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我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問題與解決方案 

我國至今為止並未發生類似日本或大陸之投資型保險紛爭，保險

司行政措施之良善可謂居功厥偉1。然而行政制度之功能僅在預防問題

之發生，一旦行政措施有所缺漏，類似日中美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

案件發生於我國時，我國民事法是否已賦予受害要保人完善之救濟基

礎？若否，則我國法律應該如何改進，以幫助要保人獲得完善之保障？

本章將就類此問題進行探討。 

第一節  我國投資型保險之引進 

雖投資型保險於美國、日本等地已銷售多年，然我國則一向以傳

統保險為主流，此種形勢，至西元 1999年才開始出現轉變。美僑商會

於西元 1999年 9月提出「台灣白皮書」，針對我國國內因全球利率走

低所導致之壽險業清償力不足問題，建議業者引進無預定利率設計之

投資型保險作為因應。西元 2000年初，並拜會財政部明確表達希望國

內引進投資型保險之立場。對於美僑商會之推動，財政部基本上採取

贊成之態度，惟鑑於當時保險法令，並無供投資型保險發展之現實下，

建議業者宜先發展過渡性商品（西元 2000年 11月 6日我國核准之第

一張非傳統型壽險-宏利美麗人生遞延年金-即為此類），待保險法令研

擬完成方正式引進。於此同時，立法委員林政則等三十三人，亦基於

滿足國人取得保險投資雙重功能產品之需求，進一步活絡臺灣金融證

券市場之目的，於立法院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中置入相關條文，而

於西元 2001年 7月 9日正式公佈2。此次修正，賦予分離帳戶設立之

                                            
1 譬如要求各保險公司於販售投資型保險時必須說明重大事項告知書，並請要保人簽名。關於
重大事項告知書之格式可參閱 smart智富，投資型保單完全精通，電腦家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西元 2003年 9月，頁 52。 
2 參閱王超馨，海峽兩岸投資型保險商品之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
士論文，西元 2002年 4月，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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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基礎（保險法第一二三條第二項3、第一四六條第五項4），使人身

保險業得以開始經營投資型保險5。西元 2001年 12月 21日財政部依

保險法第一四六條第五項制訂十八條「投資型保險商品管理規則」，作

為管理投資型保險業務之準則。西元 2003年 10月 7日復依「投資型

保險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六條規定制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

事項」。如是，至今將近3年之發展，我國投資型保險商品之推動成

果斐然，至少已有 26張保單核准上市6。茲將至西元 2002年 11月 30

日止，我國所核准之投資型保單表列如下。 

 

 

 

 

 

 

 

 

 

 

 

 

 

                                            
3 保險法第一二三條第二項：「投資型保險契約之投資資產，非各該投資型保險之受益人不得
主張，亦不得請求扣押或行使其他權利。」 
4 保險法第一四六條第五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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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賴本隊，台灣壽險業投資型保險商品的發展與現況，壽險季刊第 126期，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業務發展委員會，西元2002年12月，頁73。 
6 同上註，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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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臺灣壽險業已核准投資型保單分類統計（至西元 2002年

11月30日） 

商品分類 保單張

數 

保單名稱 

變額壽險 7 南山：伴我一生變額壽險 

      四海遊龍保證收益變額壽險 

宏泰：投資致富變額定期壽險 

紐約：長鴻變額終身壽險 

安泰：靈活理財變額保險 

環球瑞泰：理財贏家變額壽險 

蘇黎世：千禧變額壽險 

變額萬能壽

險 

13 台壽：掌握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保誠：運籌人生、活躍人生 

國泰：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甲、乙、丙型） 

南山：伴我一生變額萬能壽險 

富邦：吉祥變額萬能壽險（A、B型） 

三商美邦：世紀理財變額萬能終身壽險 

統一安聯：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超優勢變額萬

能壽險 

大都會：變額萬能壽險 

宏利：宏運人生 

全球：卓越人生 

蘇黎世：奔騰世紀變額萬能壽險 

變額年金 6 台壽：領航世紀變額年金 

國泰：新世紀變額遞延年金乙型 

中國：和信變額年金保險 

新光：富利變額年金 

三商美邦：長紅保本變額遞延年金 

宏利：開元變額遞延年金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引自賴本隊，台灣壽險業投資型

保險商品的發展與現況，壽險季刊第126期，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業務發展委員會，西元2002年12月，頁76。 

第二節  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可能類型 

    經由日中美三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案例之觀察，吾人可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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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險不當行銷可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傳統行銷手法結合型、投資

標的不適當型、複製基金型、誇大報酬率型四種。前三者為美國投資

型保險主要案例，誇大報酬率型則主要發生於大陸（中國平安保險公

司退保事件）、日本（變額保險事件），美國較少發生。而各類型之共

通點為均因業務員之不實說明，而使保戶產生若干誤認。傳統行銷手

法結合型中之消散保費類型，因業務員於特定時點經過後保費免繳之

陳述，使保戶產生於屆特定時點後保費無須繳納之誤認。保單重置類

型，因業務員新保單較舊保單優良或可免費取得新保單之陳述，使保

戶產生新保單確實比舊保單優良，或可免費取得新保單之誤認。掩護

行銷類型，因業務員投資商品或退休商品之陳述，使保戶產生投資型

保險為純投資或退休商品之誤認。投資標的不適當型，因業務員必須

於個人退休基金計畫中以變額年金為投資標地方可產生賦稅遞延效果

之陳述，使保戶產生為得到賦稅遞延效果需設置變額年金為投資標的

之誤認。複製基金型，因業務員投資型保險所提供之共同基金為市售

共同基金之複製之陳述，使保戶產生可供資產配置之投資標的與市售

共同基金相同之誤認。誇大報酬率型，因業務員對投資型保險投資報

酬率之誇大陳述，使保戶產生投資型保險為無虧損可能，具高獲利性

保險之誤認。關於各類型之詳細內容請參閱本論文第三章之介紹，於

此茲不贅述。 

第三節  保戶之救濟需求 

    歸納言之，當投資型保險糾紛發生時，受害之保戶有如下救濟需

求： 

第一項  退還保費 

    此項需求於中國平安保險公司退保事件最為明顯，以福州退保事

件最具代表性之李姓客戶為例，其最終成功地自平安保險公司取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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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之追加保費，而上海退保事件中，成功取回全部保費者亦所在多

有。錯誤之認知下購買不符締約目的之商品，退還商品取回對價應是

一般人相當自然之救濟反應。 

第二項  損害賠償 

    此項需求於日本變額保險事件中最為明顯，亦對其受害者最為重

要。蓋日本變額保險事件之受害人幾皆聽信業務員之不實說明，用以

土地為擔保向銀行所取得之融資繳納躉繳保費，銀行方面利滾利之利

息損失、融資手續費，為其除本金減損外之另一龐大損失，除取回本

金（原保費）外，利息損失、融資手續費等其他損失若亦獲得賠償，

方能謂已獲較完整之救濟。因聽信他人不實說明而締約，若有對價外

之其他損失，欲請求損害賠償亦應是一般人相當自然之救濟反應。 

第三項  履行契約 

此項需求於美國投資型保險紛爭中較為明顯，蓋諸如因保險人消

散保費行銷策略而受害者，其所欲之賠償方式其實係，保險人如行銷

時所言地使其保費消逝，亦即保險人履行其行銷時業務員所稱保費繳

納特定年數後無須再繳納之承諾。 

第四節  請求權基礎之探討 

    就保戶之救濟需求，我國現行法是否有適當之救濟基礎？本節將

就此進行探討。 

第一項  保險人歸責基礎之探討 

    投資型保險紛爭主要係因業務員對投資型保險內容之不實說明所

引起，既係因業務員之不當行為所引起，保險人是否須負責？要保人

是否可基於業務員之不實說明行為向保險人請求相關救濟？係首先必

須探究之問題。 

    保險法令上與業務員有關之規範為保險法第八條之一，及依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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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七七條之授權而訂立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而保險法第八條

之一僅是對何謂保險業務員加以定義7，與保險人是否須為業務員行為

負責之問題無關，是以應注意者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8。該

條條文謂：「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

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

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既謂「﹍﹍就其業務員招

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則該條應僅屬訓示或宣

示性規定，意在告知社會大眾民事法上存在著命保險人應為業務員招

攬行為所致損害連帶負責之規範，本身並非獨立之歸責基礎，否則其

大可刪去「依法」二字，明白謂「﹍﹍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

害負連帶責任。﹍」。實務見解即是如此主張9。是以要保人應無法運

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追究保險人之責任。 

    保險法令上既無可資運用之規範，則應回歸民法。就利用人對於

其所利用之媒介所致他人損害，利用人於何種情況應負責，民法上相

關規定有民法第二二四條10（為債務履行輔助人負責）及民法第一八

八條（僱用人代負責任）二者。民法第二二四條本身並非獨立請求權

                                            
7 保險法第八條之一：「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
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8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
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
連帶責任。業務員同時登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應依法負
連帶責任。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下列之行為： 
一  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 
二  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三  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四  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 
9 壽險公會認為：「依此條之規定，保險業務員在授權範圍內的招攬行為視同所屬公司的行為，
若其行為有損害發生時，『如法律有規定應負連帶責任時』，所屬公司負連帶責任，﹍」（參閱

現代保險編輯部，管理規則是不是業務員的金箍圈，現代保險第 48期，西元 1992年 12月 5
日，頁 15）、姜志俊先生謂：「『依法』乃指依『民法』，在民法上﹍﹍」（參閱楊靜安，保護消
費者也保護業務員，現代保險第 48期，西元 1992年 12月 5日，頁 23）。 
10 民法第二二四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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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11，而為追究債務人責任之歸責基礎，其歸責要件為（1）履行輔

助人（代理人或使用人）（2）關於債之履行（3）有故意或過失12，若

三要件皆符合，其效力為債務履行輔助人之故意過失（除非另有特約）

等同於債務人之故意過失。民法第一八八條13則同時為請求權基礎，

其構成要件為（1）受僱人（2）於執行職務（3）為侵權行為14，若符

合該三要件，則僱用人應為受僱人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觀上述二

者之要件可知，所利用之媒介是否為履行輔助人、受僱人為首要要求，

是以保險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受僱人為進一步應探討

之問題。 

壹、  履行輔助人 

    保險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由於保險法上所謂保險

業務員係指為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從事保險招

攬之人，乃保險人業務員、保險代理人業務員、保險經紀人業務員之

總稱，因此本問題尚可分為三子題，分別為（1）保險人之業務員是否

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2）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

行輔助人？（3）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 

一、保險人之業務員 

就問題（1），江朝國先生認為「將業務員視為保險業者------之代

理人，應較符合現行法制之規定，及保險實務運作之情形，﹍」15；

                                            
11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六冊，三民書局，西元 1994年 8月 8日，頁 73。 
12 同上註，頁 74。 
13 民法第一八八條：「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

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

不負賠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

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獲一部之損害賠償。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 
14 王澤鑑，同註 11，頁 74。 
15 江朝國，何謂保險業務員？（之二），現代保險第 66期，西元 1994年 6月 1日，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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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森先生認為「業務員應視為保險人之營業代理人或受僱人，在招

攬過程中所為之行為，其效力應及於保險人。」16、「業務員不僅為保

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實已成為保險人之輔助機關，其於招攬業務

過程中，無論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受之意思表示，均應與保險人自為

者無異。」17；鄭玉波先生認為：「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

係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而為。從而縱令保險

業務員與其所屬之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未存有

僱傭契約，亦應解為其係該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

司之使用人﹍」18；梁宇賢先生認為：「為維護交易安全，與衡平原則，

應認為保險業務員不論內務及外務人員，縱使僅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亦係保險業務員，均為保險業之職員，亦為保險業之代理人。」19；

吳鴻章先生認為「保險外務員（保險業務員舊稱），通常為保險人之使

用人，從事於保險契約締結之勸誘事務；﹍」20； 黃川口先生認為「要

言之，業務員通常僅具有保險公司使用人之地位，﹍」21，可看出學

說上係採肯定見解。實務上早期則似採否定說，司法院第一廳認為：「保

險外務員，通常係指受保險公司之囑託，為保險人招攬保險契約，以

獲取佣金之人，保險外務員，其主要職務，為保險契約之招攬，並無

締結保險契約之代理權，其性質並非保險人之代理人。」22，然依最

高法院 85台上 179號判例：「﹍保險法第八條之一所稱之保險業務員，

屬上訴人（為某保險公司）之使用人。類推適用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16 施文森，保險法論文，五南圖書公司，西元 1978年 6月，頁 124。 
17 施文森，從部頒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論保險業務員之法律定位，法律評論第五十九卷第
一、二期合刊，西元 1993年 2月，頁 11。 
18 鄭玉波，保險法論，三民書局，西元 2000年 8月，頁 24。 
19 梁宇賢，保險法，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西元 1998年 9月，頁 56-57。 
20 吳鴻章，保險契約告知義務制度之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西元 1974年，頁 79。 
21 黃川口，人壽保險業務員之管理與法律責任問題，台北市銀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西元 1978
年 11月 25日，頁 71。 
22 司法院第一廳，民事法律專題研究（二）-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三期研究專輯，司法周
刊雜誌社，西元 1988年 4月 5日，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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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之使用人關於故意或過失責任之規定﹍」，應亦採肯定說。查民

法第二四四條將履行輔助人分為代理人及使用人，代理人依最高法院

六十八年第三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應包含意定代理人與法定代理人

23，使用人則係指不問當事人間有無契約關係，一時或繼續，有無報

酬，使用人是否知悉其係為債務人履行債務，事實上依債務人之意思

為債務履行者24。而保險業務員依保險法第八條之一之定義係為保險

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而所謂保

險招攬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第三項係指解釋保險商品內容

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等

行為，可看出係依保險人之意思為行為，是以保險業務員至少應為保

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之使用人，亦即為其履行輔

助人。因此保險人業務員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通說之見解確為真

知灼見。保險人業務員既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則業務員於為保險

人履行債務時之故意或過失，即應等同於保險人之故意或過失，保險

人即應負起其債務不履行責任。 

二、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員 

就問題（2），江朝國先生雖謂：「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於債

之履行上，屬民法第二二四條所稱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保

險代理人公司於債務履行範圍內（即代理招攬保險）就業務員之故意、

過失負同一之責。而保險公司基於代理契約及授權書亦須就保險代理

人之代理行為（包括表見代理）負授權人即本人之責，如此不僅可達

規範保險公司之目的，而對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權益亦有保障，﹍」

25，然並未明白表示，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

                                            
23 江朝國，同註 15，頁 86、王澤鑑，同註 11，頁 76。 
24 王澤鑑，同上註，頁 77。 
25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瑞興圖書出版，西元 2003年 9月，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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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代理人依保險法第八條：「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根據代理契約

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應為保險人

之代理人，即履行輔助人，應無疑問。有問題者在於，保險代理人再

使用之履行輔助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亦即履行

輔助人再使用之履行輔助人，是否為債務人之履行輔助人？就此問

題，王澤鑑先生認為：「債務履行使用人是否得再使用他人履行債務（而

使債務人為間接履行輔助人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應依債務人與債

權人之特約、契約之性質及交易習慣定之。」26。而依保險業之交易

習慣，保險代理人為替保險人招攬業務，必係交由其業務員為之，而

無親為之道理，由其業務員為保險人招攬保險應為業界之常態。是以，

本文認為保險代理人自得再使用其業務員（履行輔助人）為保險人招

攬保險，使保險人為保險代理人業務員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因此，

保險代理人所使用之業務員即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其故意或過失

等同於保險人之故意或過失。 

三、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員 

    保險經紀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保險經紀人者，

依保險法第九條之定義為，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代向保險人洽訂保

險契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金之人。其主要工作為運用其嫻熟

之保險專業，居於要保人與保險人間，撮合訂立保險契約，因此其與

要保人間之法律關係具有民法「居間」契約之性質27，為保險領域專

屬之特殊居間28。故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29，亦即為要保人之

                                            
26 王澤鑑，同註 11，頁 80。 
27 梁宇賢，同註 19，頁 54、劉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西元 1995年 8月，頁 68。 
28 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中），元照出版有限公司，西元 2002年 10月，頁 322。 
29 「依保險通例，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受要保人委任，基於豐富之保險經驗，代向保
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參閱江朝國，同註 25，頁 193。）、「保險通例，經紀人對保險人視
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非為保險人之代理人。」（參閱桂裕，保險法，三民書局，西元 1992
年 12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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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輔助人，其業務員因此充其量為要保人之履行輔助人，而與保險

人無涉。保險經紀人業務員並非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 

貳、  受僱人 

    保險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人？同樣地，因保險業務員分為

保險人之業務員、保險代理人業務員、保險經紀人業務員，此問題亦

可分為三子題探討。分別為（1）保險人之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

人？（2）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人？（3）保險經

紀人之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人？ 

一、保險人之業務員 

    保險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人？就此問題，江朝國先生以

業務員所享薪資為底薪或底薪+招攬佣金制為區分標準，認為保險人

之業務員與保險人間之關係為僱傭或僱傭與承攬混合契約30。施文森

先生則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損

害依法負連帶責任」一語推論業務員為其所屬公司之受僱人31。劉宗

榮先生謂：「保險業務員係保險人之外勤人員，本質上是特定保險人之

受僱人，﹍」。吳鴻章先生亦謂：「其（保險業務員）法律上之地位，

為受保險人之僱傭，立於從屬立場，提供業務，﹍」32。因此，吾人

可知，學說上係採肯定見解。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 90年保險上更字第

2 號判決，並不否認被上訴人（要保人）所稱業務員為保險人受僱人

之見解33，臺灣高等法院 88年保險上字第 16號34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30 江朝國，同註 25，頁 196。 
31 施文森，同註 17，頁 14。 
32 吳鴻章，同註 20，頁 79。 
33 但該判決，因認該業務員非於執行職務期間造成要保人損害，是以仍判要保人敗訴。 
34 「觀諸三商人壽公司『業務員管理辦法』就業務員之出勤、考核、晉陞、管理、獎懲等設
有若干規定（見原審外放證物原證十二），顯見蘇XX（業務員）亦受上訴人公司之監督。準
此，蘇XX客觀上乃為上訴人公司所僱用，為上訴人公司招攬人身保險及提供保戶服務，並受
其監督，蘇XX與上訴人公司係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所稱之『受僱人』及『僱用人』，應無
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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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 91年上易字第 45號35判決則明白表示肯定之見解，故可知實務

上亦採肯定說。其理由在於，民法第一八八條之立法精神重於保護經

濟上之弱者，增加被害人獲得依法請求賠償之第三人之求償機會，此

觀乎其設有舉證責任轉換及衡平責任之規定即可自明36，是以其所稱

受僱人，應從寬解釋，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

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37，而業務員所屬公

司（保險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公司）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須訂立業務員教育訓練、管理、報酬、獎懲
38
等辦法，若照實制訂，其

對業務員係立於上位監督之地位，應無疑問，因此業務員對其所屬公

司而言係屬民法第一八八條所稱受僱人，應無問題。故，保險人之業

務員為保險人之受僱人，保險代理人業務員為保險代理人之受僱人，

保險經紀人業務員為保險經紀人之受僱人。保險人之業務員既為保險

人之受僱人，則依民法第一八八條，於其對要保人為侵權行為時，保

險人自應代負其責。 

二、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員 

    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人？保險代理人業務員為

保險代理人之受僱人，已如前述，然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

之受僱人？若為肯定，則保險人亦應為其招攬時對要保人之侵權行為

負其責任。而其關鍵在於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是否受保險人之監督？就

此，應採否定見解，蓋保險人雖授權保險代理人代為招攬保險，然就

其業務員實際上並無督導之權，其業務員係受保險代理人之監督管

                                            
35「原審被告林x香並交付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收第一次保險費相當額送金單二張，

原審被告林x香於收受保險費後，以第三人為發票人之支票支付保險費，則林x香事實上為被

上訴人富邦人壽高雄分公司之受僱人，客觀上係被上訴人富邦人壽高雄分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

並受其監督者，應可認定」 
36 臺灣高等法院 88年保險上字第 16號判決。 
37 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 
38 分別參照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2、17、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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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原則上應為法律上獨立之個體，其各自之業

務員應不互相隸屬。因此，保險代理人業務員非為保險人之受僱人，

其於招攬時侵權行為所致要保人損害，要保人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賠償。 

三、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員 

    保險經紀人業務員為保險經紀人之受僱人並無問題，惟保險經紀

人業務員是否為保險人之受僱人？保險經紀人係為要保人洽訂保險契

約之人，係為要保人之利害計算，謀求最大利益之人，除有特別情事

外，其屬要保人一方，而與保險人間無法律關係，是以其業務員亦當

非保險人之受僱人。因此，保險經紀人業務員非為保險人之受僱人，

就其招攬時侵權行為所致要保人損害，保險人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參、  小結 

    綜上可知，保險人應為保險人業務員、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於債務

履行上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應為保險人之業務員於招攬時侵權行

為所致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由要保人之觀點則應注意，其保單若係

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所招攬者，該業務員侵權行為所致損害，要保人並

無法依侵權行為（民法第一八八）向保險人請求賠償。於追究保險人

責任上，債務不履行管道較侵權行為暢通。 

    要保人是否可向保險人請求救濟？可以，若其保單係由保險人之

業務員所招攬，債務不履行責任、侵權責任皆可主張，若其保單為保

險代理人業務員招攬，僅能請求債務不履行責任。但若其保單係由保

險經紀人業務員招攬者，則無法向保險人請求救濟。 

第二項  相關條文之探討 

壹、  保險法第五十七條 

綜觀我國保險法，似乎僅有保險法第五十七條（怠於通知之解約）

較有可能為要保人所援用。然，保險法第五十七條謂：「當事人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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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他方應通知之事項而怠於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故外，不問是

否故意，他方得據為解除保險契約之原因。」，細查其文意，需先有「應

通知事項」而保險人怠於通知時，要保人方得援引而解除契約。亦即，

因業務員對保單內容不實說明而受害之投資型保險要保人，若欲援引

保險法第五十七條解除契約取回保費，須先證明保單內容為保險人應

通知事項。然，保險法規定之通知義務僅有（1）複保險之通知義務（保

險法第三十六條）（2）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保險法第五十八條）（3）

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保險法第五十九條）（4）告知義務（保險法第

六十四條）39，學說40及實務41上對保險法第五十七條「應通知之事項」

之解釋均不脫離此範疇，於欠缺法律依據及學說、先例之支持下，法

院是否會將「應通知之事項」解釋為包含保單內容通知義務，實值懷

疑。是以，要保人應無法依據保險法第五十七條向保險人解除契約。 

貳、  消費者保護法 

綜觀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可能可資要保人運用之法條，

有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42（消費者之解約權）、第二十二條43（廣告

之效力），然於探討前述法條前，須先探討保險是否有消保法之適用，

                                            
39 林勳發等四人合著，商事法精論，今日書局有限公司，西元 2001年 10月，頁 669。 
40 鄭玉波先生似將「應通知之事項」解為僅包含危險發生之通知及危險增加之通知（參閱鄭
玉波，同註 18，頁 89-92）、施文森先生將「應通知之事項」解為僅包含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
（參閱施文森，保險法總論，三民書局，西元 1986年，頁 291-292）、林勳發先生明白將「應
通知之事項」解為僅包含主觀危險增加通知義務（同上註，頁 670）、江朝國先生亦將「應通
知之事項」解為僅包含主觀危險增加通知義務（參閱江朝國，同註 25，頁 313）。 
41 89年台上字第229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88年保險上字第15號判決認為「應通知之事項」
包含危險增加通知義務，86年台上字第2646號判決更謂：「 
保險法第五十七條固有：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應通知之事項而怠於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
故外，不問是否故意，他方得據為解除保險契約之原因之規定。惟查保險契約當事人之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應負通知義務之事項，依保險法之規定，僅有第五十八條之危險發生
之通知及第五十九條危險增加之通知二種﹍﹍」。 
42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品或

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約定無效。 

契約經解除者，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回復原狀之約定，對於消費者較民法第二百五十九

條之規定不利者，無效。」 
43 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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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若答案為否，則探討如何運用其中之法條即屬空論。 

一、  保險領域消費者保護法適用問題 

保險是否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就此問題，學說上多採肯定

說，然為何適用，卻少見詳細解釋者44。大抵而言，其理由係認為，

消保法乃基於增進對於消費者之保護而制訂之法律，是以不論其消費

之對象為何種商品或服務，均應有受到保護之必要，尤其保險消費紛

爭向來受到社會之注目，要保人相對於保險人係處於經濟、專業上之

弱勢，其受消保法之保障應屬當然45。 

採否定說者，雖係少數，然其逕點出肯定說立論不穩之見解，卻

相當有力。其認為，消保法本身並未定義何謂消費，「消費」二字若按

經濟學上之解釋，係指人類為滿足其生活上之慾望而消耗財貨之行

為，購買保險本身是否帶來生活上慾望之滿足，深值懷疑，即使採肯

定見解，消保法諸多法條文字與保險之概念實難牽連，若逕予適用恐

引發更多爭議46。 

按就消保法整體觀之，其雖以保護消費者為立法目的，然並非謂

消費者身邊發生之任何事項均受消保法之規範，而係僅消費者與企業

經營者間發生或預備發生47法律關係時，方受到保護，此觀諸消保法

課予企業經營者充實消費資訊（消保法第四∼五條、第二十二∼二十

                                            
44參閱許東敏，從保險看消費者保護法-對消保法施行細則之期待，壽險季刊第 91期，西元 1993
年 3月，頁 7；江朝國先生認為：「消保法之適用範圍無疑亦包括保險產品在內，故保險契約
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於消保法第二條第三款之「消費關係」，定義所及範圍內應屬消

保法內所稱之消費者。」（參閱江朝國，談消費者保護法和保險申訴之關係，保險專刊第 44
期，西元 1996年 6月，頁 51），但並未解釋其理由；范建得教授謂：「惟不可否認的，其他諸
如借貸人、承租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仲介契約中之委任人，及至信用卡之申請人等亦均屬

消費者之類型。」亦未申述其理由（參閱范建得，消費者保護法基礎體論，漢興書局有限公司，

西元 1999年，頁 27）。 
45 參閱許東敏，同上註，頁 7。 
46 同上註，頁 6-7。 
47 此係指消保法第七條第一、二項、第十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之情形，蓋諸此條文之
消費者尚未與企業經營者發生法律關係，僅是有締約可能。參閱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合著，

認識消費者保護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西元 1995年 2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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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商品製造人責任（消保法第七∼十條之一）、定型化契約之適

正性（消保法第十一∼十七條）---等規定觀之，即可自明。是以吾人

可知，凡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發生或預備發生法律關係時，消費者保

護法方有適用之虞地，而因此必須進一步探究者為，要保人是否為消

費者？保險人是否為企業經營者？要保人與保險人間是否發生或預備

發生法律關係？最後一問題，因要保人與保險人間發生之法律關係即

為保險契約關係，無庸置疑，是以須探查者僅為前二問題。 

（一）消費者 

    要保人是否為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定

義，其所謂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

務者」，故要保人須符合該款所下定義方能謂為消費者。對於該款之斷

句，共有兩種見解，一說將該款分為（1）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者（2）

以消費為目的而使用商品者（3）以消費為目的接受服務者48，另一說

則將該款分為（1）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商品者（2）以消費為目的

而為使用商品者（3）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者49。因學說上並未對

此問題加以重視，是以亦未見顯明之通說或多數說見解。本文認為，

消保法既將商品與服務並列50， 同為消費者用以滿足其慾望之工具，

則「交易」、「使用」二語應僅是運用「商品」之手段而已，是以應採

                                            
48 孫森焱先生、謝穎青、馮震宇採此說，分別參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者保護法
施行細則研訂資料，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西元 1995年 2月，頁 53、馮震宇、姜志俊、
謝穎青、姜炳俊，消費者保護法解讀，月旦出版公司，西元 1998年 1月，頁 32、馮震宇，「事
業」與「企業經營者」-論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責任主體，公平交易季刊第二卷第二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西元 1994年 4月，頁 20。 
49 採此說者有李伸一、黎淑慧等，分別參閱李伸一，消費者保護法論，凱崙出版社，西元 1995
年 4月，頁 12、黎淑慧，消費者權利-消費者保護法，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西元 2003
年 4月，頁 4。 
50 參閱消保法第二∼四、七∼十、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六、三
十七、四十三等條文，及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同註 47，頁 15、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同註 48，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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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說為是。「商品」者，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四條51之解釋乃：

「為交易客體之不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產品、半成品、原料或零組

件。」，保險並非消保法所稱「商品」顯而易見。故要保人是否符合消

費者之定義剩下之唯一機會僅有符合「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者」

一途。 

    何謂「消費」？消保法上對消費一詞並未加以解釋，是以僅能諉

諸學說判例之發展加以闡明。消費本來是經濟學上所使用，相對於生

產概念的專門用語。行政院消保會 84年 4月 6日台 86消保法字第 351

號函謂：「消費係為達成生活目的之行為，凡係基於求生存、便利或舒

適之生活目的，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所為滿足人類慾望之行為﹍」，「消

費係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之行為，蓋消費雖無固定模式，惟消費

係與生產為相對立之二名詞，從而，生產即非消費，故消保法所稱之

消費，係指不再用於生產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52。法律學上使

用「消費」之概念，乃自 1950年代後半至 1960年代前半消費時代來

臨以後始有之53。按法律詞彙若立法上無特殊考量，應以貼近於人民

用語為是，消費之定義，環球百科全書謂：「消費是指使用貨物、勞務

以滿足人類需求」之行為54，國語辭典謂：「人類為滿足慾望而使用消

耗財貨叫消費」55，學說上亦謂：「稱消費（Consumption）者，為人

類在生活過程中，使用財物或消耗服務之行為也」56，基隆地方法院

87年重訴字第 25號判決亦有詳細之申論，認為：「所謂『消費』係指

人類為滿足其生存或生活上之需求或慾望，而對財貨或服務加以使用

                                            
51 該施行細則雖係針對消保法第七條之商品加以定義，然其餘條文所稱商品，除性質特殊者
外（如分期付款買賣不包括不動產之分期付款買賣），亦可參照該項定義解釋商品之概念。參

閱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同上註。 
52 朱柏松，論廣告媒體業者之損害賠償責任-兼評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二０二七號判
決，月旦法學第 91期，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2002年 12月，頁 18註 34。 
53 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西元 1999年 9月，頁 232。 
54 李伸一，同註 49，頁 6。 
55 康哲茂、陳仁和，國語辭典，中國晉學出版社，西元 1989年 6月，頁 347。 
56 朱柏松，同註 53，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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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之行為。在商業經濟高度發展之時代，分工細密，個人以自己

之勞務投入整體經濟社會中，換取所得，生活中之需求則必須以自己

之所得，經由市場之交易，以貨幣化、數字化之方式從事交易，獲取

生活之所需之商品或服務。因此，消費者係相對於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者而言。因人類為達到其在生存及生活之目的，須滿足衣食住行育樂

及安全、衛生等各方面之需求，任何人均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完成之方

式，自我提供對各種財貨、服務之需求，故人們除自我能提供之極小

部分外，恆為財貨或服務之消費者﹍」。是以，吾人可得出結論，凡人

皆有慾望，消費即為為滿足生存或生活上之慾望所為之行為。 

    何謂「服務」？消費者同樣未對服務一詞加以定義，且係立法者

刻意遺漏，意在留待法院或學說依消保法之全文意旨依個案論斷或建

構其理論57。服務，於辭典上之定義為辦理事務58，解釋上，因消保法

既未對服務加以列舉、限定，則任何形式之服務應皆為消保法所指之

服務59。 

    要保人是否符合「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者」之定義？要保人

依保險法第三條係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

務之人，通俗而言，即為購買保險者。個人要保人，購買保險大多帶

有滿足某種生存或生活上之慾望之目的，而其中主要係為滿足生活安

定之需求，其所能獲得之服務為保險人之風險承擔事務，故應符合消

費者之定義。企業要保人，則須依是否以消費為目的加以判定是否為

消費者。 

                                            
57 朱柏松，同上註，頁 195、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同註 48，頁 84-85。 
58 康哲茂、陳仁和，同註 55，頁 293。 
59 朱柏松，同註 53，頁 180、黎淑慧，同註 49，頁 37、詹森林先生亦謂：「由於消保法對於
「服務」，並無明文定義，且概念上，「服務」範圍甚廣，幾乎與一般人日常生活上之食、衣、

住、行、育、樂，莫不關連。而且，不少實務見解，對消保法所稱服務，亦採取廣義見解，﹍」，

參閱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增訂及修正條文要旨，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5期，西元 2003年 4
月，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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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經營者 

    保險人是否為企業經營者？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定義為：「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

為營業者。」，保險並非消保法所謂「商品」已如前述，是以應符合之

標的為「以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保險人依保險法第二條之定義為「經

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經營保險者當即為以提供保險為營業者

60，而保險者，「一種危險理財之安排，藉由匯集多數不確定危險，重

新分配意外損失成本，而以法律契約約束危險對價與損失補償之支

付，已達成分散危險目標61」之制度，乃一風險承擔之服務，是以保

險人符合「以提供服務為營業者」之定義，應無庸置疑。保險人為消

保法所謂「企業經營者」。 

（三）小結 

    要保人若係以滿足某種生存或生活上之慾望為目的（以消費為目

的）而締結保險契約（接受承擔風險服務）應為消保法上之消費者，

而保險人為消保法所謂「企業經營者」，彼此間存在保險契約關係，是

以此時保險應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個人要保人主要係為生活安定

之目的而締結保險契約，是以其與保險人所締結之保險契約應有消費

者保護法之適用。企業要保人則須視其是否以消費而目的與保險人締

結契約而定。 

二、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 

    要保人能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向保險人解除契約？依消保

法第十九條，為訪問買賣之消費者，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

                                            
60 許東敏，同註 44，頁 9。 
61 陳彩稚，保險學，三民書局，西元 1996年 6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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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

明理由。所謂訪問買賣，依消保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係指企業經

營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所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所為之買

賣。於保險行銷方面，保險人若未獲要保人之邀請，逕至要保人之住

宅推銷保險，要保人是否可依消保法第十九條解除契約？之所以探究

此問題，乃因我國保險業傳統上即往往係經由業務員透過此種方式而

取得業務62。此時，投資型保險糾紛之受害人是否可主張消保法第十

九條解除契約乃值得替要保人設想。 

按未獲邀約所為之銷售，之所以賦予消費者解除權，乃因於此情

況下，消費者多係因礙於情面，或正臨急事無暇多問，或一時受利益

所惑，甚者懍於被糾纏、脅迫之恐懼下所為交易，況且欠缺比較其他

商品之機會，通常並未深思熟慮，事後亦往往後悔不已，若不賦予解

除權，則對交易秩序造成之衝擊不可謂不大63。故，理論上來說，凡

係採此種銷售方式所為之交易，消費者均應有解除權。然，我國消保

法則將其定義為「未經邀約﹍﹍所為之『買賣』」，買賣者，依民法第

三百四十五條之定義為「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使得履行上並非移轉財產權之「服務」交易即無法

適用消保法有關訪問買賣之規定64。因此，消保法於西元 2002 年 12

月 27日修訂時，乃增設第十九條之一，使以訪問買賣所為之服務交易

得準用第十九條之規定，向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65。 

    保險業所提供者係風險承擔服務66，是以要保人得依消保法第十

                                            
62 保險行銷方式中有一者稱為「陌生拜訪」，為挨家挨戶拜訪之行銷方式，即為此類。陌生拜
訪，參閱林淑蘭，做個壽險行銷高手，三思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西元 1994年 4月，頁 102-106。 
63 朱柏松，同註 53，頁 306。 
64 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上特種買賣之實務與立法問題，消費者保護法專案研究實錄，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西元 1995年 11月至 1997年 2月，頁 155。 
65 詹森林，同註 59，頁 214。 
66 保險人所負之義務為何學說上有金錢給付說與危險承擔說，以危險承擔說為通說。參閱江
朝國，同註 25，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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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之一準用第十九條向保險人解除契約。 

    投資型保險紛爭受害之要保人若係因訪問買賣而締結保險契約，

自當亦得準用消保法第十九條向保險人解除契約。然應注意者是，投

資型保險紛爭之受害人係因業務員之不實說明而招致損害，並不必然

同時為訪問買賣之消費者，是以並非皆得主張消保法第十九條。 

    於解除權行使上，依消保法第十九條，要保人應以書面通知保險

人解除契約。契約解除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保險人與要保人間關

於回復原狀之約定，不能較民法第二五九條為不利。依民法第二五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

還之。該利率因消保法上無特別規定，當事人若亦無約定，依民法第

二０三條，應以 5％法定利率計算67。是以，要保人解除契約後，得向

保險人請求附加 5％之利息返還保費。惟尚應注意者係，該解除權僅

能於七日除斥期間內行使，除斥期間之起算，依消保法十九條之規定

為自「收受商品」後七日內，何謂收受商品？於保險上，應解為係收

到保險單時。是以，要保人僅能於收到保險單起七日內，解除保險契

約，否則該解除權即告消滅。對要保人之保護其實相當倉促。學說上，

雖不乏主張七日除斥期間，於企業經營者違反消保法第十八條68之告

知義務時，應依誠信原則調整者69。惟實務上仍係嚴守法條自收受商

                                            
67 朱柏松，同註 53，頁 365、黃立，民法債編總論，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1999年 10月，頁
519、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華泰文化事業公司，西元 2003年 3月，頁 577。 
68 依消保法第十八條，於行訪問買賣時，企業經營者應將其買賣之條件、出賣人之姓名、名
稱、負責人、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而消保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進一步補充，規

定除消保法十八條之事項外，消保法第十九條之解除權亦應告知消費者。 
69 參閱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上之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一輯，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西元 1995年 6月，頁 51；朱伯松先生認為一旦企業經營者違反告知義務，
將使解除權發生延長、變更效果。受領告知未收受商品，除斥期間自收受商品起算；若既未受

領告知亦未收受商品，除斥期間不起算，得隨時解除；若未受領告知而收受商品，應給予消費

者一個月除斥期間；若受領不完全告知（例如未告知消費者得解除契約）而收受商品，除斥期

間應自消費者知其有解除權起算，但不得超過收受商品後一個月，參閱朱伯松，同註 53，頁
345-349。 

 151



品後起算七日期間之規定70。 

三、  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 

    消保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之所以討論此條，是因

為投資型保險保險人於行銷投資型保險時，應絕少不利用廣告者，若

廣告本身可作為要保人救濟之基礎，譬如保險人於廣告上號稱其投資

型保險投資報酬率 9%，要保人若能依此向保險人要求報酬率 9％之保

險金，則對要保人之助益不可謂不大。 

    消保法第二十二條是否具有此種效力？左右該問題之關鍵在於廣

告是否具有契約之效力？因若廣告具有契約效力，消費者自得依廣告

請求企業經營者履行。就此問題，通說為肯定說，正反見解理由如下。 

肯定說：   

    採肯定說者，不論係學說上或者實務上均是多數。其理由係認為，

消保法第二十二條所用字眼已強烈表明廣告應為契約內容之意旨，開

宗明義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廣告內容的真實，並再加上一句，其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立法者這麼苦心的重複

強調，應該是想賦予廣告有契約的拘束力71。況且，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之官方立場亦謂：「﹍在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訂立契約以後，則廣告

的內容即成為契約的內容，此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真

義。」72，則只要是「﹍消費者依廣告所傳播之訊息，擬與為廣告之

                                            
70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90年簡上字第144號判決：「茲有疑問者，當企業經營者違反上述告知
義務未為告知時，法律效果為何？消費者保護法中並無明文規定，此時依民法之規定企業經營
者構成締約上過失，應對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消費者仍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之收到商品後七日內行使解除權﹍」，臺北地方法院88簡上字第683號判決、臺北地方法
院87年簡上字第91號判決上亦有幾乎相同之敘述。 
71 詹森林先生之發言，參閱月旦法學雜誌，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檢討-「以預售屋銷售
廣告為核心」座談會，月旦法學雜誌第 39期，西元 1998年 8月，頁 77。 
72 李秀芬，消費者保護法與廣告資訊的規範-訂契約，歡喜就好？，法律與你第 50期，西元
1997年 12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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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訂立與廣告內容相符之契約內容而向企業經營者為要約，

經企業經營者為承諾者，則企業經營者對該消費者即應負與該廣告內

容相同之契約義務，亦即該廣告內容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而為企業

經營者所應履行之契約義務。」73如此，「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之債務

為：依契約訂定事項履行，例如給付如廣告所述之品質或數量之物，

或提供與廣告宣傳同一水準的服務等。視廣告與實際不符（之情況），

可能有給付不能、給付遲延、不完全給付（之責任）發生，﹍」74，

或者產生物之瑕疵擔保責任7576。不論係由消保法二十二條之法文，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之官方解讀立場，以及與民法債務不履行理論之銜接

上，皆指向廣告應具有契約效力，消保法第二十二條具有使廣告成為

契約內容之效力當無疑問。實務上，92 年台上字第 788 號判決、91

年台上字第 2583號判決、91年台上字第 2025號判決、91年台上字第

1387號判決、91台上字第 666號判決、90年台上字第 1585號判決、

90年台上字第 475號判決、89年台上字第 2134號判決、89年台上字

第 746號判決、89年台上字第 587號判決、88年台上字第 1892號判

決、87年台上字第 130號判決、86年台上字第 1955號判決，亦均持

肯定見解。           

    須注意者係，於肯定說中，尚因對廣告所具法律性質認定之不同，

而有要約說與要約引誘說兩種不同見解。採要約說者認為，消保法二

十二條係將傳統上認為係「要約引誘」之廣告變換為「要約」，經由消

                                            
73 廖義男，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與標示規範之競合，律師通訊第 199期，西
元 1996年 4月，頁 19。 
74 林誠二，消費資訊之規範，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三輯，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西元 1997
年 4月，頁 68-69。 
75 參閱 91年台上字第 666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同註 71，頁 81-82。 
76 採肯定說者，譬如楊碧惠、林誠二、朱柏松、廖義男、范建得、林明珠、姜炳俊、李伸一
等，分別參閱月旦法學雜誌，同上註，頁 77、林誠二，同註 74，頁 68-69、朱柏松，同註 52，
頁 19、廖義男，同註 73，頁 19、姜志俊、黃立、范建得編著，消費者權益保護，國立空中大
學，西元 2000年 6月，頁 207、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同註 47，頁 112、馮震宇、姜志
俊、謝穎青、姜炳俊合著，同註 48，頁 168、李伸一，同註 49，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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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之「承諾」後，使企業經營者承擔契約義務77。採要約引誘說者

則認為，由消保法二十二條之法文，並無可推論出廣告係要約之處，

廣告仍為要約引誘，否則若任憑因廣告而為承諾之消費者均認定已與

企業經營者成立契約，則未免使企業經營者負擔過重之責任78，因此

消保法二十二條雖使廣告具備契約效力，但與廣告之法律性質為何，

其實為不同層次之問題79，且實際上企業經營者未必有以廣告為要約

之意思80，廣告仍為要約引誘為是81。 

否定說： 

    採否定說者僅為少數，其理由係認為當事人私法自治應予尊重，

倘當事人於契約中已有明確之合意，則與該合意內容不同，或有差距

之廣告，即不得視為契約之一部分82。消保法第二十二條僅係行政機

關為管理消費秩序之公平所為措施，雙方關係人之契約關係，仍須以

交易雙方曾進行磋商後達於意思表示一致者為內容，否則恐有違反民

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基本精神83之虞。縱使企業經營者之商業行為存有

                                            
77 採要約說者，譬如李伸一先生謂：「消費者保護法對廣告之規範，﹍實際上已變更廣告之性
質，由傳統觀念之『要約之引誘』更改為『要約』，﹍」，參閱李伸一，同註 49，頁 186；89
年台上字第746號判決。 
78 例如企業經營者僅能提供一百戶預售屋，但為承諾者遠超過一百人，則如何令企業經營者
履行？參閱月旦法學雜誌，同註 71。 
79 朱柏松，同註 52，頁 20。 
80 林誠二，同註 74，頁 70。 
81 採要約引誘說者尚有，姜炳俊、林明珠、廖義男等，分別參閱馮震宇、姜志俊、謝穎青、
姜炳俊合著，同註 48，頁 169、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同註 47，頁 111、廖義男，同註
73，頁 20；並可參閱 91年台上字第 2583號判決。 
82 參閱月旦法學雜誌，臺北地方法院 86年訴字第 2972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39期，農學
股份有限公司，西元 1998年 8月，頁 152。 
83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92年上易字第219號判決：「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其對消費者所負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固定有明文。惟按廣告

之作用重在吸引顧客購買之慾望，引發客戶觀看及興趣之動機，廣告為商機之媒介，法律性質

上屬於「要約引誘」，雖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

廣告內容，然此乃行政機關為管制消費秩序之公平所為措施，至企業經營者與第三人訂定之權

利義務關係，仍應以雙方當事人間之言詞或書面約定為規範依歸。因之契約仍應以交易雙方曾

進行磋商後達於意思表示一致者為內容，吸引消費者前來觀賞之廣告內容，如未於進行磋商中

達於意思表示合致，僅因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即謂廣告當然為契約內容之一部，

顯有違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基本精神。」、台灣高等法院89年重上字第285號判決：「按廣

告之作用重在吸引顧客購買之欲望，引發客戶觀看及興趣之動機，廣告為商機之媒介，法律性

質上屬於「要約引誘」，雖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

 154



廣告不實之情形時，依消保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亦僅對消費

者產生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已84，而並非謂廣告具契約效力，使

消費者得依廣告內容請求企業經營者履行。 

    從消保法第二十二條之法文觀之，既然要求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

所負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則廣告之內容係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

所負義務之最低標準，是以廣告應具有契約效力為是。消保法第二十

二條之立法說明謂：「本條規範目的在於保護消費者，避免企業經營者

以不實廣告侵害消費者權益，故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85，從該說明之保護消費者立場而言，

亦以採具契約效力說為當。因此，本文亦認為應採肯定說。 

    依肯定說之見解，消費者必須是因出於對廣告之信賴而締約，方

有消保法第二十二條之適用86。因此若廣告上已寫明僅供參考之意

旨，或消費者於締約時已對契約內容一一審認87，或基於企業經營者

特別之說明88，事實上並非基於對廣告之信賴而締約時，即無消保法

第二十二條之適用。判斷上應就具體案例探究消費者是否對廣告有所

                                                                                                                          
於廣告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定有明文，此乃行政機關為管制消費秩序之公平所為措

施，至企業經營者與第三人訂定之權利義務關係，仍應以雙方當事人間之言詞或書面約定為規

範依歸。因之契約仍應以交易雙方曾進行磋商後達於意思表示一致者為內容，吸引消費者前來

觀賞之廣告內容，如未於進行磋商中達於意思表示合致，僅因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即謂廣告當然為契約內容之一部，顯有違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基本精神。」 
84 月旦法學雜誌，同註 82。 
85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消費者保護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編印，頁 13。同書頁 45有趙少康委員所提消費者保護法草案，第二十條：「企業經營者應確
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依契約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立法說明：「為避

免企業經營者以不實之廣告致侵害消費者權益，本法擴張其契約責任及於廣告之內容。」，明

白表示將廣告納入契約內容之意圖，雖該草案未獲通過，然學者認為並不否定消保法使廣告具

契約效力之意旨，參閱朱柏松，同註 52，頁 19註 37。 
86 91年台上第1387號判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明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
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是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
未就廣告內容而為約定，惟消費者如信賴該廣告內容，並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訊息進而與之簽
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自應及於該廣告內容。」 
87 參閱 91年台上字第 893號判決。 
88 88年台上字第 1892號判決：「預售屋之建商以廣告內容誘發客戶預購房屋之動機，且進而
以廣告內容與購屋人洽談該屋之性質時，除非建商另為特別之說明，否則該廣告之說明及樣品

屋之示範應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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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企業經營者可主張消費者對廣告內容欠缺合理期待、廣告內容

並非交易上重要事項、或者消費者並未對廣告信以為真89、或企業經

營者於締約時已盡說明義務90而免責。消保法第二十二條前段既謂企

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則企業經營者自應就廣告係真實無

引人錯誤信賴之虞負舉證責任。 

而另外值得討論者是，雙方當事人是否能合意排除消保法第二十

二條？也就是是否能於契約中約定，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以契約為

準，無依廣告補充之餘地？若然如此，則廣告並非契約之內容，消費

者自無法依廣告向企業經營者請求履行，消費者之權益自然大打折

扣。就此問題，學說上認為應區分契約係因個別商議而成立或使用定

型化契約而成立。前者，消費者既已合意排除廣告之內容，基於私法

自治原則，消保法第二十二條當無適用餘地。後者，因定型化契約係

由企業經營者擬定經消費者附合而成立，對條款內容之熟悉程度而

言，本即對消費者較為不利，可藉將該排除條款解為異常條款，依消

保法第十二條或第十四條，認定為無效或非契約內容91。對於後者之

情形，實務與學說相同均採否定見解9293。 

至此，吾人可知，凡基於對廣告之信賴而締約者，得依消保法第

二十二條請求企業經營者履行廣告內容。然何謂廣告？消費者保護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訂有明文，係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

                                            
89 月旦法學雜誌，同註 71，頁 84。 
90 葉大殷律師、蔡和仁先生之發言，月旦法學雜誌，同上註，頁 82-83。 
91 詹森林先生之發言及楊碧惠法官之發言，參閱月旦法學雜誌，同上註，頁 84及 77、李秀芬
律師亦謂：「企業經營者倘若得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任意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豈

非令該條規定成為具文？」，參閱李秀芬，同註 72，頁 39-40。 
92 90年台上字第475號判決：「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
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所明定。本件兩造簽訂之「預定房地買賣契約

書」第十九條後段約定：本屋銷售期間所使用之說明書、廣告、海報等資料，僅作為參考之用

一節，因與前開規定相悖，應屬無效。」 
93 90年台上字第 1585號判決：「查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所明定。本件兩造簽訂之預定房地買賣契

約書第二十二條約定：本房屋預定買賣所有銷售說明書、廣告資料等僅作參考用途一節，因與

前開規定相悖，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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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

語音、電腦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實務上甚至有將投資理財建議書亦認定為廣告者94。                              

另，值得注意之現象係不論學說或實務上於探討消保法二十二條

時，常隱隱約約地透露出認為企業經營者應有說明義務之意向，如林

誠二先生謂：「第二十二條後段是法律擬制契約之內容，似非前段義務

違反之直接法律效果。」95、葉大殷律師：「剛才一再強調建設公司有

說明義務，應揭露一定之事項，﹍」96，臺灣高等法院 90年度重上字

第 68號判決97、臺灣高等法院 91年度上更（一）字第 196號判決98、

臺灣高等法院 89年度重上字第 567號判決99等則進一步由消保法第二

十二條前段之立法精神推導出企業經營者之說明義務，其後續發展實

值觀察。 

綜上，要保人若係因保險人傳播之投資型保險廣告之誤導，產生

信賴而締結投資型保險契約，可依消保法第二十二條，請求保險人履

行廣告之內容，並可能因此可主張債務不履行責任（給付不能、給付

遲延、不完全給付）、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對要保人之救濟力道實係相

當強大。惟應注意者是，若保險人之廣告文宣上絲毫無誤導之處，要

保人純粹係因業務員對投資型保險契約之不實說明而締結契約時，則

                                            
94 參閱 90年台上字第 2027號判決。 
95 林誠二，同註 74，頁 71。 
96 月旦法學雜誌，同註 71，頁 83。 
97臺灣高等法院90年度重上字第68號判決：「『夾層屋』或『樓中樓』為房地產界之新興產
品，對不具專業知識之一般購屋消費者而言，並無法分辨所謂『夾層』與『隔層』之不同及其
合法性，在此情形下，企業經營者為專業之建商，對各項建築法規應知之甚詳，基於消費者保
護法第二十二條前段規定之精神，企業經營者在其廣告上更應明確告知消費者或向消費者充
分說明。」 
98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更（一）字第196號判決：「前開所述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
規定，被上訴人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之內容；且被上訴人為專業之建商，對各項建築
法令知之甚詳，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立法精神，企業經營者在其廣告上更應明確說
明夾層在法律上之評價及依據，﹍」。 
99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度重上字第567號判決：「﹍上訴人為專業之建商，對各項建築法令知之
甚詳，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立法精神，企業經營者在其廣告上更應明確說明夾層在
法律上之評價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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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消保法二十二條適用之餘地100。 

參、  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一條 

    於廣告相關規範上面，除消保法第二十二條外，討論上常一併提

起者為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為公平法）第二十一條。公平法第二十

一條謂：「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

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

輸出或輸入。 

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四項略）」 

事業若違反該條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依據公平法第三十一條，

應對受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要保人是否能主張公平法第三十一條向

保險人請求救濟？關鍵在於保險人是否為公平法所謂「事業」，要保人

是否為公平法之保護主體。 

    公平法第三十一條謂：「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

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事業，依公平法第二條之定義包含公司、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之人或團體。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一條之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依

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其種類有有限公司、無限公

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四種（公司法第二條）。獨資或合夥之工

                                            
100 口頭表示並非廣告方法之一，自不屬於廣告之範疇，既非廣告，當然無消費者保護法及公
平交易法上規定之適用。參閱李欽賢，保險業之不實廣告與消費者保護法，保險專刊第 43輯，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西元 1996年 3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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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號，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依商業登記法

或其他法令，經主管機關登記之行號101。同業公會，指一定地區內具

有相同職業之人，依據法律而組成之法人團體102。其他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則為公平法對事業定義之概括規定，蓋前三

者並無法完全涵蓋公平法所欲規範之對象，公平法乃另設概括規定以

求完備。由此亦可看出，公平法真正欲規範之主體為凡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易者，前三者僅是列舉，於前三款外，符合第四款定義之人

或團體亦皆為公交法所謂「事業」103。 

保險人是否為「事業」？保險人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之規定，

原則上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股份有限公司為公司之一種，

為公平法所謂「事業」並無問題。保險合作社，是否為事業，則須視

其是否符合「提供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之定義而定，而其中之

核心問題在於保險合作社所從事者是否為交易？保險合作社與其社員

間若僅為結社上之會員關係，則其與社員間之來往，原則上僅屬於社

團內部之自治關係，應無公平法之適用，但若屬於銷售之交易關係，

則有公平法之適用104。會員關係之特徵顯示於其意思決定機關（會員

大會或股東大會）、執行機關（理事會、董事會、執行業務股東、執行

業務合夥人）、監督機關（監事或監理人）、會員參與董、監事或理、

監事選舉參與社團營運之權利上105。保險合作社者，由一些可能遭遇

同類危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為社員，根據合理計算共同聚金，公平分擔

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意外事故所致損害之經濟制度106。依保險法

                                            
101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一冊），三民書局，西元 1994年 2月，頁 8。 
102 同上註，頁 9。 
103 同上註，頁 12。 
104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西元 1993年 10月，頁 42。 
105 同上註，頁 42。 
106 葉統生，開放保險合作社設立雛議，信用合作季刊第 19期，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西元 1989年 1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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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六條，保險合作社除依保險法外，適用合作社法及其有關

法令之規定。依合作社法，合作社內設有理監事等機關，社員並可參

與理監事選舉107。因此保險合作社與其社員間應僅是結社上之會員關

係，是以其所從事者並非交易，故，並非公平法上所謂「事業」。我國

目前實務上之保險合作社僅有台灣省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一家108。另

外，依中央信託局條例成立之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其組織形式亦

為股份有限公司，僅是其為國營，且實際上亦有對外招攬保險109，擁

有參與市場競爭之力量，本文認為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亦為公平法

所稱事業。因此，吾人可得出結論，保險人除保險合作社外，為公平

法上之「事業」。 

    要保人是否為公平法之保護主體？公平法第三十一條僅謂：「﹍，

致侵害「他人」權益，﹍」，並未就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加以限制，

故原則上，凡因違反公平法之行為而受有損害之人均為請求權人110。

是以，不論是與為違反行為之事業地位相等之競爭事業或一般消費大

眾盡皆為請求權人111。實務上，亦多認為一般消費大眾得依公平法第

三十一條向事業請求損害賠償112。要保人若非一般消費大眾即為事

業，一旦因保險人違反公平法之行為受有損害，即為請求權人。 

    而於構成要件上，受害人應至少證明（1）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2）違法（3）權益受損（4）因果關係113，而有問題者為是否應證明

事業之故意過失？蓋公平法第三十一條並未對事業之主觀要件加以規

                                            
107 參閱合作社法第三十二條。 
108 參閱保險司網站，保險產業概況，http://www.insurance.gov.tw/insu/insu6.asp 最終瀏覽日：
2004/1/30。 
109 參閱中央信託局網站，http://www.ctclife.com.tw/ 最終瀏覽日：2004/1/30。 
110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2000年 9月，頁 438。 
111 同上註，頁 442、呂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合著，公平交易法解讀，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2000年 10月出版，頁 157。 
112 參閱 91年台上字第 47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88年上字第 105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87年重上字第 216號判決---等。臺灣高等法院 90年上字第 488號判決則採否定說。 
113 賴源河，同註 110，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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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而引發學說上對於第三十一條之構成要件上是否應有故意或過

失要件之爭論。對此問題，學說上有認為第三十一條既屬侵權行為規

定，原則上，應回歸民法，以故意過失為要件；有認為公平法第三十

一條即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所指涉之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

一八四條第二項之侵權行為類型自應以故意過失為要件，僅是該故意

已由法律推定114；有認為第三十一條係以違法性取代故意過失之歸責

要件，是以該條為無過失責任；有認為，法文並不特別明示以故意過

失為要件，則自為無過失責任無疑115。本文採第四說，以法文確實無

明文，且基於公平法第一條保護消費者利益之目的，應採有利於消費

者之解釋之故也。 

    綜上，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之受害人若能證明保險人廣告不實，

譬如廣告上宣稱投資報酬率為 9％，使要保人誤以為為預定利率 9％之

傳統保險而購買，因而遭受投資損失時，無須證明保險人之故意過失，

即能基於公平法第二十一條違反，依據同法第三十一條向保險人請求

本金減少等損害。 

    惟同樣應注意者是，若保險人之廣告文宣上絲毫無誤導之處，要

保人純粹係因業務員對投資型保險契約之不實說明而締結契約時，則

無公平法第三十一條適用餘地。 

肆、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 

    美國法院主要係依證券交易法及有價證券法上之證券詐欺規範處

理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紛爭，我國法上是否亦可援用證券交易法解決

乃值得探究。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謂：「有

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

                                            
114 黃茂榮，同註 104，頁 520-521。 
115 參閱朱柏松，論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交錯，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西元 1991年 6月，頁 596、賴源河，同註 110，頁
44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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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誤信之行為。」第三項謂：「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

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係為所謂

之「一般反詐欺條款」116。由條文可知，「有價證券」方有該條之適用。

而依證交法第六條，證券交易法所謂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

票、公司債券、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視為有價證券之債券

（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價款繳納憑證、表明權利證書）

等五種117。其中，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至今為止有受益憑

證、外人在台募集資金赴外投資所訂立之投資契約及外國證券三種

118。很顯然的，投資型保險並未名列其中。投資型保險既非證券交易

法規範之有價證券，要保人自無法依據證交法第二十條請求損害賠償。 

    然，投資型保險係結合保險與投資性質之保險，既具有有價證券

之性質，直接適用雖不可行，亦應得類推適用證交法第二十條，向保

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證交法第二十條之性質，早期有契約說、侵權行為說、獨立類型

說三種見解119，因西元 1988年 1月證交法之修正，現今通說已認定該

條之性質為侵權行為120，因此欲依證交法第二十條主張權利，基本上

亦應滿足一般侵權行為之要件。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有（1）加害

行為（2）不法（3）侵害他人權利或利益（4）產生損害（5）加害行

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6）加害人有責任能力（6）加害人有故意或

                                            
116 劉連煜，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一），三民書局，西元 1997年 11月，頁 205。 
117 吳光明，證券交易法論，三民書局，西元 2000年 11月，頁 33。 
118 參閱劉連煜，同註 116，頁 227、陳春山，證券交易法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西元 2001
年 2月，頁 22-23。 
119 契約說認為，欲依證交法第二十條請求損害賠償，求償權利人與義務人間須有契約關係；
侵權行為說認為求償權人與賠償義務人間即使無契約關係，亦可依照證交法第二十條請請求損
害賠償；獨立類型說則謂，證交法第二十條之性質為何，應依證交法之立法目的解釋，不宜強
加解釋為民法中之特定類型。參閱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一冊，三民書局，西元 1992
年 8月，頁 329-330。 
120 參閱劉連煜，同註 116，頁 207、莊永丞，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證券詐欺損害賠償責任之
因果關係，中原財經法學第 8期，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西元 2002年 6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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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等121，惟證交法第二十條之構成要件則稍微有異，從證交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之法文觀之，既未對主觀要件設下限制，則應是不論加害

人之故意或過失，投資人均可請求損害賠償，此點對投資人甚為有利。

惟依「善意取得人」一語，須善意投資人方可請求損害賠償，此點則

較一般侵權行為嚴苛。 

    學說上對上述構成要件討論甚烈者為因果關係之證明上。此乃因

證券詐欺訴訟上，因果關係之證明甚為困難之故。譬如，公司負責人

於傳播媒體宣稱營運正常財務健全，實則財務有嚴重困難，致使投資

人誤信而買進該公司股票，嗣股票下跌，遭受嚴重損失一案122上，投

資人欲證明係基於公司負責人之信賴而買入股票，並因買入股票而造

成損失，實際上有其困難。蓋於集中交易市場中，每日參與買賣之人

甚多，買賣雙方通常並無直接接觸洽商，而係透過經紀商於集中市場

撮合成交，加害人僅需提出諸如「投資人於負責人公開談話後一星期

方買進股票，顯非基於公司負責人談話之信賴而購入」或者主張「股

票漲跌因素甚多，非任何一種因素所能左右」123，即能輕易動搖投資

人所為因果關係之立論。為此，學者通說認為應引進美國法院處理證

券詐欺訴訟時使用之「對市場詐欺理論」，推定因果關係存在，將因果

關係之舉證責任轉換給加害人負擔124。對市場詐欺理論之所以會有因

果關係推定之效果，係基於一基礎假設：在一個開放且發展良好之證

券市場，重大之不實陳述或遺漏，一般均會影響股價。因此，受害投

資人即無須對因果關係加以證明，而應由加害人證明並未對股價造成

                                            
121 關於侵權行為之詳細分析，請參閱本文後述民法部分之說明。 
122 新加坡公司案，台北地方法院 74年度訴字第 15521號判決，參閱劉連煜，同註 116，頁 206
註 2。 
123 同上註，頁 208。 
124 同上註，頁 209-218、莊永丞，同註 120，頁 159-172、劉連煜，證券詐欺與因果關係，月
旦法學雜誌第 78 期，元照出版有限公司，西元 2001 年 11 月，頁 22-23、蔡德陽，證券交易
法上之民事責任，萬國法律第 92期，財團法人萬國法律基金會，西元 1997年 4月，頁 53、
王士珮，證券交易法上一般反詐欺條款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西元 1996
年 6月 8日，頁 6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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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該理論於 Basic Incorporated v. Levinson一案中獲得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採納125。 

    要保人雖無法直接適用證交法第二十條，但可試著類推適用向保

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伍、  民法 

一、  民法第八十八條 

    民法第八十八條規定者為有關意思表示撤銷之規範。錯誤者，意

思與表示偶然不一致之謂126，民法第八八條與第八九條共規定（1）意

思表示內容之錯誤（第八八條第一項）（2）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

意思表示（表示行為上之錯誤，第八八條第一項）（3）關於當事人之

資格或物之性質之錯誤（第八八條第二項）（4）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

傳達機關傳達不實（第八九條）等四種錯誤127，表意人若有此四種錯

誤情形，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一旦撤銷意思表示後，依民法第一七九

條後段，因已無法律上原因，受損害者可向受利益者請求返還其所受

利益。因業務員不實說明而締約之投資型保險要保人是否可主張其意

思表示有錯誤而撤銷其意思表示，再依不當得利請求保險人返還保

費？應視是否能符合上述四者之一而定。要保人因業務員之不實說明

而形成其意思進而提出要約，經保險人承諾而成立投資型保險契約，

此一過程中，有問題者僅為業務員之不實說明，其所造成之結果為要

保人獲得不實之資訊，形成錯誤之動機，誤以為投資型保險於任何情

況皆無虧損可能、或與傳統保險一樣為當保險事故發生時可獲得一筆

遠高於保險費之金錢之保險、或為保證高額預定利率之保險，而為保

                                            
125 劉連煜，同註 124，頁 212。 
126 王澤鑑，民法實例研習民法總則，三民書局，西元 1996年 10月，頁 297。 
127 同上註，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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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之要約，其締約意思與締約表示實為一致，僅是其締約動機並

無法藉由締約表示來達成，係屬所謂之動機錯誤。動機錯誤者，意思

表示緣由之錯誤，即表意人在其意思形成之過程中，對於就其決定為

某特定內容意思表示具有重要性之事實，認識不正確128。民法第八八

條與第八十九條四種情形中，僅（3）關於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之

錯誤為動機錯誤，為法律擬制為意思表示錯誤之動機錯誤，乃動機錯

誤不得撤銷意思表示之例外，但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之受害要保人顯

然並非對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有所誤認，而係對保單之功能或性

質產生誤認，是以，應無法依民法第八十八條撤銷其意思表示。要保

人既無法依民法第八十八條撤銷契約，當無法再依不當得利法理請求

返還保費。 

二、  民法第九十二條 

    民法第九十二條謂：「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

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詐欺云者，故意欺罔他人，使陷於錯誤而

為意思表示，並因之而為意思表示之謂也129。受詐欺者，因加害人之

詐欺而陷於動機錯誤之狀態，依民法第九十二條而得撤銷其意思表

示，故受詐欺為動機錯誤不得撤銷意思表示原則之例外130。欲主張民

法第九十二條之詐欺，須證明（1）詐欺人有雙重故意（故意欲使相對

人陷於錯誤，並故意欲使相對人因其錯誤而為意思表示）（2）詐欺行

為（3）相對人因詐欺陷於錯誤（4）相對人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5）

具違法性131，等構成要件。一旦撤銷意思表示後，依民法第一七九條

後段，因已無法律上原因，相對人可向詐欺人請求返還其因詐欺所受

                                            
128 同上註，頁 314。 
129 同上註，頁 325。 
130 同上註，頁 297。 
131 參閱鄭玉波，民法總則，三民書局，西元 1982年 8月，頁 261-262、陳洸岳，詐欺與得撤
銷法律行為之承認，月旦法學雜誌第 74期，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2001年 7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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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詐欺人之主觀要件方面，須有故意方能成立詐欺，若僅是因過失

而使相對人陷於錯誤，並不構成詐欺，亦即並無「過失詐欺」之類型132。

詐欺人之故意須滿足二層面，一為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之故意，一為

欲使相對人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之故意，是為學說上所謂之「雙重故

意」133。須滿足此二要件，方能謂詐欺人有詐欺故意。 

    客觀方面，須實際上有詐欺行為。詐欺行為者，使相對人陷於、

加深、保持錯誤，而虛構、變更、隱匿事實之行為134。不論係積極陳

述不實資訊之作為或消極隱蔽正確資訊之不作為均為詐欺行為。然，

單純緘默之不行為，則除非詐欺人於法律上、契約上或交易習慣上對

某事項負有告知義務外，其單純緘默並非詐欺行為135。 

    除詐欺人基於詐欺故意而為詐欺行為外，相對人方面亦須因此陷

於錯誤，亦即相對人須有錯誤之現象，且該錯誤與詐欺行為間須有因

果關係，始有可能構成詐欺。若相對人未陷於錯誤，或雖有錯誤但非

因相對人之詐欺行為所致，詐欺均無法成立136。 

    相對人即使因詐欺行為陷於錯誤，若未為意思表示，或雖為意思

表示但非因錯誤而為者，仍無法構成詐欺。亦即相對人須為意思表示，

且該意思表示與自身錯誤間須有因果關係137。 

    除前面四要件外，學說上有認為應再證明具違法性要件者，蓋因

社會上存有某些無可避免之虛張行為（如「賣瓜說瓜甜」），社會大眾

視之平常，應不構成詐欺行為之故也138。 

                                            
132 施啟陽，民法總則，三民書局，西元 1996年 4月，頁 258。 
133 同上註。 
134 鄭玉波，同註 131，頁 261。 
135 參閱 33年上字 884號判例、施啟陽，同註 132，頁 258、劉得寬，民法總則，五南圖書出
版公司，西元 1982年 10月，頁 253、鄭玉波，同上註。 
136 鄭玉波，同上註。 
137 同上註。 
138 劉得寬，同註 135，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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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原則上須由詐欺人親自為之，相對人使得撤銷139。於本人

未為詐欺行為，而係履行輔助人（代理人或使用人）為詐欺之場合，

學者通說認為本人應依民法第二二四條為履行輔助人之詐欺行為負同

一責任140。因此，保險業務員（限於保險人之業務員及保險代理人業

務員）若係基於詐欺故意而為投資型保險之不實說明，即相當於保險

人為詐欺行為，要保人自得依民法第九十二條撤銷其意思表示，並進

而依不當得利（民法第一七九條後段），請求保險人返還保費141。保險

人是否應付利息返還保費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視其是否於受領保費

時或其後知無法律上原因而定（民法第一八二條）。業務員既係為詐欺

性不實說明，則理應明知其所受利益無正當依據，是以保險人應付利

息返還保費，若有損失並應賠償。 

惟詐欺構成要件甚為繁重，要保人之舉證路途相當艱困，於業務

員基於詐欺故意而為單純緘默時，更須證明保險人於法律上、契約上、

或交易習慣上有告知義務，於保險法上並未明文保險人應有告知義務

之現實下，對要保人而言無疑是難以承受之負荷。甚且，業務員之不

實說明並非一定係基於詐欺故意而為，若僅是過失不實說明，要保人

即根本無從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撤銷其意思表示達到取回保險費之目

的。 

三、  民法第一八八條 

    民法第一八八條規定者為僱用人之侵權責任，其構成要件為（1）

行為人與僱用人間有僱傭關係（2）受僱人於執行職務（3）受僱人為

侵權行為。而僱用人可以舉證（1）對受僱人之選任已盡注意義務，或

（2）對受僱人之監督已盡注意義務，或（3）疏忽與損害間無因果關

                                            
139 黃立，民法總則，三民書局，西元 1994年 10月，頁 335。 
140 王澤鑑，同註 126，頁 326。 
141 同上註，頁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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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免責，然若受僱人並無資力，僱用人即使順利舉證免責，法院

仍可令其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民法第一八八條第二項），僅是僱

用人可於賠償後再向受僱人求償142（民法第一八八條第三項）。之所以

探討民法第一八八條乃因，要保人因業務員不實說明而購買投資型保

險所致損失（本金減損+其他損失）或許可藉此獲得賠償。 

    保險人與業務員間是否為僱傭關係？如前所述，應僅保險人本身

之業務員與保險人間方有僱傭關係。何謂於執行職務期間？實務上採

客觀說，認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者，不問僱用人與

受僱人之意思如何，均得認定為執行職務」143期間，因此，業務員於

正常工作時間招攬業務時固為執行職務期間，縱已非正常工作時間但

客觀上足使人認為與其招攬業務有關者，仍應認為係執行職務期間，

認定範圍相當廣泛。 

    上二要件之構成並無問題，有問題者在於業務員於招攬投資型保

險時，對保單內容不實說明是否構成侵權行為？民法所規定之侵權行

為共有三種類型，一為侵害他人權利之侵權行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

一項前段），一為違反善良風俗之侵權行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後

段），最後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

於業務員係基於詐欺故意為不實說明時，通說認為詐欺為侵權行為

144，是以業務員之不實說明行為構成侵權行為並無問題。然有問題者

在於若僅係過失不實說明，則業務員之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民法

第一八四條後段係以故意為先決條件，是以可先予排除，應討論者為

                                            
142 黃立，同註 67，頁 294-304。 
143 42年台上字第 1224號判例。 
144 胡長清氏、日本學者加藤一郎均認為詐欺係對精神自由之侵害，是以詐欺係侵害他人之自
由權，構成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詐欺係故意使人陷於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之行為，可謂

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他人權益，故構成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後段。刑法第三三

九條（詐欺罪）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詐欺者違反該條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構成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參閱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三民書局，西元 1996年
10月，頁 2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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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條前段及一八四條第二項。 

    民法第一八四條前段通說認為應有（1）加害行為（2）不法（3）

侵害他人權利（4）致生損害（5）加害人有責任能力（6）加害人有故

意或過失等構成要件145。責任能力者，指足以判斷己身行為之結果及

是非之能力146，一般業務員均有之。要保人所受損害為，本金減損、

融資利息損失（日本變額保險事件受害之要保人）---等，蒙受損害至

為明顯。（1）（4）（5）（6）要件皆已滿足，故應探討者為（2）不法及

（3）侵害他人權利。而若有侵害他人權利，除非有阻卻違法事由，原

則上即為不法147，是以實際上應探討者為業務員過失不實說明，究竟

是否有侵害權利？權利者指私權而言148，不包括公法上權利在內。私

權指法律所賦予享受一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包括人格權、身份權、

物權及智慧財產權等149，以法律上有明訂者為限150。業務員是否有侵

害權利？業務員充其量僅是提供錯誤之資訊，促使要保人形成錯誤之

動機而為無法實現目的之意思表示，是否有權利侵害，殊值疑問。其

所侵害者至多為要保人之正確動機形成，形成正確動機是否為人民所

享有法律上賦予得享受一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 亦即是否有所謂的

形成正確動機權利？與此相近者為自由權。惟自由權者係指身體行動

或意思形成不受法的拘束或妨礙而言151。亦即人民享有於不受拘束下

形成意思之可能性，但非謂人民進一步享有形成正確意思之法律上之

力。嚴格言之，並無所謂之形成正確動機權利。若欲擴大自由之概念，

使自由權包含形成正確動機權利，過份擴大自由概念的結果，將使侵

                                            
145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一）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三民書局，西元 1998年 9月，頁 97-98。 
146 黃立，同註 67，頁 248。 
147 王澤鑑，同註 145，頁 264。 
148 39年台上 987號判例：「所謂權利，應指一切私權而言﹍」。 
149 王澤鑑，同註 145，頁 109。 
150 55年台上 2053號判例：「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
要件之一，固有為非侵害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知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 
151 王澤鑑，同註 145，頁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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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之自由，成為一概括條款，形成保護範疇難以認定之現象，實

值商榷152。是以業務員過失不實說明保單內容，並未侵害權利，並不

構成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之侵權行為。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

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其構

成要件為（1）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2）他人產生損害（3）違反法律

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4）違反者有責任能力153，符合要件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可證明並無過失而免責。保護他人之法律究竟指哪些

法律？77年台上字第 1582號判決謂：「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所謂保

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即一般防止危害他人權

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84年台上字第 1142號判決謂：「民

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

律，即指任何以保護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為目的之法律而言，如專以

保護國家利益或社會秩序為目的之法律則不包括在內。」是以，所謂

保護他人之法律，係相對於保護國家利益或社會秩序而言，凡以保護

他人為目的之法規範，不論係法律、命令、規章或普通法均為保護他

人之法律154。 

業務員過失為不實說明，通常具備（2）（3）（4）要件已如前述，

有問題者為，過失不實說明保單內容是否構成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亦即是否有規定業務員應據實說明之法律，而業務員過失違反？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二十條或許可列入考慮之列。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第二十條為業務員之懲處規定，違反該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可處業

                                            
152 同上註，頁 135。 
153  關於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之構成要件，各家學說並不相同，參閱王澤鑑，同上註，頁
347、黃立，同註 67，頁 277-281、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輔仁大學法學院法律服
務中心，西元 2003年 1月，頁 183。 
154 王澤鑑，同註 145，頁 3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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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警告或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之

處分，其第一項第一款謂：「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

實之說明或不為說明者。」，係以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獲正確保單說

明為目的之規則，應可認定為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業務員招攬投資

型保險時對保單內容為不實說明，係以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致

要保人產生損害，符合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

應對要保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業務員故意為不實說明固構成侵權行為，縱為過失不實說明，亦

可構成第一八四條第二項之侵權行為，要保人可於證明業務員為侵權

行為後，依民法第一八八條向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因業務員不實說

明所致要保人損失，因此大抵可藉主張侵權行為獲得賠償，且第一八

四條第二項雖謂加害人可證明其並無過失免責，但實務上鮮有成功舉

證免責者，實際上已幾近於無過失責任，對要保人而言相當有利155。

惟應留意者係，若實際從事招攬者為保險代理人業務員而非保險人本

身之業務員，要保人即無法向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四、  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 

    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規定：「 

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 

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

實之說明者。 

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

重大過失洩漏之者。 

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 
                                            
155 陳聰富，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0期，學林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西元 2002年 1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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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乃西元 1999年年 4月 21日民法修訂時增訂之關於締約上過失責任之

規定。就該款之構成要件，學說上探討甚烈者為「契約未成立時」一

語。究竟「契約未成立時」，係為一獨立要件，用意在對於受害人行使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限縮，或者僅是「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之重述，

強調締約上過失為締約時際產生之責任而已？若為前者，受害人僅於

契約未成立時，方能引用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若為後者則不論締約

成功與否，受害人皆得主張。受害人是否僅於契約未成立時，方有民

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之適用？ 

就此問題，採否定說者認為，「本條第一句即規定，『契約未成立

時』，故依其文義，限於『契約未成立』，始有本條之適用。﹍（然，）

所謂『締約上過失』之理論，似乎不以契約未成立為必要條件156」。締

約上過失責任係因違反先契約義務而產生之責任，締約前義務的違

反，其結果可能彰顯於契約未成立時，亦可能彰顯於契約有效成立時，

契約有效成立並非締約上過失理論之重點，重點在於違反者係於「締

約」時違反先契約義務157，是以「所謂契約未成立時，應解釋為一方

當事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情事係發生於契約成立前（訂約準備商議

階段）﹍﹍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關於『契約未成立時』的規定，徒增

困擾，應予刪除158」。採肯定說者則認為，純粹按字義上解釋而言，該

規定無疑地是為了解決契約未經締結時之問題而設159，自立法目的而

言，立法者亦已言明係為彌補既非侵權行為亦非債務不履行範疇之法

律空窗而設定該條規範160，「契約未成立」一語純粹是立法者為與債務

                                            
156 詹森林先生之發言，陳洸岳等，「中斷交涉」與締約上過失責任的序論研究-民法研究會第
十四次學術會議，法學叢刊第一七六期，法學叢刊雜誌社，西元 1999年 10月，頁 108。 
157 林美惠律師之發言，同上註，頁 111。 
158 王澤鑑，債法原理第一冊基本理論債之發生，三民書局，西元 1999年 10月，頁 270。 
159 陳洸岳先生之發言，陳洸岳等，同註 156，頁 105。 
160 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之立法說明，參閱王澤鑑，民法債篇總論（一）基本理論債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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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責任、侵權責任區隔所特意設下之限制，自應尊重，受害人因

此僅於契約未成立時，方可適用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而何謂「契約

未成立」，除締約磋商失敗之自始未締約類型外，學者中有認為應擴張

解釋包含契約無效或被撤銷之情形者161。 

我國民法權威學者王澤鑑先生係採否定說，然實務上則囿於民法

第二四五條之一之文義多採肯定說162。 

另外，欲依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請求損害賠償尚須滿足（1）準

備或商議訂立契約（2）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及有可歸責事由（3）須加

害人有行為能力（4）須致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5）須侵害行為與損

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163，等構成要件。而加害人可證明受害之他方當

事人與有過失而免責。 

    雙方當事人何時進入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階段？學者謂須雙方當

事人有訂約意圖，彼此產生信賴關係，為契約締結而努力時，方謂進

入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階段164。於百貨公司閒晃非謂已進入準備訂約

階段，但若要求店員展示商品，則是；觀賞工地秀非謂已進入準備締

約階段，但建商職員引導參觀說明樣品屋，則是165。 

    何謂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及有可歸責事由？違反誠信原則係指一方

當事人違背他方當事人信賴之行為，可歸責事由，係指一方當事人之

                                                                                                                          
三民書局，西元 1996年 10月，頁 263、「假設締約上過失的情形能適用侵權行為解決的話，
就不要增訂本條規定，用侵權行為就好。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本條規定才會訂定出那麼嚴格的

要件與侵權行為作區隔，若一件事情也可以適用侵權行為，此時就會發生競合問題。第二四五

條之一規定的意旨，就是為了不符合侵權行為規定的情形，也無從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的情形

而設。」，孫森焱大法官之發言，陳洸岳等，同註 156，頁 116。 
161 黃立，同註 67，頁 43。 
162 如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89年上字第 1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2年上易字第
45號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0年訴字第 3994號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國貿字第 37號判決、
臺北地方法院 90年簡上字第 398號判決。 
163 王澤鑑，同註 158，頁 271。 
164 同上註、黃立，同註 67，頁 42-43。 
165 王澤鑑，同註 158，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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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或過失166。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共規定三種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

情形，分別為違反告知說明義務（同條第一項第一款）、違反保密義務

（同條第一項第二款）、其他情形（同條第一項第三款）。告知說明義

務，謂因資訊不對稱，基於他方當事人之信賴，應提供他方當事人資

訊之義務。何種情狀之違反告知說明義務，方受法律之規範？民法第

二四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謂，於一方當事人滿足（1）經他方詢問（2）

就訂約重要事項（3）惡意隱匿或不實說明時三要件時，方為法律所規

範之違反告知說明義務情形。保密義務，謂對他方當事人之秘密保密

之義務。如何違反保密義務，方受法律之規範？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謂，於滿足（1）知悉或持有他方秘密（2）他方當事人

明示應予保密（3）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三要件時，方受法律之規

範。其他情形，意指除前述違反告知說明義務與違反保密義務以外，

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情形，為違反誠信原則之概括規定，須靠法

院於個案中具體認定167。 

    加害人有行為能力方面，法條中雖無此一要件限制，然學者認為

既已進入契約締結階段，與法律行為有關168，且為貫徹保護無行為能

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立法意旨，自應以加害人具行為能力為宜

169。依民法第十三條，滿二十歲為成年，成年人有完全行為能力170。 

    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受害要保人是否能主張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

請求保險人賠償其所受損害？按日、中、美三國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

銷案例中，並無發現保險契約未成立者，要保人正是因為契約已成立

方遭受損害，若照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之字義及實務見解，要保人絲

                                            
166 同上註。 
167 同上註，頁 272-275。 
168 黃立，同註 67，頁 44。 
169 王澤鑑，同註 158，頁 278。 
170 王澤鑑，同註 126，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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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主張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之機會。若按前述學者認為應將「契約

未成立」一語予以刪除之見解，則要保人可能可主張之基礎為第一項

第一款（違反告知說明義務）及第一項第三款（其他顯然違反誠信原

則情形），然第一項第一款之要件甚為嚴格，要保人必須於締結投資型

保險時曾經詢問業務員，而業務員惡意隱匿或不實說明，方有該款之

適用。要保人之保險知識愈不足，愈不可能於締約時詢問相關事項，

亦即愈弱勢之要保人愈不可能得依第一項第一款主張權利。而若主張

第三款，則又等同於全權仰賴法官之認定。要保人欲依據民法第二四

五條之一請求損害賠償可謂困難重重。 

五、  民法第三五九條、第三六０條 

    口語上，吾人常聽聞買保險、賣保險之用語，一般人將保險契約

之訂立稱為買保險，業務員亦將其推銷保險之行為稱為賣保險，是以

不得不啟人疑竇者為保險契約是否為買賣契約之一種？之所以探討此

問題係因，保險契約若為買賣契約，則依民法第三五九、三六０條，

要保人或許可解除保險契約、減少保險費、或者向保險人請求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相當契合要保人對法律救濟之期待。 

    學說上有謂保險契約為法令特許之所謂買空賣空買賣者171。而依

民法第三四五條，所謂買賣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出賣人負擔移轉財產權之義務，買受人則

負擔支付價金之義務172。保險契約是否符合該定義？保險依保險法第

一條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支付保險費於他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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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契約，

保險人負擔於事故發生時之賠償義務，要保人負擔支付保險費之義

                                            
171 林誠二，民法債編各論（上），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西元 1994年 11月，頁 56、邱聰
智，新訂債法各論（上），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2002年 10月，頁 75。 
172 邱聰智，同上註，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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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顯然地，兩者最大之不同在於保險人所負擔之義務上附有條件，

而其他要件保險契約則皆已滿足，是以或許可謂保險契約為買賣契約

之一種。 

    然法律上既賦予此種出賣人負擔附條件移轉財產權義務之契約為

保險，則形式上保險契約即非買賣契約，是以保險契約應無「適用」

物之瑕疵擔保規定之餘地。惟依民法第三四七條，於買賣契約以外之

有償契約，可「準用」物之瑕疵擔保規定，依保險法第一條，要保人

既須交付保險費，保險契約應為有償契約173，是以應可準用物之瑕疵

擔保規定。但應注意者是，民法三四七條尚設有但書，若為契約性質

不許者，則亦無法準用物之瑕疵擔保規定。保險契約之契約性質是否

不許準用物之瑕疵擔保規定？學說上有直接肯定之見解，其所持理由

為「因保險契約屬於射倖契約，保險人本來即以擔保對方之危險為目

的，不再有所謂瑕疵擔保或危險負擔之問題故也。」174。亦有提出區

別標準，認為財產性契約得準用，勞務契約性質上難以準用者175。而

其所謂財產性契約係指，債務人之行為在於給予財產之契約176，保險

契約應當屬於財產性契約無疑。本文從後說，蓋前者僅從保險人觀點

觀察，未考慮對要保人來說若條件成就保險人履行其賠償義務時，其

給付內容若與契約約定不同是否可謂瑕疵之故也。 

    民法第三五四條規定：「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

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

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

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第一項）。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

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第二項）。」為民法關於物之瑕

                                            
173 江朝國，同註 25，頁 40。 
174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上冊，三民書局，西元 1986年 10月，頁 12。 
175 邱聰智，同註 171，頁 73。 
176 同上註，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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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責任基本規定。何謂物之瑕疵，學說上有主觀說、客觀說與主觀-

客觀說三種見解。主張主觀說者認為所謂物之瑕疵係指物之實際狀態

與當事人訂約目的及契約內容不一致。主張客觀說者認為所謂物之瑕

疵係指物之實際狀態與物客觀上之通常狀態不一致。主張主觀-客觀說

者認為所謂物之瑕疵係指物之實際狀態與當事人特別約定之使用目的

及物一般具有之客觀特徵不一致。實務上，最高法院 73年台上字第

1173號判例謂：「所謂物之瑕疵，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

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意思，認為物應具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

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係採主觀-客觀說177。申言之，所謂物有

瑕疵，其實係比較下之結果，僅比較之對象學說上有不同見解，而實

務上採主客觀合併之見解。違反擔保責任之效果依民法第三五九條為

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若出賣人曾為品質保證或故意不告知

瑕疵存在，依第三六０條，買受人尚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於投資型保險紛爭中，是否可以保險人給付之金額與業務員不實

說明下要保人認定之契約內容不一致為由，例如要保人認定其所投保

之契約為預訂利率 9％之傳統保險，而主張準用物之瑕疵擔保規定，

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甚至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投資型保險，不

論係變額壽險、變額萬能壽險、變額年金，保險人所給付者均為保險

金，亦即貨幣。為判定物有瑕疵，應有一比較對象，依主觀-客觀說之

見解，此比較對象應為貨幣於當事人特別約定及一般情況下應具有之

狀態。貨幣除非遭毀損，否則保險人給付之貨幣與通常情況下之貨幣

應皆一致，有問題者為是否與當事人之特別約定一致。而因此應進一

步探究者為，於投資型保險紛爭中當事人間之約定究竟為何？是定型

化之書面保險契約？抑或因業務員之不實說明下，要保人內心真實期

                                            
177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八冊，三民書局，西元 1996年 10月，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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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之契約？恐怕大多數法院都將選擇前者，以書面契約之效力通常大

於口頭之故也。即使採後者，但物之數量不足通常不構成物之瑕疵178

（因為債務不履行），縱使認為保險人之給付不足，亦無法依據物之

瑕疵擔保請求相關權利。 

    要保人並無法準用民法第三五九、三六０條解除投資型保險契

約、請求減少價金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第五節  現行法之缺失 

    經由以上之分析可知，當業務員採訪問買賣方式行銷投資型保險

時，要保人可依消保法第十九條解除契約；保險人之投資型保險廣告

若有誤導，要保人可依消保法第二十二條請求保險人履行廣告內容，

或依公平法第三十一條請求損害賠償；基於投資型保險兼具保險與投

資雙重性質，可試著主張類推適用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向保險人請求

損害賠償；業務員行銷時若有詐欺情事，要保人得依民法第九十二條

撤銷契約，再依民法第一七九條請求返還保費，並得依民法第一八四

條請求損害賠償；業務員若係過失不實說明，要保人則可依民法第一

八四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 

惟，係查之，上述可供運用之法律基礎，若非受限於若干特殊情

狀，如消保法第十九條之「訪問買賣」、消保法第二十二條與公平法第

三十一條之廣告，即是舉證難度過高，如民法第九十二條之詐欺，運

用上均有困難。較為可行之請求權基礎應為類推適用證交法第二十條

及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二者。證交法第二十條因缺少對保險人之歸

責基礎，故實際上仍須搭配民法第一八八條，要保人方有可能追究保

險人責任。是以，倒不如直接適用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搭配民法第

一八八條來的實際。惟如此之搭配亦非沒有缺陷，於要保人係因保險

                                            
178 同上註，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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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業務員招攬而購買投資型保險時，因保險代理人業務員難謂保

險人之受僱人，要保人即無法向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因此，總結來說，我國現行法並無法完善解決投資型保險不當行

銷糾紛。而相對於人民對法律救濟之期待：退還保費、損害賠償、履

行契約，我國現行法顯露出下列缺失（1）業務員過失不實說明，要保

人卻無法撤銷契約退還保費（2）若係經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投保，即無

法向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3）無法基於業務員之口頭說明請求保險人

履行契約。 

第六節  解決方案之探討 

    應如何解決投資型保險紛爭？如前所述，我國現行法對於投資型

保險紛爭顯露出三項缺失（1）業務員過失不實說明，要保人卻無法撤

銷契約退還保費（2）若係經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投保，即無法向保險人

請求損害賠償（3）無法基於業務員之口頭說明請求保險人履行契約，

是以於思考解決方案時，應朝解決此三缺失之方向著手。關於各解決

方案之探討，茲說明於下。 

第一項  修訂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 

    於面對投資型保險紛爭上，我國民法相對於日本民法很大之不同

處在於，我國已明訂規範締約上說明義務違反情況之民法第二四五條

之一，是以照理來說，解決業務員招攬時不實說明問題，於日本依侵

權行為法解決，於我國則應依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為是179，然而正如

                                            
179 基於我國已將締約上說明義務違反情形明文於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上之現實，本文認為，
要保人若欲依民法向保險人主張權利，則應以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為請求權基礎為是，本文前

文之推論，雖導引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為現行法上對要保人保戶較為周全法條之結論，惟

此為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規範功能不完備下，不得不之推論結果。正本清源，我國既已將締約

上說明義務違反之情形，明確定位為不屬於契約責任、侵權責任之締約上過失責任類型，則日

後相關案例之處理，當應依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為是。立法論上雖不乏締約上義務違反之情

形，根本無須另立條文，依據侵權行為法之法理處理即可之主張，譬如，日本平井宜雄教授即

非常反對引進締約上過失責任之概念，惟此係因日本民法上侵權行為法之法律條文係一相當概

括性之規定，透過柔軟解釋概括概念之方法，即可解決締約上過失責任之問題所致，參閱陳洸

岳等，同註 156，頁 105。此一現象，觀察日本變額保險訴訟之處理，亦可得到相當清楚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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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前述分析顯示，我國法上能提供要保人最大救濟功能之法條，仍

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而非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民法第二四五

條之一並未發揮應有之規範功能。 

    締約上過失責任者，因違反契約締結階段因接觸、準備或磋商所

產生之說明、告知、保密、保護等先契約義務所產生之責任180。學說

上將其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1）契約無效或不成立類型（2）締結

不利內容契約類型（3）契約僅止於磋商未臻締結類型（4）以契約磋

商或準備為機緣而加害類型。契約無效或不成立類型，係指因當事人

一方於契約締結之際或締約前之磋商準備階段之過失，致業已締結之

契約無效或不成立之情形；締結不利內容契約類型，係指契約業已有

效成立，惟因當事人之一方於契約磋商階段違反誠信原則，緘默、隱

匿或為不真實陳述，致所締結之契約在內容上違反他方當事人合理期

待之情形；契約僅止於磋商未臻締結類型，係指當事人已就契約之締

結進行磋商，惟因當事人一方之過失，致所意圖或期待之契約未臻締

結之情形；以契約磋商或準備為機緣而加害類型，係指當事人一方於

契約磋商或準備磋商所發生之交易上接觸機緣，因過失致他方當事人

身體、健康、財產等法益遭受與契約目的或契約利益並無直接關係之

損害之情形181。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因「契約未成立時」一語之存

在，一般認為係屬於「契約僅止於磋商未臻締結類型」182。而因業務

員不實說明所產生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案件，顯然地係屬於「締結

                                                                                                                          
明。然，本文認為，我國既已明文承認締約上過失責任（包括締約上說明義務）之存在，則當

不可置立法現實於不顧，應依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處理實際上發生之案例，就實際運用上之缺

失，改進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規範功能不足之處為是。 
180 王澤鑑，同註 158，頁 49。 
181 參閱劉春堂，締約上過失之研究，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西元 1983年 5月，頁
178-188。林美惠律師之分類與劉春堂先生同，參閱林美惠，締約上過失及其諸類型之探討-附
論民法增訂第二四五條之一，月旦法學第 87期，元照出版公司，西元 2002年 8月，頁 158-162。
劉得寬先生則除去「契約僅止於磋商未臻締結類型」，而分類為（1）無效契約締結上之過失（2）
有效契約締結上過失（3）締約締結準備過程上之過失三者，參閱陳洸岳等，同註 156，頁 110。 
182 劉春堂先生、劉得寬先生之發言，參閱陳洸岳等，同註 156，頁 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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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內容契約類型」，無怪乎民法二四五條之一無助問題之解決。 

    從日、美經驗可知，締約上過失責任問題，若放任實務自由發展，

未於法律上成文化，則終將僅能依侵權行為法解決183。蓋原本民法上

對責任之概念大致上即是採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二分之方式，現契約

中規定者係日後雙方權利義務分配之基礎，無回過頭規定締約階段雙

方應遵循義務之理，法律上若亦未明文，則解決締約上過失責任問題，

終將僅能依侵權行為法處理。然相對於契約責任，侵權責任之受害人

無疑負有較重之舉重責任。問題雖終有解決之道，但無疑地受害人所

遭受者係法律上不平等之對待。日本變額保險受害人勝訴率之低即為

最佳明證，而美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案件受害人極力主張保險人與

要保人間構成信賴關係，欲促使保險人負擔說明義務之原因亦在於

此。蓋受害要保人希冀法律課予保險人者係一要求保險人為若干行動

之作為義務，而非要求保險人不得為若干行動之不作為義務，亦即受

害人所質疑者係「加害人豈可不說明」，而非「加害人豈可侵害吾人之

權利或利益」。是以於民法上明文化先契約義務群，落實締約上過失理

論，減輕受害人之舉證責任，乃成不得不然的趨勢184。 

                                            
183 法國亦係依侵權行為法處理締約上過失責任問題。參閱王澤鑑，同註 158，頁 268。 
184 論者或以為，基於侵權行為責任與基於締約上過失責任請求救濟之差異，若僅為舉證責任
輕重之不同，則此當僅為民事訴訟法上之問題，而依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即可解決此一問題，則區分侵權責任與

締約上過失責任之實益因此消失。惟本文認為，查該法條所謂「法律別有規定」，係指實體法

上已就特定事實加以推定，產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情形，而「依其情形顯失公平」之情形，僅能

依賴法官於具體各案之認定，則事實上要保人之舉證責任並不能確定獲得減輕。蓋所謂「法律

別有規定」係指實體法上有舉證責任轉換者，然我國民法之侵權行為條文並未就締約上過失之

情形作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將締約上先契約義務違反案件依侵權行為法處理，並無法藉由主

張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但書之「法律別有規定」情形，將舉證責任作一適當分配；而「依其

情形顯失公平」之情況，僅是謂法官得就具體情況作一裁量，認定舉證責任之分配，決定權仍

在法官，受害人係處於舉證責任分配不明之情況，並非謂能確定地減輕受害人之舉證責任。因

此，總結來說，於實體法上區分侵權責任與締約上過失責任仍舊有其必要，蓋因後者基於法律

對於先契約義務群存在之承認，受害人之舉證責任將可部分轉由加害人負擔（由受害人證明先

契約義務存在及損失後，由加害人證明是否已履行義務或有未履行義務之正當事由等，而非由

受害人全部負擔）。關於民事訴訟法修正後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可參閱戴森雄、楊晶勻，民事舉

證責任分配法條之修正及其實用，全國律師 9月號，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元 200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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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投資型保險紛爭而言，應明文者為先契約義務群中之「說明」

義務。說明義務者，或稱告知義務，或謂信息義務185，或有謂情報提

供義務186，所指者均為締約磋商階段，基於誠信原則之要求，所應負

之提供契約重要事項資訊義務。其功能在於克服資訊不對稱所造成之

契約機能或公平交易之障礙187。蓋於現代社會中，隨著契約內容（產

品、服務）愈形複雜及專門化，事業者（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具備

之情報量及對於情報之分析能力差距亦愈形擴大。若對此情報之收

集，完全歸於私法自治原則，要求契約雙方當事人自行收集情報，則

居於情報劣勢之消費者，往往將遭受自己未能預料，非基於本意之拘

束，此有違公平原則。是以於締結專門性契約時，對於契約內容與意

義非常瞭解之業者，對於其顧客，在有關交易之內容與問題上，應有

廣泛而主動地提供資訊之義務188。而若更精確地說，事業者之所以對

消費者負有提供資訊義務，其實係消費者因此對事業者產生將獲得資

訊提供之信賴，是以德國法學界方謂締約上過失責任為信賴責任189，

而美國侵權行為法整編亦謂當商業交易上說明者與受說明者間為信賴

關係或其受說明者信任說明者之類似關係時，他方當事人方有揭露資

訊之義務190。 

對於一般地位平等之當事人一律課予說明義務係不公平的，蓋雙

方當事人既無於知識地位上一方地位優越於他方之情況，資訊收集有

其成本，當事人亦有為自身追求最大利益之權利，實無要求雙方負擔

                                            
185 黃茂榮，締約上過失，植根雜誌第十八卷第七期，植根雜誌社有限公司，西元 2002年 7
月，頁 256。 
186 劉得寬，契約締結過程上的情報提供義務-消費者保護重要課題之一，法學叢刊第 171期，
法學叢刊雜誌社，西元 1998年 7月，頁 1-10。 
187 黃茂榮，同註 185，頁 257。 
188 劉得寬，同註 186，頁 3-4。 
189 陳洸岳等，同註 156，頁 114。 
190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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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義務自洩底牌之道理191。是以我國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之修訂

上，除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之「契約未成立」一語當然應刪除外，應

著重之點應在於說明義務何時存在之問題，而不在於如何違反之問

題。現行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謂：「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其意涵應係，

一般契約當事人間因他方之詢問而產生說明義務，而當故意隱匿或不

實說明時，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尚未能抓住說明義務產生之原因。

一方當事人之所以對他方當事人負有說明義務，係因他方當事人對其

產生資訊供給之信賴。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理應朝此一方向修訂，以

信賴關係存在與否決定說明義務之存在，並維持民法一慣之過失責任

原則，規定負說明義務者過失違反時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才是。 

    如此，日後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事件一旦發生，要保人於保險法

上遍尋不著請求權基礎時，得回歸民法依締約上說明義務違反向保險

人請求損害賠償。因締約上過失責任一般認為應依債務不履行責任處

理，保險人業務員、保險代理人業務員均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則

依民法第二二四條，即使是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所招攬之要保人亦可向

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則依侵權行為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員不實說明，

要保人無法追究保險人責任之問題即可獲得解決。  

第二項  於保險法明訂保險人說明義務 

    除應於民法訂立締約上說明義務一般條款外，於保險法上更應明

訂保險人之說明義務及其違反效果，幫助要保人直接基於保險法命保

險人負起相關責任。蓋保險法相對於民法係特別法，係一特殊領域，

雖同為締約上之說明義務，但於保險領域上自有其特殊而對要保人較

為公平之救濟方式，非一般契約之締約上說明義務功能得以囊括。譬

                                            
191 王澤鑑，同註 158，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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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險人未說明免責條款，救濟方式應為使該免責條款不生效力，而

非一般締約上說明義務違反之撤銷契約或損害賠償。 

壹、  法理 

    保險人為何於招攬保險之締約磋商階段須有說明義務？消費者契

約法提出之答案係，因為事業者與消費者間情報質量與交涉力上有相

當之差距192，金融商品販售法則謂，因為金融商品日益複雜，投資人

通常難以瞭解金融商品背後所隱藏之意義，對業者之資訊提供有著相

當高度之依賴193。我國學說則謂，係因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或

稱最大誠信契約）194。日本法院提出之解釋為，因要保人與保險人間

有著知識、情報上之差距，基於誠信原則，保險人有說明保險商品之

義務（參閱本文第四章）。 

    申言之，消費者契約法與金融商品販售法係點出了經濟學上所謂

的「資訊不對稱」現象。所謂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係

指現實社會中，供給者掌握的需求者的資訊，不如需求者本身多，而

需求者掌握的供給者的資訊亦不如供給者本身多的現象。譬如：產品

的賣方比買方瞭解自己產品的性質；工人比僱主清楚自己的工作能

力；被保險人比保險公司明白自己的身體狀況---等195。也就是，情報，

並非公平平均地散播在每個人身上，而係每個人皆有某些獨佔資訊或

較易取得之資訊，資訊在這個社會上是崎嶇不平地分佈著。保險人與

要保人間亦是如此。保險人對於自身提供之保險商品自然較要保人更

為瞭解，而要保人則較保險人更為瞭解保險標的之風險。 

                                            
192 消費者契約法第一條：「本法係以鑑於消費者與事業者間情報之質、量與交涉力之差距，
﹍﹍。」 
193 參閱大前惠一朗，金融商品の販売等に関する法律の概要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 No.1185，
有斐閣，西元 2000年 9月，頁 61、牧田宗孝，金融商品の販売等に関する法律の概要，商事
法務 No.1562，社団法人商事法務研究会，西元 2000年 6月，頁 14。 
194 參閱饒瑞正，保險法最大善意原則之辨正，月旦法學第 89期，西元 2002年 10月，頁
161-162。該文認為保險人告知義務為最大善意原則之實現。 
195 楊雲明，個體經濟學，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西元 2001年 1月，頁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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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光是說明這個社會存有資訊不對稱之現象，並不足以解釋締

約時保險人為何必須對要保人負說明義務。其理由係因資訊之取得有

其成本，為何締約？締約後能獲得如何之利益？基於契約自由，雙方

當事人本即有為自身利益努力，獲得充分情報，形成正確動機之義務，

且締約階段既涉及契約內容之擬定，當事人雙方原即有為自身利益以

最少代價換取最多回饋之權利，而無要求雙方當事人負擔說明義務揭

露資訊自洩底牌之理196。若無特別情事，則法律上實無由要求一方當

事人提供情報予他方。 

於何種特別情事下，法律可要求一方當事人提供資訊予他方？歸

納言之，於下列情況享有較多情報者應提供情報。 

（一）雙方當事人有信賴關係 

一方當事人為何必須於締約階段提供資訊予他方，第一個理由

係，他方當事人對其產生將供給資訊之正當信賴。正當信賴之源由來

自兩方面，一為一方當事人自己之行為，另一為一方當事人之形象表

徵。前者如，一方當事人締約時模糊表述致使他方當事人產生錯誤動

機，他方當事人基於對該表述之信賴而繼續締約磋商或為其他行為

時。後者如，一方當事人為醫師、律師或其他發出願對他人提供資訊

形象表徵之人，雖未有實際行為引發他人信賴，但由於該表徵散發之

影響，使與其締約之人產生可獲得資訊之信賴。他方當事人既產生將

獲得情報提供之信賴，基於法律上誠信原則之要求，自應令引起他人

信賴者負擔說明義務。 

    具體言之，商業交易上，於下列情況，他方當事人將產生信賴，

一方當事人應提供資訊： 

1. 一方當事人知悉為彌補缺漏或模糊陳述產生之誤導情事而

                                            
196 王澤鑑，同註 158，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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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說明時197。 

2. 一方當事人知悉其所獲嗣後資訊使得之前陳述資訊不再真

實而有誤導之虞時198。 

3. 一方當事人係預期不實說明將不被信賴而為不實說明，嗣後

卻發現他方當事人產生信賴時199。 

4. 雙方當事人間處於下列關係： 

（1）  公司董事或高級職員與公司（officer or director and 

corporation） 

（2） 證券經紀人與顧客（stockbroker and customer） 

（3） 夫妻 

（4）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guardian and ward） 

（5） 受託人與受益人（trustee and beneficiary） 

（6） 醫生與病人（doctor and patient） 

（7） 合夥人間（partner and co-partner） 

（8） 律師與顧客（attorney and client） 

（9） 本人與代理人（principal and agent）200 

（10）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201 

（11）金融商品販售業者與顧客202 

（二）契約本身要求最大誠信（uberrima fides）203 

一方當事人為何必須於締約階段提供資訊予他方，第二個理由

                                            

 此九項，美國法院上已明白承認彼此間具信賴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ee Esquibel, A.K., 

197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51（2）（b） 
198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51（2）（c） 
199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51（2）（d） 
200

Fiduciary Duties: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Beneficiary`S Retention Of Counsel On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Rutgers Law Journal, Rutger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Camden; Amanda K., U.S., 
2002., at 329-334.而依美國侵權行為法第二次整編 § 551（2）（a）條，凡說明者與受說明者間
為信賴關係（fiduciary）時，說明者有說明義務。 
201 譬如日本之消費者契約法。 
202 譬如日本之金融商品販售法。 
203 See Furmston, M.P., Law Of Contract , 10th ed., London Butterworths, U.K., 1981,at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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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雙方當事人正磋商之契約本身要求最大誠信。亦即，並非由於一

方當事人之行為或形象表徵引發他方當事人之信賴，而係欲訂立該契

約，基於契約之要求，享有較豐資訊之一方即應負說明義務，否則契

約內容無法訂立及履行。保險契約即為最典型之例子，藉由被保險人

對保險標的資訊之揭露，保險人方能判定承保與否、風險大小、保費

高低及日後之服務內容，契約才能確立與運作。 

    就本文探討之主題而言，保險人係滿足了雙方當事人有信賴關係

之要件204。保險人為何於招攬保險之締約磋商階段須有說明義務？因

對於保險專業知識，保險人與要保人有資訊不對稱現象，而保險人與

要保人間有信賴關係，基於最大誠信原則，保險人於招攬保險締約磋

商時須負擔說明義務。 

而於制訂保險人說明義務時，本文認為尚須留意以下兩點。 

貳、  明確化保險人行銷責任範圍 

    於制訂保險人說明義務時，應一同明確化保險人行銷責任之範

圍。蓋若非如此，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所招攬之要保人無法請求保險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問題仍舊無法解決。而於此本文認為應遵守者為行

銷體系利益不利益一同承受原則。蓋保險人既委託業務員、保險代理

人等從事保險招攬，而獲得保費收入，則理應一同承受其說明不實所

產生之風險為是。制度設計上應讓要保人得直接對保險人主張權利，

而由保險人賠償損害或退還保費後，再依與業務員及保險代理人之契

約追究二者之責任。 

                                            
204 美國於投資型保險訴訟上對保險人與要保人間究否存在信賴關係，雖係採取否定說（參閱
本論文第四章），然於傳統保險不當行銷訴訟案上，多數法院則係採取肯定見解，see Jorden, J.F., 
Recent Perspectives On Life Insurance Sales Practive Litigation, ALI-ABA Course of Stud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998/5, at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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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引進禁反言（Estoppel）原則 

日本方面，因消費者契約法與金融商品販售法之制訂，投資型保

險紛爭受害之要保人享有撤銷契約、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已經厥為

共識，有問題者為要保人是否可請求保險人履行業務員不實說明之保

證報酬率保險或其他口頭陳述之功能？於制訂保險人說明義務時，應

連帶注意之第二事項即為，應使保險人之說明義務條文具備讓要保人

於特定條件下請求保險人履行口頭契約之功能。 

英美保險法傳統上，可幫助要保人掙脫契約制限，要求保險人履

行契約之權利，一向有棄權（waiver）、合理期待原則（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禁反言（estoppel）三者。棄權、合理期待原

則、禁反言是否可幫助投資型保險要保人達到命保險人履行口頭契約

之目的？ 

    棄權，係指當事人故意拋棄其解約權或抗辯權之行為。譬如火災

保險單規定，被保險人就標的物設定抵押權後，保險契約失效，但保

險人明知被保險人設定抵押權後，仍通知要保人繳付保險費，或於火

災發生後，要求被保險人移轉受損標的物，或於被保險人被第三人起

訴時代為進行抗辯，均可認為保險人已放棄其主張保險契約失效之權

利，日後若保險人主張保險契約已失效（譬如代被保險人抗辯失敗，

法院判決鉅額損失），欲免除其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時，要保人即可援引

棄權作為抗辯205。簡言之，棄權係藉由剝奪保險人之權利，達到命保

險人履行契約之目的。投資型保險紛爭中，業務員之不實說明，並未

使保險人產生任何解約權或抗辯權，即使有，因對保險人反而不利，

保險人亦不會行使。既無從剝奪，且即使剝奪亦對要保人並無益處，

                                            
205 施文森，保險法論文第一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西元 1982年，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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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援用棄權理論對問題之解決並無幫助。 

    合理期待原則，法院得將保單條款解釋為符合要保人合理期待內

容之原則也。原先僅於保單條款有疑義時，法院方能做有利於保戶之

解釋，而後漸漸發展為只要保單條款有違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不論

保單條款是否有疑義，法院均得將保單解釋為符合保戶期待內容206。

以 C&J Fertilizer一案為例，保戶為保障其企業因「竊盜」所生損失而

投保兩張竊盜險，至某日工廠被竊喪失一萬元之財物時，方發現該保

單之竊盜定義為建築物入口處留有明顯暴力痕跡之竊盜，恰巧該案之

竊賊技術過於高超未留下絲毫痕跡，保險人遂以此抗辯拒絕理賠，法

院則基於合理期待原則認為該保單「竊盜」之定義與一般人合理期待

不符，而於該保單對竊盜定義解釋甚為明確之情形下，仍將竊盜一詞

解釋為符合一般人合理期待之意義而命保險人履行其給付保險金義務

207。申言之，合理期待原則，係藉由對保單條款之解釋，達到命保險

人履行契約之目的。於投資型保險紛爭中，當事人爭執之焦點在於業

務員之不實說明內容，契約內容並非爭執所在，是否可藉保單條款解

釋之技術達到命保險人履行業務員陳稱之契約容有疑問，因實難想像

法院得將性質上為要保人自負盈虧之投資型保險一百八十度轉變地解

釋為保證預定利率傳統保險或其他性質相差甚遠之險種之故也。得解

釋之範圍存有某程度之限制，援用合理期待原則，應非解決問題之佳

策。 

    禁反言208，凡為明確無疑義之陳述者嗣後不得對因信賴其陳述而

                                            
206 林建智，論合理期待原則，保險專刊第 33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西元 1993年
9月，頁 165。 
207 同上註，頁 161。 
208 Estoppel一字，施文森先生翻譯為「禁止抗辯」（參閱施文森，同註 205，頁 125。），楊楨
先生翻為「禁反言」（參閱楊楨，英美契約法論，凱侖出版社，西元 1995年 8月，頁 175。），
桂裕先生翻譯為「喪權」(參閱桂裕，同註 29，頁 181。)，本文採「禁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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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損失者為相佐陳述之法則也209。源於衡平法210，目的在禁止陳述者

提出與其過去所為事實表象相反之主張，以保護他方當事人對於該事

實表象之信賴211。禁反言本身並非訴因，而係受說明者之抗辯權212。

亦即並無法直接基於禁反言請求法律救濟，而僅能因其他事由說明者

與受說明者間產生訴訟時，受說明者方能基於禁反言，禁止說明者提

出與其過去陳述相佐之陳述。而於保險訴訟上，英美法院則引用該原

則解決保險人行銷時草率陳述或行為使保戶產生已被承保之信賴，保

險事故發生後卻主張非在承保範圍之問題。而因保險人無法提出與其

行銷草率陳述或行為相佐之陳述（譬如主張保單條款排除該已發生之

保險事故），運用禁反言之結果，即是使保險人必須履行賠償義務，且

實質上乃命保險人履行保戶信賴下之保險契約，而非原來之書面保險

契約。然欲達到此目的，要保人須先證明（1）保險人曾就訂約有關之

重要事項，為虛偽之陳述或行為（2）此項虛偽陳述或行為之目的，係

預期將被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信賴，或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信賴，並

不違背保險人之原意（3）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曾以善意信賴此項陳述或

行為（4）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信賴保險人而為行為，致生損害213。事

實上，亦即美國法上故意不實說明之構成要件214，惟不同者是要保人

必須為善意，此乃因衡平法上「請求衡平救濟者，應善意無辜」之要

求所致215。傳統保險訴訟上，禁反言係用來對抗保險人之失效抗辯或

除外抗辯216，是否能於異於傳統保險之投資型保險上，運用禁反言原

                                            
209 See Treitel, G.H., An Outline Of The Law Of Contract, 5th ed., Butterworths, U.K., 1995, at 159. 
210 施文森，同註 205，頁 133。 
211 楊楨，同註 208，頁 175。 
212 Treitel, G.H., supra note 208 , at 159、Allen, D.K. , Misrepresentation, Sweet & Maxwell Limited, 
London：U.K., 1988., at 273. 
213 施文森，同註 205，頁 133、桂裕，同註 29，頁 180。 
214 Furmston, M.P.,supra note 201 ,at 273. 
215 施文森，同註 205，頁 133。 
216 例如，要保人甲租用他人基地建造房屋，建成後，向保險人乙投保火災保險，乙明知其火
災保險單載有「租地造屋者契約無效」條款仍告知甲曰：「此保險單已保障您所要求之一切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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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促使保險人履行其行銷時保證報酬率或其他類似陳述不無疑問，然

理論上應肯定之。因此，吾人認為應援引禁反言原則促使保險人履行

其口頭契約。 

第三項  引進適合性原則 

除民事上之法條增訂外，亦應引進適合性原則，強化行政上之預

防功能。 

由日本方面觀之，說明義務可說是因應投資型保險引進後之產

物，但從美國經驗觀之，於傳統定額保險紛爭上，譬如消逝保費類型

或保單重置類型等不一定與投資型保險有關之案件上，仍舊有著業務

員說明不實之問題，可看出，與其說說明義務是隨投資型保險之引入

而產生之概念，倒不如說係因投資型保險之刺激而導致舊有問題之疫

苗加速成熟，可謂是新產品點出舊問題的結果。真正隨投資型保險之

引進而帶進保險業之概念者，應屬適合性原則。 

適合性原則依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Rule 2310之規定為，於推介顧客買、賣、或

交換有價證券時，應依顧客所持有之證券及財務狀況等情形（若有的

話）形成合理理由確信所提供之建議適合於顧客之原則也（ In 

recommending to a customer the purchase, sale or exchange of any 

security, a member shall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recommendation is suitable for such customer upon the basis of the facts, 

if any, disclosed by such customers as to his other security holdings and as 

to his financial situations and needs.）217，投資型保險於美國屬於有價證

券，其推介應遵守此原則。依 NAIC 適合性原則工作小組西元 2002
                                                                                                                          
險」，則保險事故發生後，乙主張契約無效，甲即可主張禁反言加以對抗。參閱桂裕，同註 29，
頁 180。 
217 Rule 2310 of the NASD`s Rules of Fair Practice,see Engel, K.C.& McCoy, P.A., A Tale Of Three 
Market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redatory Lending, Texas Law Review, Texas Law Review 
Association, U.S., 2002/5, at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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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佈之壽險年金適合性原則模範法（LIFE INSURANCE AND 

ANNUITIES SUITABILITY MODEL ACT）草案218則為，於推介定額

壽險或年金前，保險人或保險舉績者219應自消費者取得相關資訊為合

理努力判定消費者之保險需求與金融目的，而推介符合該需求與目的

之保險交易（Prior to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purchase of a 

fixed life insurance or annuity product, an insurer or an insurance producer 

shall obtain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a consumer and shall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determine the insurable needs or financial objectives 

of the consumer and recommend insurance transaction which are suitable 

in assisting the consumer to meet those needs or objectives）220，日後若

正式擬定，獲各州採行時，定額壽險或年金之推介，應遵守此原則。

由此二者合而觀之，美國方面正逐步朝向發展壽險與年金產品一體適

用之適合性原則路途邁進。 

我國既已引進投資型保險，則將適合性原則導入壽險業界，亦應

是大勢所趨。問題是在於，如何引進？日本方面亦考量到此問題，其

結論是於金融商品販售法上課予金融商品販售業者公佈勸誘方針之行

政義務，並對違反者課處五十萬圓以下罰鍰221。負擔義務者為金融商

品販售業者，包含販售者、代理者、媒介者，於保險領域亦即保險人、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均應制訂勸誘方針，並公佈之。然細查之，

日本並未直接規定上述業者應取得顧客資訊提供適合商品之意旨，略

有迂迴規避之嫌222。 

                                            
218 該草案仍持續修正中，修訂中之版本可參閱 Spread The Risk.org, 
http://www.spreadtherisk.org/Letters/suitactSTR.pdf last visited: 2004/1/30。 
219 係指業務員、代理人、經紀人、保險招攬人等任何為保險公司產生業務者之泛稱。參閱陳
彩稚譯，保險字典，廣場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西元 1999年 6月，頁 318。 
220 See Harriger, G.C., Suitability In The Sale Of Fixed Life And Annuity Products, Forc Quarterly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 Vol.14 Edition 3, 2002/9/9, 
http://www.forc.org/journal/fall02/Fall02Harriger3.pdf last visited: 2003/11/27. 
221 參閱本文文末附錄七金融商品販售法第七、八、九條。 
222 共產黨所提金融商品販售法修正案第六條：「金融商品販售業者等，於以金融商品販售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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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上，證券法規已有適合性原則之規定。證券商管理規則223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證券經紀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應先

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及具備合理之資訊，並不得保證所推介有價證券

之價值。」，依同條第二項制訂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櫃檯買賣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224第二條第二、三

項亦規定：「證券商對特定客戶辦理推介時，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

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對櫃檯交易之瞭解及承受投資風

險程度（第二項）。證券商推介買賣有價證券前，應指派負責解說之

業務人員向客戶說明推介買賣有價證券可能風險後，與客戶簽訂推介

契約（第三項）。」證券商管理規則係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第四

項制訂之規則，然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於證券交易法上卻無

相關罰則，因此於我國證券交易法上，違反適合性原則似乎甚至無行

政上處罰規定。 

我國應如何引進適合性原則？負擔義務主體？適用商品為何？責

任性質為何？（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均是應考量之點。義務主體

方面，日本、美國可說是相當一致，金融商品販售法認為是保險人、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NAIC之壽險年金適合性原則模範法草案，

亦規定為保險人或保險舉績者，故本文認為由保險人、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負擔應屬妥適。適用商品方面，美國方面正逐步朝將適合

性原則適用於整體壽險與年金產品方向上前進，日本方面之金融商品

販售法則甚至顯示出凡金融商品均有該原則適用之意旨，是以本文認

                                                                                                                          
業而勸誘之際，須依勸誘對象之知識、經驗及財務狀況、目的為適合商品之勸誘。」較為妥當。
參閱金融商品販售法修正案共產黨版本，
http://www2.osk.3web.ne.jp/~syouken/kinyuu/kyousantou.pdf 最終瀏覽日：2004/1/30。 
223 2003年 4月 30日修正版，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所有條文&Lcode=G0400057 ，最終瀏覽日：
2004/1/30。 
224 2003年 10月 3日修正版，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nwjirs.judicial.gov.tw/change/200310/18058.html 最終瀏覽日：200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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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至少壽險與年金產品有該原則之適用應無問題。 

繼而是責任性質問題，究竟應將其定位為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

若定位為行政責任，則僅需於保險業法、「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

理規則」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上，增訂類似「保險人、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業務員於保險招攬壽險與年金時應自要保人

取得相關資訊為合理努力判定要保人之保險需求與金融目的，推介符

合該需求與目的之保險交易」之意旨，並增訂相關罰則即可。且，民

事上，透過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轉介之結果，當業務員違反適合性

原則時，業務員仍可能負擔侵權行為責任，而依民法第一八八條，要

保人則可追擊到保險人、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令其負起雇主責

任，而再由保險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追究旗下業務員之責任，

此種責任結構尚稱妥當。若欲直接定位為民事責任（債務不履行責

任），則應考量者為是否應賦予保險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締約

上之調查義務225？與侵權責任不同者在於，要保人之舉證責任將大為

減輕。NAIC 之壽險年金適合性原則模範法草案現階段係將適合性原

則定位為行政責任，保險人或保險舉績者若有違反，州保險監理官可

命其停止違反行為並可對任一違反個案處以 1000美元之罰款，同時可

考慮命違反者支付行政懲處成本及命撤銷違反適合性原則所締結之交

易；保險人或保險舉績者若是故意違反，除單一個案之罰款額提高為

5000美金外，州監理官尚可考量是否吊銷違反者之執照、命其支付行

政懲處成本及撤銷違反適合性原則所締結之交易226。日本方面，制訂

金融商品販售法探討適合性原則時，將適合性原則分為廣狹二義。狹

義適合性原則（勸誘禁止原則）係指，對特定利用者不論為如何之說

                                            
225上柳敏郎，金融商品の販売・勧誘に関するルール，ジュリスト No.1162，有斐閣，西元 1999
年 9月，頁 65。 
226參閱 NAIC壽險年金適合性原則模範法修訂版，同註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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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均不能勸誘一定之商品，因違反適合性原則所締結之契約無效227。

然如此之見解，形同是民法無行為能力制度之擴大，違反者為金融商

品販售業者，受限制之對象上卻拖累利用者，法律評價失之平衡，故

並未獲得採納228。多數見解係認為，適合性原則者，業者必須依顧客

之知識、經驗、財力、投資目的等資訊綜合考量後提供適合於顧客商

品之原則也（廣義適合性原則），並主張應定位為業者內部行為規範

229，是以適合性原則於金融商品販售法乃以要求業者公佈勸誘方針之

形式出現。我國是否有採取規定相關業者於招攬保險時須為適當調查

契約義務之前衛立法必要？本文於此仍採保留態度。 

因此本文認為現階段將適合性原則定位為行政責任即可。而於具

體施行上，可仿美國證券業之作法，由保險司擬定適合性原則問卷標

準格式，要求保險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提示要保人填寫，而後交回所

屬公司作為交易與否之判斷，施行之。 

第七節  結論 

經由本章分析發現，我國若發生投資型保險紛爭，要保人之法律

上救濟方式與日本可能相當接近，基於侵權行為請求救濟係較適當之

途徑。 

由日中美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案件觀之，一旦紛爭發生，要保人

對法律救濟之期待有退還保費、損害賠償、履行契約三者。惟我國現

行法卻無法滿足此三項需求。退還保費方面，要保人較可主張之請求

權基礎為主張詐欺（民法第九十二條）撤銷保險契約後，依不當得利

法理請求保險人退還保費，然而此種救濟方式，除有舉證難度過高之

缺點外，只要業務員非基於詐欺故意，而僅是過失不實說明，即無法

                                            
227上柳敏郎，同註 225，頁 64。 
228同上註。 
229同上註，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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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行使，對要保人甚為不便。損害賠償方面，較可主張之請求權基

礎為侵權行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惟此項救濟方式，保險代理

人業務員所招攬之要保人因保險代理人業務員非保險人受僱人之緣

故，並無法主張，並無法對所有要保人提供足夠之保護。履行契約方

面，較可能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惟此條僅

限於要保人係基於對廣告之信賴而購買投資型保險時方可適用，對大

部分案件均係因業務員對投資型保險不實說明之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

案件來說，不一定能有幫助。是以歸納來說，現行法相對於要保人對

法律救濟之期待，有著（1）業務員過失不實說明，要保人卻無法撤銷

契約退還保費（2）若係經保險代理人業務員投保，即無法向保險人請

求損害賠償（3）無法基於業務員之口頭說明請求保險人履行契約，三

項缺失。 

欲彌補此三項缺失，本文認為應進行三項措施。首先係應修訂民

法第二四五條之一。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案件，係因業務員於招攬投

資型保險時對投資型保險之性質與功能不實說明而導致之案件，亦即

係屬於違反契約締結上說明義務之案件。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一般認

為係締約上過失之一般條款，然而該條文對投資型保險紛爭之解決，

卻並無甚大幫助。主要癥結在於「契約未成立」一語，因綜觀日中美

投資型保險不當行銷案件，無一係契約未成立者，要保人正是因為契

約成立方受損害，若不將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予以適當修正，對日後

紛爭之解決幾無幫助。繼而應於保險法中增訂保險人之說明義務條

文。現行保險法上因無法直接提供要保人適當之救濟，使得要保人只

能轉而於其他特別法或民法尋找適當之請求權基礎，對要保人之保障

甚為不足。若能於保險法中直接明訂保險人締約時之說明義務及其違

法效果，讓要保人於紛爭發生時，得直接依據保險法主張權利，對要

保人之保障將有正面幫助。最後則為引進適合性原則。適合性原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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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顧客買賣或交換有價證券之目的、財務狀況等資訊綜合判斷，提

供適合於顧客風險承受能力商品之原則也。該原則隨著投資型保險之

發展，逐漸導入美國壽險與年金產品之行銷上。我國既已引進投資型

保險，行政上亦應一同引進適合性原則，方能健全壽險與年金產品之

招攬規範，有效預防投資型保險紛爭之發生。而關於此三方案之具體

建議事項將於第六章中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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