無人行使介

入權，則債權人自得就要保人之解約金債權取償。 

第二項 無償主義為主，有償主義為輔  

 前述本文所建議之介入權條文，並未有無償主義之色彩。但從我國目前司

法實務趨勢觀察，似乎有傾向無償主義之方向發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備案條

文，供將來立法之參考： 

第一款 備案條文內容 

 本文同樣建議備案條文分別規定於保險法第 123 條之 1 與保險法第 123 條

之 2，其內容如下： 

第 123 條之 1：「要保人已記名指定受益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

子女時，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該人壽保險解約金。」 

第 123 條之 2：「要保人之解約金請求權遭終局執行時，記名受益人得經要

保人、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給付扣押命令送達時之解約金額與執行債權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341 
 

後，取得要保人地位並通知保險人。(第一項)要保人受破產宣告裁定時、或要

保人受開始清算程序裁定時，記名受益人得經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

給付裁定時之解約金額與破產管理人或管理人後，取得要保人地位並通知保險

人。(第二項)前二項要保人未指定記名受益人者，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

及子女與記名受益人有同樣權利。(第三項)依前三項規定取代要保人地位者，

視為與被保險人間有保險利益。(第四項)扣押命令送達時、破產宣告裁定時或

開始清算程序裁定時起，記名受益人或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及子女一個

月內不行使者，其權利消滅之。(第五項)」 

第二款 備案條文內容之說明 

 由於我國司法實務目前傾向無償主義之立法模式下解釋，因此提出介於無

償主義及有償主義立法模式之條文： 

第一目 立法目的 

1. 介入權缺失之改進 

 從德國與奧地利採用介入權制度經驗觀之，由於介入權人須給付相當於解

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但介入權人為要保人之配偶或子女，通常要保人無資力

狀態下，介入權人亦無資力給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 202。此一操作結

果與當初制定介入權之目的，有明顯之差距。德國制定介入權之目的除保障債

權人利益外，更須兼顧要保人(被保險人)之遺族利益。 

因此有日本學說認為或許可考量在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之情況

下，不須透過介入權制度加以保障 203。故指定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子女或配

偶，考量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目的，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該人壽

保險解約金。此一立法參考瑞士保險法第 80 條規定 204及早期德國學說見解
205，禁止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強制執行人壽保險解約金，以保障被保險

人之配偶及子女。 

                                            
202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204。 
203 藤田友敬，前揭註 1，頁 1205。 
204 瑞士保險法第 80 條規定：「要保人之配偶、已登記伴侶或子孫為受益人者，除有擔保權之情

形外，受益人之保險請求權及要保人之保險請求權，不得為要保人之債權人利益而受強制執

行。」 
205 關於早期德國學說之介紹，參見藤田友敬，保険金受取人の法的地位--保険契約者の債権者

との利害調整を中心として-6-，法学協会雑誌，110 卷 7 号，頁 1056-1060，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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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價關係之部分突破

人壽保險受益人存在之目的，我國學說有提出需要填補說與人類生命價值

理論 206，前者認為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人將無法填補其抽象損害，因此由要保

人(兼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在其死後代為領取該保險利益；後者認為人壽保

險之所以設置受益人之目的，係為保障家庭成員不因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工作

所得之中斷，而頓失經濟來源，在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死後，受益人可仰賴人

壽保險金維持日常家庭生活。

本文認為從人壽保險為民法第三人利益契約之角度，人壽保險受益人存在

之目的，不過係第三人利益契約中，對價關係之探討。因此需要填補說過度簡

化對價關係之論述，人類生命價值理論較能深度論述對價關係之內容。惟人類

生命價值理論之缺陷在於要保人之家庭成員範圍過廣，有必要予以限縮。從而

將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之家庭成員限縮至其配偶及子女，以明確要保人(兼被保

險人)指定受益人之意旨。又依人類生命價值理論，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之所以

指定受益人為配偶或子女，有保護其配偶或子女之意，考量此一公益目的，可

部分容許對價關係為要保人保護其配偶或子女之情形，得以之對抗要保人之債

權人。

換言之，當要保人指定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時，該人壽保險契約已非要

保人之債權人的責任財產。既非責任財產，債權人自然不得干涉要保人與保險

人間契約。從而在解釋上，若要保人在陷於無資力狀態下，指定被保險人之配

偶或子女為受益人，要保人之債權人無法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該指定行為。其

理由有二：一、要保人之壽險契約並非為債權人提供擔保，亦即非責任財產。

二、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乃為道德上之贈與，民法第 408 條及第 1020 條之 1 皆規

定，道德上之贈與不可撤銷。因此若將其視為道德上贈與，則無法就要保人投

保之壽險額度為限制。

3. 債權人之保障

要保人若就其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且其受益人非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

女，可認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並無保障遺族之目的。從而要保人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遭其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為維護債權人之利益，受益人應給付債權人相當

於解約金之金額，始得免於強制執行。另要保人未就其人壽保險指定受益人，

亦可認要保人並無強烈保障遺族之意念。若要保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遭債權人

聲請強制執行，此時賦予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及子女介入權，給付相當

於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該人壽保險解約金得免於強制執行，對債權人與要

保人(債務人)間利益衝突，取得良好之平衡。 

206 江朝國，前揭註 120，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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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現行多數司法實務見解 

 前述提及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9 號

作成後，我國幾乎多數之司法實務見解，已採取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債

權人不得透過民法第 242 條代位終止之，或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

換價之。本文雖不贊同現行多數司法實務之見解，但站在保護受益人在保險事

故發生前利益之立場，可贊同其保護受益人之精神。 

 即使欲保護事故發生前之受益人利益，依現行司法實務見解，可能造成過

度保護受益人，而嚴重減損債權人之利益。因此在立法上應限縮特定範圍之受

益人，使債權人之利益得以受到保護。 

第二目 介入權主體 

 備案條文之內容與前述建議條文內容之差別，僅在介入權主體之不同，其

餘部分與建議條文之操作完全相同。因此以下僅就介入權主體為說明： 

1. 已指定受益人 

 由於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1 規定要保人記名指定受益人為被保險人、被保

險人之配偶或子女時，則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聲請強制執行該人壽保險解約

金。因此在解釋上，要保人之債權人亦不得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終止人壽

保險契約。 

在理論上，要保人之債權人欲強制執行要保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須先聲

請法院扣押人壽保險契約，扣押命令到達第三債務人(保險人)處時，確定債務

人對第三債務人(保險人)有債權後，執行法院再發出換價命令。但考量我國司

法實務向來同時核發扣押命令與換價命令，應以換價命令到達時點，認定指定

受益人是否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若債權人所扣押之人壽保險契約，其記

名受益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則保險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20 條第 3 項撤銷扣押命令與換價命令 207；若債權人所扣押之人壽保險契約，

                                            
207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3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16 號 
執行法院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保險公司之保險金債權核發扣押命令後，第三人保險公司具狀聲明

異議主張保險契約條件未成就，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 120 條規定異議轉知予債權人後，債權

人未對第三人保險公司起訴，第三人保險公司聲請撤銷扣押命令，可否准許？ 
討論意見：甲說：肯定說。 
(一)強制執行法第 120 條第 2 項規定，債權人對於第三人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項

通知後 10 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同條第 
3 項規定，債權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者，執行法院得依第三人之聲請，撤銷所

發執行命令。故依上開規定，債權人如對第三人異議事項未起訴，執行法院自得依第三人之聲

請，撤銷所發執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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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記名受益人為非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則該人壽保險契約無法依備案條文

第 123 條之 1 規定，排除強制執行。而須依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2 規定，由受

益人行使介入權，阻止債權人終止該人壽保險契約。 

2. 未指定受益人 

 若要保人未指定受益人者，且其人壽保險契約遭要保人之債權人扣押，則

由被保險人及其配偶及子女行使介入權，阻止債權人終止該人壽保險契約。此

時多數介入權人可能行使其介入權，原則上以保險人最先收受介入權人之通知

者為優先，其餘介入權人之介入權效力停止。若保險人發現先行通知之介入權

人欠缺介入權之要件，則保險人收受第二順位之介入權人，其介入權效力恢

復。 

第四節 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保障 

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保障，可從二方面為著手，其一為法

院判決之解釋，其二為特別立法。本文綜合上述所提出之解釋論述，分就現行

                                            
(二)所謂「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是指於所附條件成就時，該法律行為始生效力者而言。而

債務人與第三人保險公司所訂之保險契約，於契約訂立時，即已成立並生效，並非「附停止條

件之法律行為」。而依保險契約之約定，保險事故之發生則是債務人向第三人保險公司請求給付

保險金應具備之要件，與民法第 99 條第 1 項所謂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者，並不相同。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保險公司是否有保險金請求權繫於不可知未來有無發生之

保險事故，換言之，在不確定保險事故是否發生，顯見在一定期間內（一年、二年、三年…）

保險契約之保險金請求權均未必發生，持續扣押大量保險契約（包含後續工作）除須投入大量

之司法資源外，其扣押時間可能超過數十年，更甚於刑法及民法之各類時效規定，是否符合比

例原則，頗值商榷。 
(三)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第 3 項核發之附條件扣押命令，係指扣押之金錢債權已確

實發生且存在，僅因條件未成就或期限未屆至等事由，無從確定扣押命令送達時債務人可領取

之款項數額而言。惟此與本題中扣押命令送達於第三人保險公司時，債務人對之並無任何保險

現金債權存在之情況不同，即與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第 3 項附條件給付要件不符，且

既經第三人依同法第 119 條第 1 項不承認債務人目前對其有債權存在而聲明異議，並依同法第 
120 條第 3 項規定聲請撤銷執行命令，從法條文義解釋及形式上觀之，並無不合。 
(四)本題執行標的（債權金額為零）與執行工程款乃對已有之工程款金額聲請強制執行，及期

限屆至係依時間經過至某日即得執行已有之金額不同，並無類推適用之餘地，併此敘明。 
乙說：否定說。 
(一)第三人聲明異議之內容各有不同，若第三人聲明異議債務人無保險契約存在，故無保險金

存在，此時因債權人未予起訴，撤銷原核發之扣押命令，亦無實益。若第三人聲明異議內容表

示有保險契約，惟條件尚未成就，現無保險金，於條件成就前無從扣押等語，債權人若就第三

人此項異議並無認為不實而未予起訴，執行法院又據此撤銷原核發之扣押命令，則條件成就時

債權人將無法取得保險金受償。 
(二)保險金之執行與附條件、附期限工程款之執行類似，此等工程款債權均待條件成就或期限

屆至時，始就債務人結算後可領取之工程款扣押、換價，故保險金債權亦應依相同執行方式辦

理。 
初步研討結果：採甲說。 
審查意見：採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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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與立法方向，說明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保障之侷限性。 

第一項 司法實務 

 我國目前司法實務在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之案例，事實上立場並不

一致。可能因適用程序之不同，或債務人(要保人)可責性之不同，導致有不同

結果，造成法院欲保護受益人之精神蕩然無存。 

第一款 適用程序之不同 

 目前我國司法實務最常遭遇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之案例，乃債權人

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多數法院判決債權人無權終

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因此使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繼續存續。但此一見

解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債務人積欠單一債權人債務，而進入強制執行程序。 

若債務人積欠多數債權人債務，債權人依破產法第 58 條規定聲請債務人破

產 208，且債務人被宣告破產時，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歸破產財團所有。破產

管理人得依保險法第 28 條規定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使其解約金分配於

破產債權人。雖目前我國司法實務對於宣告債務人破產之態度相對保守 209，此

並不代表債權人無手段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此外債務人進入消債條例

所規定之清算程序時，其人壽保險契約亦屬清算財團，清算管理人得依消債條

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終止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因此我國司法實務目前在債

務人進入強制執行程序之處理，雖能短暫避免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被終止，

間接保障受益人之權益。但理論上債權人可透過破產程序，使債務人之人壽保

險契約被終止。故現行司法實務多數見解，並不足以充分保障受益人在保險事

故發生前之權益。 

第二款 債務人之可歸責性高低 

 儘管多數司法實務見解認為債權人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

定，對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進行換價。但仍有少數司法實務見解認為，原則

上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規定進行換價。例如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144 號判決事實，涉及地震大樓受災戶(債權人)向大樓建築

師求償，或許出於此一因素，法院允許債權人假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

金，待債權人對債務之債權確定後，再請求進行換價。 

                                            
208 最高法院 65 年台抗字第 325 號判例：「破產之聲請，固應以多數債權人之存在為前提，而聲

請破產非不得由其中一債權人為之，但如債權人僅有一人，既與第三人無涉，自無聲請破產之

必要。」 
209 許士宦，前揭註 171，頁 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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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出於債務人之可歸責性高低，作為債權人得否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

金之考量因素，實有不妥之處。從保障受益人之角度，債務人之可歸責性高

低，與受益人並無關聯。然此一考量方式，僅是凸顯我國現今多數司法實務見

解之內心想法，難保法院因債務人之可歸責性過高，判決債權人得扣押債務人

之人壽保險解約金。而受益人處在債務人可歸責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下，是否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能獲得充分保障，亦有所疑問。 

第二項 立法方向 

本文以為現行司法實務見解對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未作妥適之平

衡。因此本文提出兩種方案，以下就其優缺點分析之： 

第一款 有償主義 

 採取有償主義之法制，皆以介入權作為其平衡債權人與受益人間機制。因

此以下就本文建議條文第 123 條規定採納介入權之優缺點進行分析： 

第一目 優點 

1. 可配合破產及消債程序 

 制定介入權之前提，乃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換價債務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因此不論在強制執行程序、破產程序或消債程序，均採取債

權人得換價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之見解。不致使債權人在不同程序，在滿

足債權要求下，獲得不同之結果。 

2. 提升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介入權賦予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保障受益人將來可能取得之利益。

此無異承認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所擁有之法律地位，並非單純之期

待。否則此將無法合理之說明，為何立法者賦予受益人得介入債權人與債務人

間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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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缺點 

1. 受益人多為無資力 

正如同國內學者所指出者，由於要保人已陷於無資力狀態，其人壽保險契

約方被其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此時與要保人同屬經濟共同體之受益人，是否

有資力繳納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頗有疑問 210。確實從採用介入權立

法例國家之經驗觀察，實際行使介入權之情形，並不普遍。受益人無資力給付

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因此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被終止，受益人無法享受較

佳之商業保險給付，並不代表受益人即陷入低於一般水平之生活，我國尚有社

會救助法加以救濟之。 

2. 行使介入權程序過於繁雜 

 若按本文所建議者，介入權人欲行使介入權，須先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書

面同意，但為免該人壽保險契約再度被強制執行，介入權人應與要保人、被保

險人協議行使介入權後，要保人移轉其法律地位。其後介入權人須向債權人給

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並將要保人、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及債權人收受相當於

解約金之金額意旨，通知保險人。此一程序之往來，相當耗費時間，且要保人

及被保險人可能出於其他考量因素，不願同意移轉其法律地位。然債權人扣押

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僅涉及債權人與第三債務人，受益人若欲介入債權

人與第三債務人之關係，自然應承擔程序之繁雜。 

第一款 無償主義為主，有償主義為輔 

 由於我國司法實務多數見解認為債權人無法依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2 項

規定，對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進行換價。因此考量司法實務欲保障受益人

之精神，以及避免過度保障受益人而侵害債權人之利益，本文提出備案條文兼

顧多數司法實務見解與保障債權人之利益。以下就該備案條文之優缺點為分

析： 

                                            
210 張冠群，從美國法觀點論保險契約(保單現金價值)可否強制執行，保險專刊，32 卷 3 期，頁

306，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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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優點 

1. 執行簡便 

 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1 規定，要保人指定該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為被保

險人之配偶或子女，該人壽保險契約即不得被強制執行。從強制執行實務面觀

之，債權人聲請扣押債務人之人壽保險解約金，若第三債務人知其受益人為被

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19 條規定為聲明異議，此時債務人

已無提起強制執行法第 120 條收取訴訟之實益。蓋指定受益人與被保險人之關

係，於保險契約上均有載明。若法律禁止執行此類人壽保險契約，難以想像債

權人有爭執實體法律關係之實益。 

2. 提供債權人保障 

 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是否為惡意規避債權人之追償？關於此點，採取純

粹無償主義之紐約州，雖有類似我國民法第 244 條詐害行為撤銷權之規定，但

事實上幾乎未見紐約州法院承認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契約，構成詐害行為之案

例。顯見過度保障受益人，可能造成司法實務極度限縮詐害行為之認定。因此

限定債務人指定之受益人範圍，使該受益人獲得充足之保障。債務人指定在此

此範圍以外之受益人，該人壽保險契約得作為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此

一作法部分顧及債務人投保人壽保險之需求，另一方面保障債權人將來可能滿

足債權之機會。 

第二目 缺點 

1. 無法合理說明區別不同受益人之理由 

 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1 規定，要保人若指定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為被保險

人之配偶或子女，則該人壽保險解約得免於要保人之債權人強制執行。要保人

若指定被保險人之父母或兄弟姊妹，則須依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2 規定，須給

付相當於解約金之金額與債權人。但被保險人之父母或兄弟姊妹，可能係要保

人投保人壽保險契約所欲保障之對象。若按照保障遺族之精神，要保人所指定

之受益人為其欲保護之父母或兄弟姊妹，該人壽保險應免於強制執行。然從平

衡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角度觀之，受益人之範圍應予以限縮，否則將過度保

障受益人，而有損債權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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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2 規定空洞化 

 按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1 之規定，若要保人記名指定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

女為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則要保人之債權人不得就該人壽保險契約為強制執

行。如此一來，可能造成實際上要保人多記名指定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為受

益人，要保人未記名指定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子女為受益人之情形，將不復存

在。而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2 規定，則實質上適用機會極小。 

 此一現象，在本文所仿效之瑞士立法例，即已出現。該國保險法第 86 條規

定，類似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2 規定，於實務上甚少出現案例。故備案條文表

面上似有平衡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實質上其向受益人之利益傾斜，此

從備案條文第 123 條之 2 規定空洞化，即可得知。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建議條文較為可採，備案條文純粹係為配合現行我國

司法實務多數見解而設，其在理論上有許多無法合理說明之處。例如按債權人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其地位高於要保人之脈絡。若例外允許特定受益人得對抗

債權人，則受益人法律地位高於要保人及債權人。此時可能產生解釋之結果，

乃要保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特定受益人，必須經該特定受益人同意始可

為之，蓋特定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利為高於要保人。然我國通說認為要

保人在事故發生前變更受益人乃單獨行為 211，要保人對保險人之通知，不過是

對抗效力之問題。更何況現行法下要保人欲變更受益人，不須通知原受益人。

故備案條文之增訂，可能產生更多解釋上之問題。 

而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衝突，本不可能完全保護一方利益，而忽視他方

利益。正視無法從單一法規(如保險法)保障受益人之利益，從其他社會救助法

規加以著手保障債務人當初投保人壽保險契約之目的，方為正道。故本文建議

在將來保險法立法上，應採納建議條文內容，以債權人之利益為優先。至於在

債權人利益優先下所產生之受益人保障不足問題，亦即人壽保險遺族保障功

能。不必要於保險法中特別強調之，透過社會救助法規加以補強即可。  

                                            
211 陳猷龍，保險法論，頁 371，2010 年 2 月；劉宗榮，前揭註 198，頁 600；葉啟洲，前揭註

198，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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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文既以「論事故發生前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以債權人與受益人

間利益衡量為中心」為題，最終亦以主標題與副標題作為總結論述： 

第一節 事故發生前之人壽保險受益人法律地位 

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依本文綜合前述美日法制

之觀察，美國透過判例法使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即享有保險契約上之權

利，其後不喪失價值法之制定，剝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權利。而日本

立法者在 1911 年制定商法保險章時，其本意係希冀往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

前，享有保險契約上之權利方向發展 212。但保險實務及司法實務之解釋，朝立

法者希冀之相反方向發展，因此日本在 2008 年制定保險法時，廢除不變更受益

人為原則之立法，改由保險實務自行運作。 

同樣地，我國保險法第 111 條之立法目的亦係為保護受益人，但透過要保

人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之權利，是否真能保障受益人？從我國保險實務之操作

結果可得知，要保人放棄指定變更受益人權利之作法，幾乎未被採納，最後僅

是立法者之一廂情願。本文以為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並

非透過保險法第 111 條規定可得出。我國採取民商合一制度，若保險法立法者

未就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規範完善，應回歸人壽保險

契約屬於民法第 269 條第三人利益契約之本質。民法就第三人利益契約中關於

第三人之法律地位，向來認為第三人之權利在債權人與債務人合意時，即已存

在。民法第 269 條第 2 項規定之第三人受益意思表示，不過係確認第三人權利

之效力。因此保險事故發生前，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不論有無受益之意思表

示，受益人皆享有權利，僅不過該權利係以被保險人死亡為附條件。故人壽保

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其享有附條件之權利。 

第二節 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 

 前述探討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事故發生前之法律地位，其享有附條件之權

利，但該結論之得出，係以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保險人及受益人三方關係所

得出。要保人之債權人屬於此三方法律關係以外之人，縱使受益人在此三方法

律關係中，享有附條件之權利，並不代表受益人得以之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

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與受益人共同享有人壽保險契約上之權利，由於要

保人得任意變更撤銷受益人，因此要保人權利行使優先於受益人。而要保人既

                                            
212 參見第五章第一節第一款第二目明治 44 年商法規定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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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他人債務，債權人自然得透過民事程序代債務人行使債務人之權利。當要

保人之債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解

約金。因人壽保險契約被終止，可能無法享受人壽保險契約上權利之受益人，

自無法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蓋在保險事故發生前，要保人權利行使即優先於

受益人，更何況系要保人之債權人。 

 在理解債權人、要保人及受益人間三方法律關係後，在立法上是否應賦予

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對抗債權人之想法即應運而生。惟究竟應賦予受益

人多大之對抗強度，以之對抗要保人之債權人？在立法模式上，純粹無償主義

賦予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幾乎完全地對抗債權人之權利；限制無償主義

已部分考量到債權人之利益，超過一定金額以上者，受益人不得對抗之；有償

主義則考量債權人與受益人間利益衡量，提供受益人代債務人(要保人)清償之

機會。 

 此三種立法模式，有各自不同法領域採納。從人壽保險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為觀察，純粹無償主義及限制無償主義，均係沿襲過去既得權規則所生之產

物。所謂既得權規則，係指被保險人(要保人)在締結人壽保險契約並指定受益

人後，該受益人所享有之人壽保險契約相關權利，溯及既往至人壽保險契約締

結時。此一概念在我國並不存在，但既得權規則可合理說明為何保險事故發生

前，受益人享有幾乎完全地對抗債權人之權利。因此採取無償主義或限制無償

主義，有其堅實之法律概念予以支持。 

 相對地，我國人壽保險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並未享有完整之人壽保

險契約相關權利，甚至受益人之權益必須受到要保人權利行使之制限，因此甚

難從現行法律概念中，提出受益人得以完全地對抗債權人之理由。故有償主義

所採取之介入權制度，不可能如同純粹無償主義般，賦予受益人無條件對抗債

權人之權利，而僅係受益人應付出相對應之代價給付與債權人，使人壽保險契

約免於強制執行。 

 至於有謂受益人無資力給付相當之解約金額與債權人，如此將使債務人投

保人壽保險，保障受益人之目的落空。然此一想法之思考盲點，在於將人壽保

險作為債務人唯一保障受益人手段，我國尚有社會救助法保障低於一般生活水

平之民眾。將人壽保險視為我國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是否有其必要性？故本

文認為債權人與受益人之利益衝突，最終須透過立法加以解決。本文建議以有

償主義立法模式為解決方向，方符合我國現行法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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