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保險費之交付 

第一節 概說  

87年初，宏福人壽推出一張解約金計算錯誤之保單，要保人已將第

一年度之保險費交付宏福人壽，但宏福人壽嗣後卻拒絕承保多數險

件，許多消費者透過消基會為申訴，但卻無下文，此事件足以證明，

此種處理方式顯然不合一般人之法律感情，否則何有如此大之糾紛產

生，此事件引起社會大眾之高度關切並突顯出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及保險要約與承諾，在解釋上之重要性，究竟採取何種立場方能合理

解釋該事件，的確發人深省，而保險公司之收取保險費，究竟具有何

種法律上之意義，亦具有高度之探討價值。 

倘若認為保險人係此保險契約之承諾者，且其具有完全之承諾自由，

則此事件，宏福人壽之處理方式，並無保險法上之瑕疵。若認為保險

人之承諾自由取決於被保險人是否具有可保性者，則被保險人若無不

具可保性之情事者，保險人不得拒絕承保，保險契約一律成立。但此

種解釋，法理上之根據缺乏，已如上述，因此，根據統一說，宏福人

壽之拒絕承保確實無保險法上之瑕疵，然解約金之計算錯誤，起因於

保險人之過失，保險人已收取保險費，嗣後又無息退還，保險消費者

方面資金及時間的徒勞往返，保險人在法律上卻無任何可歸咎之原

因，此種解釋所產生之結果，似有未能符合誠信原則之嫌。 

壽險行銷實務上，保險人通常皆會要求要保人在填寫要保書後，同時

交付第一期保險費，因此，交付初期保險費成為壽險行銷上重要之程

序，而保險契約之交付或未付，對於保險契約究竟有何影響，而保險

費究應於何時交付，方能符合契約法之原則，凡此皆為本文以下所欲

探討之問題。 

保險費為要保人依據保險契約對保險人所負之債務，保險契約為雙務

契約，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付之債務為危險承

擔之義務，就此角度觀之，保險費為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 

保險契約既為雙務契約，且保險費之交付又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債務

之履行，保險費既為債務之履行，保險費之未交付或遲延交付，是否

一體適用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法律效果，在保險法上，保險費交付之

法律定位，除債務履行之外，是否尚有其他意義，本文擬從債務履行



之觀點，探討此一問題，並就保險人所負債務，即危險承擔義務之特

殊性，詮釋保險費交付與否對契約效力之影響。 

第二節 保險費交付之意義 

第一項 要物契約說 

我國學者中主張保險契約係要物契約者，僅屬少數i。而其理由無非以

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為強制規定，保險契約違背此一強制規定，

應屬無效。申言之，未交保險費者，不論保險人是否已簽發保險單，

亦不論是否有保險費之約定，保險契約仍不生效力。因此，在此說之

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ii。 

第二項 不要物契約說 

我國學者通說認保險契約為不要物契約iii。主張保險契約為不要物契

約者，其理由不外乎保險契約為有償契約，應有保險費之約定，否則

保險契約不生效力，但保險費應於何時交付，應由當事人自行約定，

法律無加以干預之必要，保險法第二十一條應解為訓示規定。 

不要物契約說中，本文依其論說重點不同，將之區分為以下二說： 

一. 債務履行說 

保險費交付為要保人履行保險契約所應盡之義務，而非保險契約生效

之要件，故保險費未付之效果應依一般契約不履行之規定論之iv。本

法第二十一條將保險費之交付規定為契約之生效要件，極為不當，該

條規定應解釋為「非強制規定」而為「訓示規定」，即訓示保險契約

當事人於訂立保險契約之時，應約定以一次交付或第一期保險費之交

付為契約之生效要件v。 

二. 責任開始要件說 

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保險費應在保險契約生效前交付之、、、」

之用詞，與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保險事故發生時，保

險費尚未交付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之義務」及日本保單條款通常規定



「保險人在保險費未交付前，不負責任」之用詞，目的應屬相同，均

在維持保險契約之有償性，是以對於保險費未付之效果，亦應作相同

之解釋，亦即應參照德、日學說及判決，以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人負

保險責任之要件，而非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蓋解釋為保險人負保險

責任之要件，若在保費交付前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一方面可不負保

險責任，但一方面卻仍可請求保險費之支付，不僅可以有效維護契約

之有償性，且有助於契約應該遵守原則之維護也vi。 

第三節 保險費未付之效果 

保險費未付之效果，在上述不同之學說下，有不同之推論結果，茲分

述如下： 

第一項 財產保險 

壹. 要物契約說 

在要物契約說之下，由於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或生效

要件，因此，在保險費未交付之前，財產保險契約尚未成立或未生效。 

貳. 不要物契約說 

一. 債務履行說 

保險契約之重點在於其有償性，藉保險費之聚集來賠償受損害人以分

散危險，保險費於約定之後，即成為確定之債，對此債務之履行一般

契約法已設有規定以保護當事人之利益，保險人得以訴訟方式請求

之，或者解除契約而使其效力溯及消滅。然於解除契約之前，契約之

效力仍存在，以保護得解除契約者之相對人。因此，保險人於契約成

立後，得以訴訟方式請求交付但亦須負承擔危險之義務，或者於遲延

給付之情形解除契約，悉聽自便；對要保人而言，則於保險契約成立

後，即立即受到保險保護，但亦負交付保費之義務vii。 

保險人雖可能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因未解除契約而仍須負保險賠償，

但對保險費仍得以抵銷或其他方式獲取，期間之差別只在於「已收取」

和「未收取」之時間差距而已。此差距對一保險業而言，影響極為微

小。並且，如果認為保險人之清償力之保障重於一切，則以保費交付



為契約生效要件亦非妥當，蓋契約既未生效，要保人亦無給付保費義

務，對此，德國保險契約法即採「兌現原則」，而於其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於保險事故發生，保險費若未付，保險人不負賠償之責，

但契約仍有效，換言之，保險人仍得請求保險費之交付。但此僅供參

考，無法適用於我國保險法之上viii。 

財產保險若約定以分期方式交付保險費者，陸續到期之保費即為確定

之債務，要保人對之有履行之義務，至於未履行之效果如何，我保險

法並未作特別規定，故須依民法之規定論之。據此，陸續到期保險費

未交付者，保險人得以訴訟方式請求之（民法227），且要保人須負遲

延責任（民法229、231、233），但不影響契約之效力。然於實務上，

保險契約對於陸續到期保險費未付之效果幾乎皆有特別規定，如「不

按期付保費，本保單自動失效」，或「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本契約

之效力及時停止」等，而有拘束當事人之效力。依此，於保險契約效

力喪失或停止之後，保險人不再受該保險契約之拘束，然亦同時喪失

其後保險費之請求權ix。 

二. 責任開始要件說 

在此說之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人負擔保險責任之要件，即使保險

契約已成立及生效，但在要保人尚未交付保險費時，保險人承擔危險

之責任尚未開始，因此，在財產保險契約之情形下，要保人倘若未交

付保險費，保險人即不負危險承擔之責，倘若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

得據此拒絕給付保險金。 

第二項 人壽保險 

壹. 債務履行說 

若保險契約無特別規定，保險契約於雙方當事人同意時即已生效，要

保人須付給付保險費之義務，而保險人對之得為訴訟上之請求。要保

人於遲延給付保險費時，保險人亦得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和一

般債之關係並無不同x。 

保險法第一一七條明文規定「保險人對於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交

付」，此「保險費」之所指，僅為續期保險費，並不包含初期保費。 

以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一項和同條第二項加以對照，因後者僅用「終



止」字樣，而不逕行規定為「無效」，則該項之規定僅得對第二期以

後之保費有其適用，換言之，人壽保險人如已同意承保，並已出給保

單者，即得將第一期保費視為既得債權，仍得為訴訟上之請求。 

本法第一一六條和第一一七條皆在於規定人壽保費未付之效果，第一

一六條既規定「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經催告到達

後逾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同條第四項又規定

「保險人於第一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可知，此

時若保險契約仍未生效，何來停止或終止契約，同理，第一一七條於

一一六條之後規定，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交付，而依第二項之規定

只能依前條第四項之規定終止契約或依保險契約所載條件減少保險

金額或年金，意在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契約成立生效後，不致因

不願繼續具有長期性之人壽保險契約之拘束，而全部喪失其以前所繳

保險費之應得利益。據此，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只適用於

人壽保險契約有效成立之後，陸續到期之保險費，顯然可見xi。 

貳. 責任開始要件說 

在此說之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人負擔保險責任之要件，即使保險

契約已成立及生效，但在要保人尚未交付保險費時，保險人承擔危險

之責任尚未開始，因此，在人壽保險契約之情形下，要保人倘若未交

付保險費，保險人即不負危險承擔之責，倘若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

得據此拒絕給付保險金，其情形與財產保險並無不同。 

第四節 保險費交付之時點 

第一項 要物契約說 

要物契約說所據者，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為強制規定，保險契約違反此

一規定應屬無效，因此，在要物契約說之下，由於保險費之交付為保

險契約之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故在保險費未交付之前，保險契約尚

未成立或未生效。因此，保險費應交付之時點，係在保險契約成立之

前或生效之前。 

第二項 不要物契約說xii 

保險費債務本質上屬要保人依保險契約應履行給付之債務，故若當事



人有約定交付期日時，則該約定之日即為到期日。若無，則於保險契

約成立之後，保險人即得請求要保人交付之，要保人於受請求之後，

仍未履行交付，即須負給付遲延之責任（民法229）。同時，保險契約

雖非要式契約，但要保人為確證契約成立及了解契約內容，得要求保

險人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故保險人於請求交付保費時應同時交付保

單。 

若當事人依「契約自由原則」，以約定方式使保險契約成為要式契約，

則保險契約於保單作成之後才成立，甚或當事人可約定須於保單交付

保險契約才開始生效，於此種情形，要保人當然唯有於保單作成或交

付時---即於保險契約成立之後，才負交付保費之義務，故要保人於交

付保費時，亦得要求保險人交付保險單。依此，不論保險契約是否依

其法之本質非要式契約，或依約定為要式契約，或以交付保單為契約

有效成立之要件，除非當事人有特別約定保費交付期日，否則應於保

險人交付保險單時始負交付保費之義務。 

德國保險法第三十五條對於一次交付及第一期保險費之到期日即規

定，原則上保險費於保險契約成立後，即應由要保人交付之，但除非

約定不簽發保單，否則要保人為有於保險人交付保單時才負給付之義

務。我國保險法對於保費交付之到期日並未作特別明文規定，但依契

約債務履行之原理，加以保單於保險法上之特別意義亦應作如此解

釋。 

據此，保險契約若無約定保費交付期日，則除非當事人同意不簽發保

單，否則不論保險契約是否依其本質為非要式契約或依約定而成為要

式契約或須待交付保單才生效，皆須於保險單交付時要保人始負履行

債務----給付保費----之義務，申言之，於未約定保險費交付期日時，

要保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成立後，本即負交付保費之義務，但得以保險

人之未交付保險單為抗辯，拒絕給付，而不產生遲延給付之效果。反

之，保險人若欲主張因保費未繳而產生之結果，則須先證明其保單已

交付於要保人。 

唯若要保人放棄保單交付抗辯權而交付保險費時，其效力如何，於保

險契約非以保費交付為生效要件之前提下，仍須依保單交付對於保險

契約效力影響論之： 

若未約定保險契約為要式契約，則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時，契約

即成立生效，生效後，要保人於無約定交付期日時，放棄保單交付抗

辯權先行交付保險費，保險人不得以保單未交付而主張要保人之交付



保費為無效。 

若約定保險契約為要式契約，則保險契約於保單作成之後始生效力，

保單作成之前，要保人雖放棄保單交付抗辯權而先行交付保費，保險

契約亦不因此而發生效力。故我國保險法於實務上，一邊主張簽發保

單為契約成立要件，另一方面卻又認為簽發保單之前，若保險費已交

付，則保險人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亦須負保險賠償之責，前後矛盾。

但若保險單已作成未交付要保人，要保人放棄保單交付抗辯權先行交

付保費，保險人亦不得以保單未交付而主張要保人之交費無效。 

若約定以保單交付為保險契約成立生效之要件，則於保單作成交付

前，即使要保人放棄保單交付抗辯權，先行交付保險費，保險契約亦

不因此而發生效力。 

第五節 管見 

第一項 保險費交付之意義 

我國學者通說認保險契約為不要物契約xiii。本文基於保護保險消費者

之立場，贊同通說之見解。蓋保險費之交付，為要保人對於保險契約

債務之履行，若認為保險法為維持保險契約之有償性，而將保險契約

設定為要物契約，則此種解釋，係開消費者保護運動之倒車。保險人

為保險契約經濟力強勢之一方，非無能力維持保險契約之有償性，保

險人一方通常設定一套對其有利之投保程序，而要求要保人履行後方

為是否承保之決定，要保人一方為保險契約經濟力弱勢之一方，對於

保險人所提出之投保程序並無協商之能力，若將保險契約解釋為要物

契約，無異認為保險法為此等不公平投保程序之法律依據。保險費之

交付，並不保證保險契約就此生效，契約是否生效，須視契約雙方當

事人對於契約內容是否已達於合意為斷，保險費交付之後，保險契約

生效之前，保險事故倘若發生，保險人對此事故亦無庸負保險給付之

責，蓋因此時保險契約尚未生效，保險人即使願負保險金，亦無法律

依據，因此，將保險契約認定為要物契約，在解釋上有過於僵化之弊。 

保險費為要保人依據保險契約對保險人所負之債務，保險契約為雙務

契約，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付之債務為危險承

擔之義務，就此角度觀之，保險費為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 



第二項 保險費未付之效果 

本文與通說採取相同之見解，認為保險契約為不要物契約，因此，保

險費之交付與否，並不影響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保險費之未交付

為保險契約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保險費為要保人對保險人基於保險契

約所需負擔之債務，其為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保險費

未交付，為要保人保險契約債務不履行，其效果應依債法之規定定

之，而前述責任開始要件說，認為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人保險責任開

始之要件，本文認為，在我國保險法及民法上並無條文依據，因此，

以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責任開始之要件，依現行法，此種解釋難以自

圓其說。 

保險費債務本質上屬要保人依保險契約應履行給付之債務，故若當事

人有約定交付期日時，則該約定之日即為到期日。若無，則於保險契

約成立之後，保險人即得請求要保人交付之，要保人於受請求之後，

仍未履行交付，即須負給付遲延之責任（民法229）。 

保險事故發生之前，要保人尚未繳付保險費，此時契約之狀態既為要

保人債務不履行類型中之給付遲延，故債法中有關債務不履行之共通

效力及給付遲延之個別效力之規定，均有其適用。 

壹. 財產保險 

保險契約之重點在於其有償性，藉保險費之聚集來賠償受損害人以分

散危險，保險費於約定之後，即成為確定之債，對此債務之履行一般

契約法已設有規定以保護當事人之利益，保險人得以訴訟方式請求

之，或者解除契約而使其效力溯及消滅。然於解除契約之前，契約之

效力仍存在，以保護得解除契約者之相對人。因此，保險人於契約成

立後，得以訴訟方式請求交付但亦須負承擔危險之義務，或者於遲延

給付之情形解除契約，悉聽自便；對要保人而言，則於保險契約成立

後，即立即受到保險保護，但亦負交付保費之義務xiv。 

保險人雖可能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因未解除契約而仍須負保險賠償，

但對保險費仍得以抵銷或其他方式獲取，期間之差別只在於「已收取」

和「未收取」之時間差距而已。此差距對一保險業而言，影響極為微

小。對此，德國保險契約法即採「兌現原則」，而於其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於保險事故發生，保險費若未付，保險人不負賠償之責，

但契約仍有效，換言之，保險人仍得請求保險費之交付。但此僅供參



考，無法適用於我國保險法之上xv。 

財產保險若約定以分期方式交付保險費者，陸續到期之保費即為確定

之債務，要保人對之有履行之義務，至於未履行之效果如何，我保險

法並未作特別規定，故須依民法之規定論之。據此，陸續到期保險費

未交付者，保險人得以訴訟方式請求之（民法227），且要保人須負遲

延責任（民法229、231、233），但不影響契約之效力。然於實務上，

保險契約對於陸續到期保險費未付之效果幾乎皆有特別規定，如「不

按期付保費，本保單自動失效」，或「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本契約

之效力即時停止」等，而有拘束當事人之效力。依此，於保險契約效

力喪失或停止之後，保險人不再受該保險契約之拘束，然亦同時喪失

其後保險費之請求權xvi。 

貳. 人壽保險 

一. 初期保費 

若保險契約無特別規定，保險契約於雙方當事人同意時即已生效，要

保人須付給付保險費之義務，而保險人對之得為訴訟上之請求。要保

人於遲延給付保險費時，保險人亦得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和一

般債之關係並無不同xvii。 

在一般終身人壽保險契約，如保險費經約定按年交付者，即成為可分

契約，要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險費，僅使契約有效一年，並同時取得於

其生存期間按原約定之費率按年續約之權利。要保人於保費到期是否

續約，悉由自便。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年度保費，係就該年度內所可

能發生之危險及其所取得按原費率續約之權利提供對價，蓋在終身壽

險下，按年交付之保費遠較在一年期定期壽險契約所付之保費為高，

其差額足可成為前述續約權之對價xviii。 

二. 續期保費 

1. 契約停效 

保險法第一一六條第一項： 

「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經催告到達

後逾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 



2. 得終止契約 

保險法第一一六條第四項： 

「保險人於第一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時，有終止契約之權。」 

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二項： 

「保險費如有未能依約交付時，保險人得依前條第四項之規定終止契

約，或依保險契約所載條件減少保險金額或年金。」 

3. 減少保險金額或年金 

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二項： 

「保險費如有未能依約交付時，保險人得依前條第四項之規定終止契

約，或依保險契約所載條件減少保險金額或年金。」 

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四項： 

「以被保險人終身為期，不附生存條件之死亡保險契約；或契約訂定

若干年後給付保險金額或年金者，如保險費以付足二年以上而有不交

付時，保險人僅得減少保險金額或年金。」 

4. 不得以訴訟請求給付 

保險法第一一七條明文規定「保險人對於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交

付」，此「保險費」之所指，僅為續期保險費，並不包含初期保費。 

以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一項和同條第二項加以對照，因後者僅用「終

止」字樣，而不逕行規定為「無效」，則該項之規定僅得對第二期以

後之保費有其適用，換言之，人壽保險人如已同意承保，並已出給保

單者，即得將第一期保費視為既得債權，仍得為訴訟上之請求。 

本法第一一六條和第一一七條皆在於規定人壽保費未付之效果，第一

一六條既規定「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經催告到達

後逾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同條第四項又規定

「保險人於第一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可知，此



時若保險契約仍未生效，何來停止或終止契約，同理，第一一七條於

一一六條之後規定，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交付，而依第二項之規定

只能依前條第四項之規定終止契約或依保險契約所載條件減少保險

金額或年金，意在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契約成立生效後，不致因

不願繼續具有長期性之人壽保險契約之拘束，而全部喪失其以前所繳

保險費之應得利益。據此，保險法第一一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只適用於

人壽保險契約有效成立之後，陸續到期之保險費，顯然可見xix。 

要保人對第二期以後到期保險費，不負交付義務，要保人於保險契約

下僅同意若不按期付費，保險契約停效而要保人於契約下所得享之權

利即告喪失，即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得向保險人請求理賠，而在該

契約已有現金價值之情況下，要保人並非因此即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返

還xx，即使保險單明文規定保險費應按年交付，亦不足以解為要保人

已默示允諾保險費之交付，蓋此種默示與保險單關於失效規定之精神

不相容xxi。人壽保險費多以現金交付，但人壽保險費在本質上並非不

可延欠，若保險人並未要求要保人預行付費，僅基於要保人之付費允

諾，使保險契約效力發生，保險費遂成為既得債權，自得向要保人請

求，至於其後陸續到期之保險費，要保人於保險費到期後簽發本票，

或要求保險費交付期間之寬限，即構成承擔保險費債務之明示或默示

之允諾xxii。故續期保險費，在要保人明示或默示允諾之前，似為非正

式債務。 

參. 小結 

保險費之交付與否，並不影響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保險費之未交

付為保險契約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保險費為要保人對保險人基於保險

契約所需負擔之債務，其為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保險

費未交付，為要保人保險契約債務不履行，其效果應依債法之規定定

之。 

本文基於保護消費者之立場，贊同債務履行說之見解，蓋保險人一

方，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中，強勢之一方，非無能力維持保險契約之有

償性，通常保險人均要求要保人於繳交要保書同時給付初期保險費，

保險契約之有償性從投保規則及程序之完整設計即可得到實現，無須

在立法上採取要物契約之原則。 

責任開始要件說認為，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人保險責任開始之要件，

本文認為此種解釋不僅有違消費者保護之精神，且與我國民法規定有



所抵觸，依據此說，倘若保險契約業已成立生效，在要保人保險費尚

未交付之前，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尚得持要保人保險費尚未交付為

由，拒絕理賠，此種解釋與我國民法之精神未能吻合，前述之例，保

險契約之狀態是業已成立生效，既已成立生效，保險人自須開始承擔

被保險人之風險，否則保險契約成立生效具何意義，要保人未交付保

險費僅有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要保人債務不履行，保險人自須採取法

律手段，以訴訟請求給付或解除契約以保障自身之權益，倘若保險人

怠於行使此等權利而產生損失，自須為其怠忽行使權利所產生之後果

負起責任。 

現行保險法既無特別規定，以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責任開始之要件，

自須遵守民法有關雙務契約之相關規定，，其次，本文認為，維護保

險契約之有償性，為保險人方面之責任，保險人自得訂立完善之投保

規則，以維持保險契約之有償性，例如，繳交要保書之同時須給付初

期保險費，否則不予送件。投保規則既為保險人單方面所制定，執行

上若產生缺失，自須由保險人一方負起全責，不應由保險消費者承擔

此種由保險人單方所訂立之投保規則程序所產生之缺失，此種解釋，

亦無不合理之處。 

第三項 保險費應交付之時點 

本文採通說見解，認為保險契約非為要物契約，因此，保險費之交付，

非為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保險費之交付，純粹為要保人

履行保險契約之債務，而保險契約之債務，在保險契約成立之後，方

能產生。 

壹. 契約有約定 

雙方當事人若有約定交付期日者，自應以該約定期日為保險費交付之

時點，但保險人一方，不得要求要保人一方，於保險契約成立之前為

保險費之給付，保險人最多只能要求要保人在契約成立之同時為保險

費之給付，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債務之履行，保險契約倘尚未成

立，此時，雙方當事人尚未互負債務，保險人並無請求權基礎，要求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貳. 契約無約定 

雙方當事人若無約定保險費交付期日，要保人一方，在保險契約成立

生效之後，保險人要求要保人給付保險費之時，要保人即負有給付保

險費之義務。 

參. 保單交付抗辯權 

江朝國教授認為，保險契約若無約定保費交付期日，則除非當事人同

意不簽發保單，否則不論保險契約是否依其本質為非要式契約或依約

定而成為要式契約或須待交付保單才生效，皆須於保險單交付時要保

人始負履行債務----給付保費----之義務，申言之，於未約定保險費交

付期日時，要保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成立後，本即負交付保費之義務，

但得以保險人之未交付保險單為抗辯，拒絕給付，而不產生遲延給付

之效果。反之，保險人若欲主張因保費未繳而產生之結果，則須先證

明其保單已交付於要保人xxiii。 

肆. 小結 

保險費交付義務之產生，必須以保險契約業已成立生效為前提，換言

之，保險契約成立生效之同時或之後，保險人方得根據保險契約請求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保險契約成立，保險人之請求交付保險費，方具

有請求權基礎，保險人無權限要求要保人在契約成立之前先行交付保

險費，倘若保險人之投保規則為此規定，要保人在無協商餘地之下，

必然被保險人之優勢經濟力脅迫屈服，因此本文認為，此種投保規則

違反誠信原則，對於要保人並無拘束力，只要保險人收取保費，即得

據以認定保險契約業已成立生效。 

本文認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者，不必然是要保人，而保險契約之承諾

者，亦非必然為保險人，保險人有關收取保險費之投保規則及程序，

只要收取保險費之時點，係在保險契約成立生效同時或之後，即屬合

法。 

江朝國教授所主張之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費交付請求權，有保單

交付抗辯權，此種解釋對消費者固然極其有利，但本文對此則持保留

態度，所謂保單交付抗辯權，法無明文，且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所負

之債務內涵，保險人一方為承擔被保險人於特定期間之特定風險，而



要保人一方則為給付保險費，與保單交付與否尚無直接關連，保單雖

為證明保險契約成立之憑證，但究非保險契約義務之主體，保單之交

付與保險費之交付，能否有類似同時履行抗辯權之保單交付抗辯權之

適用，其法律基礎尚值商榷。 

第六節 小結  

第一項 保險費交付之意義 

我國學者通說認保險契約為不要物契約xxiv。本文基於保護保險消費者

之立場，贊同通說之見解。蓋保險費之交付，為要保人對於保險契約

債務之履行，若認為保險法為維持保險契約之有償性，而將保險契約

設定為要物契約，則此種解釋，係開消費者保護運動之倒車。保險人

為保險契約經濟力強勢之一方，非無能力維持保險契約之有償性，保

險人一方通常設定一套對其有利之投保程序，而要求要保人履行後方

為是否承保之決定，要保人一方為保險契約經濟力弱勢之一方，對於

保險人所提出之投保程序並無協商之能力，若將保險契約解釋為要物

契約，無異認為保險法為此等不公平投保程序之法律依據。 

保險費為要保人依據保險契約對保險人所負之債務，保險契約為雙務

契約，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付之債務為危險承

擔之義務，就此角度觀之，保險費為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 

第二項 保險費未付之效果 

保險費之交付與否，並不影響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保險費之未交

付為保險契約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保險費為要保人對保險人基於保險

契約所需負擔之債務，其為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保險

費未交付，為要保人保險契約債務不履行，其效果應依債法之規定定

之。 

本文基於保護消費者之立場，贊同債務履行說之見解，蓋保險人一

方，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中，強勢之一方，非無能力維持保險契約之有

償性，通常保險人均要求要保人於繳交要保書同時給付初期保險費，

保險契約之有償性從投保規則及程序之完整設計即可得到實現，無須

在立法上採取要物契約之原則。 



第三項 保險費應交付之時點 

本文採通說見解，認為保險契約非為要物契約，因此，保險費之交付，

非為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保險費之交付，純粹為要保人

履行保險契約之債務，而保險契約之債務，在保險契約成立之後，方

能產生。 

保險費交付義務之產生，必須以保險契約業已成立生效為前提，換言

之，保險契約成立生效之同時或之後，保險人方得根據保險契約請求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保險契約成立，保險人之請求交付保險費，方具

有請求權基礎，保險人無權限要求要保人在契約成立之前先行交付保

險費，倘若保險人之投保規則為此規定，要保人在無協商餘地之下，

必然被保險人之優勢經濟力脅迫屈服，因此本文認為，此種投保規則

違反誠信原則，對於要保人並無拘束力，只要保險人收取保費，即得

據以證明保險契約業已成立生效。 

本文認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者，不必然是要保人，而保險契約之承諾

者，亦非必然為保險人，保險人有關收取保險費之投保規則及程序，

只要收取保險費之時點，係在保險契約成立生效同時或之後，即屬合

法。 

關於學者所主張，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費交付請求權，有保單交

付抗辯權，本文則持保留態度，保單雖為證明保險契約成立之憑證，

但究非保險契約義務之主體，保單之交付與保險費之交付，能否有類

似同時履行抗辯權之保單交付抗辯權之適用，其法律基礎尚值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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