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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壽保險規定於團體壽險之適用 

依示範條款第二條規定「本契約所稱『要保人』是指要保單位。

本契約所稱『被保險人』是指本契約所附被保險人名冊內所載之人

員。」是者，團體壽險係以團體作為團體壽險契約之當事人，而以

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然而，在此定位之下，團體壽險係屬由第三

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則要保團體對被保險人是否應具備保險利

益？又具備何種保險利益？此非無疑義。再者，依保險法第一○五

條規定，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其

契約無效，但實務上常基於方便而未予落實，若使契約自始無效，

則團體壽險之保障功能將無法發揮。又要保人具有指定及變更受益

人之權利，但是若由要保團體指定、變更受益人是否妥當？凡此均

顯示出示範條款將團體定位為要保人與保險法規定產生多處扞格，

並有進一步檢討之必要。是者，本文擬從保險利益之角度著眼，凸

顯以團體作為要保人之缺失，並提出重新定位團體壽險契約當事人

之建議，再針對保險法第一○五條及指定及變更受益人之相關規定

在團體壽險應如何調整適用，提出本文見解與看法。 

第一節  保險利益 

第一項  保險利益之意義及功能 

保險利益，係指保險契約當事人對於保險標的所具有之特定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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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因標的之存在而獲有利益，因標的之毀損而遭受損失106。

一般認為，保險利益具有三項重要功能107： 

一、計算損失禁止不當得利： 

保險之目的係在填補保險契約當事人因保險事故發生遭受

之損失，並非讓保險契約當事人因締結保險契約而獲得超過損

失之利益。保險利益係保險契約當事人因保險事故不發生所享

有之利益，當保險事故發生時，其所受之損失以保險利益範圍

為限度，所受之填補不得超過保險利益之範圍，否則即有違損

失填補原則。 

二、明確劃分保險及賭博行為： 

賭博係以偶然之機率決定輸贏以獲取不正當利益之行為，

當事人和標的之間並無任何利害關係，因此賭博與公序良俗有

違並為法律所不許。保險雖然亦具有射倖性，保險費與保險金

額差異甚大，且保險事故是否發生處於不確定之狀態，但是保

險因必須以保險利益存在為前提，保險金係用以填補實際所受

之損失，且保險費率必須稟持公平合理原則，是者保險係一種

將未來不確定損失轉化為確定保費支出之經濟制度，與賭博不

可相提並論。 
                                              

106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06。關於保險利益之歸屬主

體應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國內學說意見紛陳，本文將於本節第三項再作討論，於此先

以「保險契約當事人」稱之。 
107 整理自鄭玉波，劉宗榮修訂，《保險法論》，台北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修訂六版，頁 51-52。林群弼，《保險法論》，台北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

年 2 月，增訂二版，頁 128-129。梁宇賢，《保險新法》，台北市：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05 年 3 月，修訂新版，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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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免道德危險產生： 

所謂道德危險（Moral Hazard），是因保險契約存在而故意

造成保險事故，以謀取保險金108。保險契約以保險利益存在為

要件，當保險事故發生時，契約當事人必受有損害且其所獲得

之保險金以填補所受損失為限，是者，契約當事人通常不會為

了圖謀保險金而故意使保險事故發生。倘若無保險利益亦得訂

立保險契約，則契約當事人容易因一時貪念圖謀保險金故意致

損失發生，道德危險將層出不窮。因此保險契約之生效，須有

保險利益為之存在，始足以防範道德危險之發生。 

第二項  保險利益之適用範圍 

團體壽險是否亦應具備保險利益？在探討此問題之前，必須先

釐清保險利益之適用範圍。英美法系及歐陸法系均肯定保險利益適

用於財產保險，但是否適用於在人身保險？兩大法系之見解則有出

入。國內多數學者根據保險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六條及第

二十條規定，肯定保險利益適用於人身及財產保險，但有學者雖肯

定保險利益在人身保險有存在之必要性，卻認為保險利益計算保險

標的價值、避免不當得利及道德危險之功能在人身保險無法發揮。

有鑑於學說見解對於保險利益是否適用於人身保險見解分歧，本文

擬針對問題，將兩大法系及各家學說分述如下，並提出本文看法以

作為後續討論團體壽險保險利益之基礎。 

                                              

108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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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肯定人身保險適用保險利益原則，而成文法之制定可

溯及至十八世紀。在此之前，英國允許以第三人生命投保人壽保險，

且無須經被保險人之同意，導致後來英國興起以公眾人物生命賭博

之風潮，任何人都可以公眾人物之生命投保，打賭該公眾人物可存

活幾天，保險制度遭到濫用並淪為賭博之工具109。為避免欠缺保險

利益之保險淪為賭博工具，英國在一七四六年制定法律禁止無保險

利益之保險110。到了一七七四年，英國制定「人壽保險法」(The Life 

Assurance Act) 法規序言中即開宗明義說明本法制定之目的在避免

賭博、禁止以無保險利益之人的生命投保111。該法重申禁止無保險

利益保險，並進一步規定，保險補償範圍以要保人對被保險人之保

險利益價值為限112。 

而美國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保險利益之討論都集中在財產保

險，尤其是海上船舶或貨物保險，但人身保險則較少論及保險利益，

究其主要原因係人身保險當時之發展不及財產保險而較少受到重

視。美國麻薩諸塞州最高法院 Lord v. Dall(1815)一案是美國最早清

楚地說明人身保險利益之判例，該判例謂「保險利益是金錢上、法

律上的利害關係，此種利害關係是被法律所保護的，例如債權人對

                                              

109 Muriel L. Crawford & William T. Beadles, Law and the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160 
(6thed., 1989). 
110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86. 
111 Michael J. Henke, Corporate-Owned Life Insurance Meets the Taxes Insurable 
Requirement: A Train Wreck in Progress, Baylor Law Review, 55 (2003). 
112 Charity Rush, Corporate-Owned Life Insurance: Has Taxes Buried the Insurable Interest 
Requirement? Houston Law Review, 139 (2004).  
 



 5

債務人或子女對父母。具備保險利益，保險契約始為有效。」這個

判例指出在親近家人間或債權人對債務人有保險利益，此種見解對

美國法院後來之判例有深遠之影響113，多數判例均肯認保險利益係

指因他人生存而有受有利益，此利益不侷限於金錢上利益，尚包括

基於愛情及親情關係而生之利益。當然，每個人對自己的生命亦有

保險利益，可以為自己投保人壽保險契約114。 

英美法系除要求由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要保人對被保

險人應具保險利益外，尚要求必須經被保險人同意，否則保險契約

將因違反公共利益（Public Policy）而無效。英美法系學說認為，保

險利益之存在可避免保險淪為賭博工具，而經被保險人同意可避免

第三人為圖謀保險金而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之道德危險產生115，因

此英美法系在第三人訂立人壽保險契約係兼採保險利益及同意主

義，兩者缺一不可，否則保險契約將自始無效。 

第二款  歐陸法系 

歐陸法系早期有學者認為保險利益之概念亦適用於人身保險，

但晚近學者主張保險利益僅適用於財產保險，其認為保險利益決定

保險標的價值、禁止不當得利及防止道德危險功能在人身保險無法

發揮，因此否認保險利益在人身保險有適用之實益。其詳細之理由

如下116： 

                                              

113 Michael J. Henke, supra note 111, at56-58. 
114 Muriel L. Crawford & William T. Beadles, supra note 109, at 161-162. 
115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96-97. 
116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台北市：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9 月，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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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利益具有決定保險價值多寡之功能，但是人身保險之

保險價值無法以金錢估計，因此保險利益決定保險價值之

功能在人身保險無法發揮。 

二、保險利益功能在於填補具體性之損害或防止複保險、超額

保險，以避免不當得利之情形發生，但人身保險—除醫療

費用保險外，因人身生命價值無價，即使被保險人獲有雙

重賠償，亦非不當得利。 

三、保險利益概念在於決定誰有將保險利益投保，而無須經他

人同意之權，若將此原則貫徹於人身保險，則主觀危險發

生可能性之對象為人之生命、身體，極不道德。第三人以

他人生命、身體為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投保，須經他人書

面同意，只要被保險人同意以其生命為保險標的，則要保

人對之是否有保險利益，並無實質之意義。 

第三款  國內學者之見解 

國內多數學者肯定保險利益於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均有適用，

並以保險法第十六條及第二十條為人身保險利益之明文規範117。學

者謂財產保險利益性質與人身保險利益不同，前者係指「經濟之利

益，而得以金錢計算」118，或謂「與經濟利益有關之利害關係」119；

                                                                                                                       

訂四版，頁 88-90。 
117 多數保險法著作將保險利益之種類分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肯認保險利益概念在

人身保險亦有適用。請參閱鄭玉波，劉宗榮修訂，前揭註 107 書，頁 47-50。林群弼，

前揭註 107 書，頁 135-141。梁宇賢，前揭註 107 書，頁 95-102。 
118 梁宇賢，同前註，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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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係指非經濟上之利害關係，有學者謂「原則上一般人身保險

固須以經濟上之利害關係為主，惟對於精神上之利害關係，亦須調

查兼顧，並不以金錢所能估計之利益，作為決定要保人有無保險利

益之唯一基礎。」120強調人身保險保險利益係存在於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間，且包括經濟上及精神上、感情上之利害關係。 

有學者更進一步指出，「在英美法系強調人壽保險道德危險防止

之兩大防護體：(1)契約當事人對於保險標的須具備保險利益，(2)保

險契約之訂立須經為保險標的之人之同意。兩者相輔相成，始能更

有效地達到防止道德危險之目的。…（略）我國保險法第三條、第

十六條及第一○五條實係仿英美法系而為規定，在被保險人同意

外，另加上保險利益之雙重防護，期以有效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

121準此，學者不僅肯定在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要保人對被

保險人須有保險利益，並強調保險利益在人身保險具有防範道德危

險之重要功能，我國保險法兼採英美法系保險利益主義及同意主

義，較歐陸法系僅採同意主義，更能防範道德危險之發生。 

另有學者認為保險利益在人身保險雖有存在之必要，但是保險

利益係歸屬於人身保險之被保險人，即「被保險人對自己生命、身

體完整性有保險利益，但因為被保險人對於其生命、身體之完整性

之損害為抽象性損害，蓋其生命無價，不能具體以金錢算出其所受

之損害。因此，前述之保險利益有確定保險價值、避免不當得利的

功能於人身保險沒有發揮的餘地，關於保險利益道德危險防止功能

                                                                                                                       

119 劉宗榮，《保險法》，自版，1995 年 8 月，初版，頁 94。 
120 梁宇賢，前揭註 107 書，頁 80-81。 
121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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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身保險亦不存在，蓋被保險人當然對其生命、身體之完整性有

保險利益，當然不會有道德危險之發生。」122、「被保險人為保險事

故發生時受有損害而具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之人，…（略）要保人於

人身保險之情形不需要具有保險利益，因其非保險給付請求權人，

故不可能有道德危險之產生，但既係以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為危險

事故發生之對象，故以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時則需經過該第三人之書

面同意，以表示對其人格權之尊重，不違反道德之規範。」123此見

解顯然與多數學說認為人身保險要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利益以

及保險利益具備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有極大之差異。 

第四款  本文見解 

在英美法系體系下，不僅肯定保險利益適用於人身保險，且兼

採保險利益主義及同意主義，即要保人須因他人繼續生存受有利益

者，並經他人同意者，始得以他人之生命為保險標的訂立保險契約。

由此可見英美法建立兩層防範道德危險之機制，防止保險成為有心

人士犯罪取財、不當得利之工具，對被保險人生命提供較為完整保

護。反觀歐陸法系或國內受到歐陸法系影響之學者，其認為由第三

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僅須得到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即可，要保人

對被保險人不須具備保險利益，此項見解顯然忽略了保險利益在人

身保險具有防範道德危險之功能，而有失偏頗。本文認為，英美法

系在道德危險之兩層防護措施較歐陸法系一層措施更能防範道德危

                                              

122 江朝國，〈人身保險之保險利益（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20 期，1997 年 1 月，

頁 59。 
123 江朝國，〈無權代理制度於保險法上之突破—以無權代理人以要保人之名義訂立保險

契約為中心〉，《萬國法律》，第 126 期，2002 年 12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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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發生，基於任何人都不得藉由他人死亡獲得利益，人的生命價值

不容侵犯，英美法系之雙重保障體制顯然較歐陸法系更為可採。雖

然兼採保險利益及同意主義之交易成本勢必較單採同意主義高，契

約成立生效的機會減少，受保險保障機會自然也會因此降低124，但

相較於被保險人生命安全之保護，後者顯然更值得重視與關注，是

者本文仍贊同英美法系之見解。 

就我國現行保險法觀之，根據保險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

十六條及第二十條之規定，可知我國保險利益制度係承襲英美法

系，無論財產或人身保險，均適用保險利益原則。由第三人訂立人

壽保險契約之道德危險防護方面，則採取事前（契約訂立時）及事

後（契約成立後）防護措施：於訂立保險契約時，兼採保險利益及

同意主義，以要保人對被保險人具備保險利益及經被保險人書面同

意，作為保險契約特別生效要件；而事後防護措施，則是保險契約

生效後，被保險人得隨時撤銷同意（保險法第一○五條）及要保人

或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時，保險人不負保險金給付責任或受

益人喪失受益權（保險法第一二一條）。綜此而論，我國保險法在人

身保險道德危險防護上，給予被保險人生命周全保障，值得肯定與

贊同。 

第三項  保險利益之歸屬主體 

保險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之要保人，指對於保險標的具有

                                              

124 陳俊元，陳仁傑，〈論保險利益之適用範圍與存在時點〉，《法令月刊》，第 56 卷第 2
期，2005 年 2 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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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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十七條又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無

保險利益者，保險契約失其效力。」保險利益之歸屬主體究竟是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即有疑義。國內學說眾說紛紜，有學者認為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均須具有保險利益125；有學者則認為要保人應具備保

險利益126。亦有學者採折衷說，其認為無論在產壽險，要保人均應

具備保險利益，然而就被保險人而言，在財產保險，被保險人於保

險事故發生時須具備保險利益；而人身保險，被保險人之生命、身

體為保險標的，被保險人生命、身體對被保險人本身僅止事實上利

害關係，法律上無特別意義，故被保險人無須具備保險利益127。另

有學者認為無論於產壽險，均應以被保險人為保險利益歸屬之人，

其理由略謂「保險法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保險事故

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被保險人係保險事故發

生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基於『損害為保險利益之反面』

原則，被保險人應為保險利益歸屬之人。」、「要保人於人身保險之

情形，不需要具有保險利益，蓋其非保險給付請求權之人，故不可

能有道德危險之產生，但既係以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為危險事故發

生的對象，故以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時則須經過該第三人書面，以表

示對其人格權之尊重，不違反道德之規範，至於要保人為何要替被

保險人投保及交付保險費，其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之內部關係，

                                              

125 鄭玉波，劉宗榮修訂，前揭註 107 書，頁 52-53。 
126 施文森，《保險法判決之研究〈總則編〉上冊》，自版，2001 年，修訂二版，頁 124。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10。 
127 林群弼，前揭註 107 書，頁 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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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險利益無關。」128 

上述學說雖然各有道理，但卻有見樹不見林之缺失。主張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均為保險利益歸屬主體或採折衷說之學者，係在保險

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七條的框架下尋求合理之解釋，然而保險

法在立法時兼採英美法系及大陸法系，第三條具英美法系色彩，以

要保人為契約當事人並規定要保人應具保險利益，但第四條卻受到

大陸法系之影響而以被保險人為保險金請求權人，如此規定除了將

保險契約當事人之權利義務一分為二外（要保人負繳付保費之義

務，被保險人有保險金請求權）並導致當事人定位及保險利益歸屬

主體之紊亂129，而在此矛盾架構下解讀保險利益歸屬主體顯然無法

真正釐清爭議。至於學者認為人身保險要保人與被保險人不同人

時，要保人僅須得到被保險人同意即可投保，要保人對被保險人無

須具備保險利益。此種見解，忽略了保險利益在人身保險中具有防

止道德危險之重要功能，而不為本文所採。 

其實，我國保險法關於保險利益之制度原則上係承襲英美法

系，無論任何險種均有保險利益之適用，而英美法系是以保險契約

之當事人為保險利益之歸屬主體，並由當事人享有保險金請求權

130，如此不論在財產或人身保險，與保險人訂立契約、繳付保險費

之人即為保險金請求權人（除非財產保險要保人將保險金請求權讓

與他人或在人身保險指定他人為受益人），體系一貫且當事人權利義

務關係、定位明確。因此，本文認為在保險利益歸屬主體上宜依英

                                              

128 江朝國，前揭註 123 文，頁 76-77。 
129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09。 
130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同前註，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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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系，保險法第三條既以要保人為契約當事人，則以要保人為保

險利益之歸屬主體，要保人對保險標的應具有特定利害關係，於保

險標的毀損時遭受有損害，並享有保險金請求權以填補損失。被保

險人應定位為人身保險之保險標的，是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當要

保人與被保險人不同時，要保人對被保險人應具備保險利益，是否

遭受損失及有無保險金請求權應就要保人判斷。為杜爭議，應刪除

保險法第四條及第十七條中「被保險人」之字樣，明訂要保人為保

險事故發生時享有保險金請求權之人，並一併修正涉及保險法當事

人權利義務之相關規定以釐清保險契約之當事人及保險利益歸屬主

體。 

第四項  要保團體之保險利益 

如前所述，依照通說及保險法之規定，保險利益適用範圍應包

括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由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要保人對

被保險人具備保險利益，以作為防範道德危險不可或缺之兩層防

線。團體壽險以團體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係屬於第三

人訂立人壽保險契約，然而要保團體對團體成員有何種保險利益？

實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第一款  保險法第十六條 

保險法第十六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列個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

險利益：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

債務人。四、為本人管理財產或利益之人。」本條第三款規定，債

權人對債務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利益，蓋以債務人一旦死亡或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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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將喪失清償能力導致債權人遭受債權無法十足受清償之損失，

因此債權人對債務人之生命、身體有保險利益，並且得以債務人為

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此種保險利益係經濟上之利益，屬於損失

填補保險，因此應以損失發生時之保險利益限度—即尚未清償之債

務為限131。準此，債權人—債務人類型之團體壽險，債權人在債務

之限度內，對債務人之生命、身體有保險利益，應無疑義。 

其次，本條第四款規定，要保人對為其管理財產或利益之人之

生命、身體有保險利益。管理財產或利益之人，一旦死亡、殘廢，

將使要保人收益減少或虧損，因此要保人對管理人有保險利益。此

保險利益應以基於契約關係而生者為限132，通說認為應包括信託契

約之受託人、共同繼承人互推之遺產管理人、無限公司或兩合公司

之無限責任股東或一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執行業務之

重要職員等133。依此，在雇主—員工類型之團體壽險，雇主對於重

要幹部應具有符合本條第四款之保險利益，但對於一般受僱人，因

其具有可替代性且與公司營運、收益無密切關係，是者，一般受僱

人應非第十六條第四款之人，亦不符合其他三款規定134。至於其他

類型之團體壽險，例如合作社、協會、職業公會等團體，對團體成

                                              

131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同前註，頁 702。 
132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同前註，頁 614。 
133 林群弼，前揭註 107 書，頁 139-140。劉宗榮，前揭註 119 書，頁 100。梁宇賢，前

揭註 107 書，頁 99-100。 
134 因重要幹部死亡會導致雇主遭受金錢上的損失，因此美國法律肯認雇主對於重要幹

部之生命有保險利益。在 1980 年後，美國大部分的州法律或法院見解允許雇主以非重

要幹部之一般員工生命投保人壽保險並以雇主為受益人，無論該員工之年資、對企業之

價值或貢獻；但有些州之法律，例如德州，仍認為雇主對一般員工無保險利益。See Charity 
Rush, supra note 112, at 140. 美國德州禁止雇主以一般員工為被保險人並以公司為受益

人投保人壽保險契約，因為立法者認為這是拿員工生命賭博，且誘導雇主不重視工作環

境安全。請參閱楚連，〈員工是團保受益邊緣人？—美國對受益人是「公司」的團保下

禁令〉，《現代保險金融理財雜誌》，第 162 期，2002 年 6 月，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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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均無保險法第十六條所列舉四款之保險利益，則實務上大多數的

團體壽險，將有欠缺保險利益而無效之疑慮。 

第二款  保險法第二十條 

保險法第二十條規定「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益，亦得為保

險利益。」有學者認為本條可作為團體壽險保險利益之法律依據，

其理由謂「依民法第一五三條第一項言『當事人互相意思一致者，

無論其為明示或默示，契約即為成立』，是以契約成立以雙方意思表

示為限。只要團體與成員雙方有某種關係使得有效契約存在，例如

僱傭關係、勞工會員關係、債權債務關係等…都可產生利益，這種

利益如碰到不確定性質的危險事故，產生損失，即發生不利益，團

體為救濟此一種不利益，即可為之購買團體保險提供保障…（略）

此種利益一般通稱成員福利，得為保險利益。」135然而，保險法第

二十條規定是否適用於人身保險向有爭議，雖然多數學說採肯定見

解136，但是有學者則持否定看法，其認為本條係參考外國立法例「凡

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益，對於該契約之履行標的，亦得為主張保

險利益。」之規定，既有履行標的之限制，自僅能適用於財產保險137。

退步言之，縱認保險法第二十條亦適用於人身保險，惟團體中一般

                                              

135 方明川，前揭註 1 文，頁 63。另外，學者陳雲中謂「人壽保險種類繁多，故對於保

險利益之事例，尚以在保險法有補充性之概括規定，亦即『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益，

亦得為保險利益。』以之而訂立人壽保險契約。如基於僱傭契約所僱用之受僱人，雇主

為之投保人壽保險。」即認為雇主對非重要幹部之一般受僱人之生命，有基於有效僱傭

契約而生之利益，雇主得以一般受僱人為被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請參閱陳雲中，前

揭註 29 書，頁 201。相同見解請參照林群弼，前揭註 107 書，頁 140。梁宇賢，前揭註

107 書，頁 101。 
136 鄭玉波，劉宗榮修訂，前揭註 107 書，頁 50。林群弼，同前註，頁 140。劉宗榮，

前揭註 119 書，頁 100。梁宇賢，同前註，頁 101。陳雲中，同前註，頁 201。 
137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13。學者施文森亦採否定見

解，請參閱施文森，《保險法總論》，自版，1986 年，修訂七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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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之死亡對團體並不會產生任何影響，團體亦無遭受任何經濟上

之損失，基於「無損失即無保險利益」之原則，團體對於大多數之

團體成員並無保險利益。是以對於團體壽險保險利益此一令人費解

之難題，保險法第二十條顯然不是具說服力之答案。 

第三款  小結 

綜上所述，除了債權人—債務人類型及雇主對於重要幹部之生

命具有保險利益外，其餘類型之團體壽險之要保人對被保險人均欠

缺保險利益。依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

險標的物無保險利益者，保險契約失其效力。」則現行大部分之團

體壽險保單均為無效，團體壽險將喪失保障團體成員之功能，此顯

非保險業者、投保團體、被保險人或監理機關所樂見，如何解決團

體壽險欠缺保險利益致保險契約無效之問題，實屬重要！ 

第五項  可能的解決方案 

第一款  採用歐陸法系保險利益之概念 

歐陸法系認為人身保險不適用保險利益之概念，第三人訂立之

人壽保險契約，僅須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即生效力，要保人對被保險

人是否具有保險利益在所不問。依這樣之邏輯推演，團體壽險契約

亦無保險利益之適用，要保團體對於被保險人無須具備保險利益138。 

                                              

138 羅淑絹，前揭註 23 文，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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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團體壽險不必適用保險利益 

另有學者依外國團體保險之立法例以及團體保險具有社會保險

色彩之特性，主張團體保險不必適用保險利益之概念139： 

一、學者認為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甚至日本，團體保險以團

體為要保人，均未言及團體與團體成員之保險利益問題。

蓋以團體保險發展之初，係提供企業工作人員因生、老、

病、死或意外危險所致經濟損失之彌補，並由企業繳付保

費，而成為員工福利之一部份，政府當然鼓勵此種保單之

發展，不必追究保險利益之問題。 

二、美、歐、日等國一方面以社會保險的法律精神直接或間接

以特別立法團體保險，同時以團體作為要保人，並採第三

人受益人方式（要保人以外之人為受益人）防止道德危險。

保險利益之主旨在防止道德危險，則團體保險為員工福利

之主幹，用第三受益人觀念或用法律規定防止道德危險亦

無不可。除此之外，參考 NAIC 團體保險模範法案規範方

式，不以保險利益為著眼點，而對承保之團體對象，除要

求「團體之投保非以投保為主要目的外」，並將各類團體予

以明確定義規範，保險監理機關亦有權限依社會與經濟之

發展情事對新的團體組織出現予以認可，擴大團體保險業

之經營，跳出保險利益之窠臼。 

                                              

139 方明川，前揭註 1 文，頁 58-65。相同見解請參閱藍玉珠，〈我國修正「團體一年定

期壽險保單示範條款」之研析〉，《壽險季刊》，第 102 期，1996 年 12 月，頁 48-49。王

淑佩，前揭註 7 文，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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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然而現行保險法要求要保人對被保險人應具保險利益，則

權宜之計，可擴大解釋保險法第二十條以之為用。只要團

體與成員雙方有某種關係使得有效契約存在，例如僱傭關

係、勞工會員關係、債權債務關係等都可產生利益，這種

利益一般通稱成員福利，得為保險利益。又為防止要保人

致生道德危險，應規定要保人不得為受益人。不過將二十

條擴大解釋仍不能將團體保險之保險利益完全解釋，此僅

為變通作法。學者建議應參考社會保險立法方式，將被保

險人員與受益人之關係以法律單獨一條明確規範較佳，即

以限制受益人範圍達到防範道德危險目的，不必再受限於

保險利益之框架。 

第三款  重新定位團體壽險之當事人 

有學者認為團體壽險欠缺保險利益產生契約是否有效之問題，

係因團體壽險當事人定位錯誤所導致，只要將團體成員定位為要保

人兼被保險人，團體為要保人之代理人，上述問題將可迎刃而解，

學者謂「作為壽險契約當事人之『要保人』，不僅要保、繳費而已，

最重要者，要保人須對保險標的（壽險契約中稱被保險人）具有保

險利益，否則縱已要保且繳費，該壽險契約仍無從發生效力。就團

體壽險而言，要保單位對大部分成員或員工並無保險利益，一方面

發生契約是否有效問題，另一方面又為避免道德危險，乃以示範條

款限制死亡保險金受益人以被保險員工家屬為限。理宜將要保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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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保單位之成員，而以要保單位為其代理人以修正問題。」140 

第四款  本文見解—團體壽險當事人定位再建構 

歐陸法系認為保險利益之功能在人身保險無適用之實益，否認

要保人對被保險人應具備保險利益，此種見解忽略保險利益於人身

保險中防範道德危險之功能。再者依保險法第三條、第十四條、第

十五條、第十六條及第二十條規定，保險利益制度係採英美法系，

即不分險種均適用保險利益，此架構與歐陸法系有很大不同，因此

若欲從歐陸法系保險利益之概念尋求解決，勢必要大幅翻修保險

法，緩不濟急。 

第二種見解參考外國立法例，並從團體壽險具員工、會員福利

及第三人利益契約之特性，認為團體壽險之道德危險防範應自受益

人範圍限制、團體適格性、團體成立目的等著眼，不必深究團體壽

險保險利益問題。此項見解雖有見地，然而在未修正保險法增訂團

體壽險排除保險利益適用之條文前，依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團體

壽險契約仍難逃無效之命運。其次，在以團體為要保人之定位下思

索解套方法，則壽險契約要保人得行使之權益，例如指定、變更受

益人，將由團體為之，團體成員僅有被動同意權，是否妥當？則未

見進一步說明。又因要保團體有權指定或變更受益人，是以為了防

止要保團體以自己為受益人而產生道德危險，此說見解再強調應限

制要保人不得為受益人，如此似未認清團體壽險當事人定位不當與

                                              

140 林勳發，《保險法論著譯作選集》，自版，1991 年 3 月，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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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產生衝突而有治標不治本之缺失。 

人壽保險契約以要保人為當事人，且保險法第三條、第十六條

規定要保人對被保險人應具備保險利益。大部分之團體對於團體成

員並無保險利益，因此將團體定位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

之結果，即產生團體壽險契約因欠缺保險利益而無效之問題，於此

凸顯出團體壽險將團體定位為要保人之不當。本文認為，斧底抽薪

之辦法，應是重新定位當事人，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

而以團體為要保人之代理人，如此符合保險法第十六條第一款「要

保人對本人之生命、身體有保險利益」之規定，既可徹底解決現行

當事人定位下產生團體壽險因欠缺保險利益而無效之問題，亦可一

併解決下列問題： 

一、示範條款第二條以要保單位為要保人，然而，並非所有要

保單位均具有法人資格，例如「有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之雇主，如為合夥事業或獨資商號，因不具法人資格而無

權利能力，依法本不得為契約當事人，示範條款以其為團

體壽險契約要保人顯與契約法理牴觸；若以團體成員為要

保人兼被保險人，因團體成員為自然人具有權利能力，得

為享受權利負擔義務主體，以其為契約當事人即可解決要

保單位無權利能力之問題。 

二、其次，若以要保單位為要保人，依保險法第一○五條規定，

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其契約無效。團體保險以前常為了方便，未落實被保險人

親自簽名，致保險契約欠缺被保險人書面同意此項生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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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嗣經主管機關對未落實之保險公司提出糾正後，團體

保險方面始大幅改善141。然而仍有可能發生被保險人未親

自簽名之情形，一旦被保險人未親自簽名，保險人即可以

此為由主張團體壽險契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而無效並

拒絕理賠142；如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此即非

第三人所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而無須適用保險法第一○

五條規定，自可避免上述保險契約無效情形發生。 

三、人壽保險契約之要保人具有行使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關

於指定變更受益人之問題，本文將於第三節中再詳細論

述）。而團體壽險係為填補因團體成員死亡或殘廢所致之損

失，係為保障團體成員之利益而存在，以團體成員為要保

人兼被保險人，團體成員得享有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

由其自由處分保險契約利益，符合團體壽險以團體成員為

保障對象之特性。 

四、另外，依保險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

                                              

141 王超馨，〈保險法第一百零五條實務應用問題研析〉，《壽險季刊》，第 137 期，2005

年 9 月，頁 59-60。 
142 團體壽險之保險人因被保險人未親自簽名而拒絕理賠之實際案例，可參照台南地方

法院 93 年度保險字第 29 號判決。本案法院判決團體壽險契約因被保險人未親自簽名而

無效，並判決保險人無須給付保險金，其判決理由謂「查系爭團體保險契約包括有團體

一年定期壽險，被告（保險人）應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保險金，有被告所提出之團體

保險要保書影本附卷可稽，且為兩造所不爭執，故其性質係屬於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項

之死亡保險契約。又本件蔡加興於 91 年 12 月 20 日辦理加保時，係由要保人即信立公

司福委會逕向被告提出，蔡加興本件從未填寫健康告知書或其他書面同意文件，已如前

述，則依上述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項之規定，系爭保險契約蔡加興加保部分係由第三人

（信立公司福委會）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被保險人（蔡加興）書面同意，其契約

應屬無效。故被告抗辯系爭保險契約蔡加興加保部分，因無被保險人蔡加興書面同意，

為無效等語，應堪採信。」依此，在以團體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之架構下，

因被保險人疏忽未簽自親名而招致保險契約無效之情形，在實務上將無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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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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保險

費應由要保人依契約規定交付。」準此，保險契約之要保

人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使其負擔

交付保險費之義務，似乎較不利於團體成員。但是本文認

為，保險法第一一五條規定「利害關係人，均得代要保人

交付保險費。」亦即保險費交付義務不具專屬性，受益人

或其他因保險契約存在而受有利益之人均得代要保人交付

保險費，例如在雇主—員工類型團體壽險，團體壽險契約

具有分散企業人身風險及職業災害責任風險之功能，雇主

亦因團體壽險契約而受有利益，自得代員工交付全部或部

分保險費。或者，雇主亦可與保險人或員工合意承擔團體

成員全部或部分保險費債務（若與員工合意承擔保險費債

務，依民法第三○一條規定，尚須得保險人承認，否則對

保險人不生效力），則實際上負擔保險費之人仍為團體，團

體成員不會因具要保人地位而受有不利益。 

綜上所述，示範條款以團體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

產生團體壽險契約欠缺保險利益、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等諸多問

題致團體壽險契約效力受到質疑。惟只要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

保險人，上述問題即能迎刃而解。對於團體保險當事人定位不當，

主管機關似已有察覺，查九十一年十二月六日訂立之團體傷害保險

單示範條款（多倍型）及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標準型）第二

條規定，即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並以團體為代理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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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保之要保單位143，實屬正確作法。本文建議現行團體一年定期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及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之當事人定位亦應

比照修正，以正本清源，徹底消弭因當事人定位錯誤與保險法產生

之齟齬。 

第二節  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保險法第一○五條規定「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

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金額，其契約無效。被保險人依前

項所為之同意，得隨時撤銷之。其撤銷之方式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

及要保人。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行使其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

契約。」此項規定僅適用於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在現行

示範條款以團體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之架構下，實有探

討本條文有無適用於團體壽險契約之必要。 

第一項  保險法一○五條之立法意旨 
                                              

143 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多倍型）及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標準型）第二條

規定如下： 
「本契約所使用的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載明於被保險人名冊並以其名義與本公司訂立本契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

義務之被保險人本人。 

二、被保險人：指被保險人名冊所載，以其生命及身體作為本契約保險事故發生之客體

之人。 

三、要保單位：指符合第四款所定而以其名義代理要保人投保本保險之團體。 

四、團體：指具有五人以上且非以購買保險為目的而組成之下列團體： 

    1.有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2.依法成立之合作社、協會、職業工會、聯合團體或聯盟所組成之團 

      體。 

    3.債權、債務人團體。 

    4.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或民意代表組成之團體。 

    5.凡非屬以上所列而具有法人資格之團體。 

五、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所引起的外來突發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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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以他人生命作為保險標的投保人壽保險契約，若不須讓

被保險人知悉並得其同意，將容易使人壽保險契約淪為不法人士以

他人生命賭博之工具，並極易產生道德危險，因此保險法除了保險

利益主義外，亦兼採同意主義作為防範賭博及道德危險之兩大防護

體。且為了以昭慎重，第一○五條規定被保險人須以書面同意，若

以口頭為之，將不生效力。而所謂「書面」，實務上多由被保險人在

要保申請書上親自簽名，無需另外出具書面同意書144。 

又被保險人為同意後，若因情事變更致使其繼續為被保險人恐

危及生命而有增加道德危險之虞時，保險契約之有效存續將致被保

險人終日惶恐不得安寧，因被保險人非保險契約當事人無法終止契

約，因此民國九十年修正保險法時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賦予

被保險人撤銷權以資救濟，尊重被保險人之人格權。一旦被保險人

撤銷同意，即視為要保人終止契約。 

第二項  保險法第一○五條於團體壽險之適用 

依保險法第一○五條規定，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須經被

保險人書面同意及約定保險金額，否則保險契約不生效力。然而團

體壽險契約與個人壽險契約不盡相同，此項特別生效要件是否亦適

用於團體壽險契約？以下分析之。 

第一款  美國成文法 
                                              

144 劉宗榮，前揭註 119 書，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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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文法及判例均肯認由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未經被

保險人書面同意者無效，但是部分州之法律明文將團體壽險或待記

名保單排除在適用之外145，例如紐約州保險法第三二○五條第 C 項

即規定，人壽保險契約在訂立時必須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否則契

約不生效力，但團體壽險、團體或待記名傷害或健康保險、家庭保

險不在此限146。 

第二款  本文見解 

團體壽險契約在訂立時是否應經被保險人同意？此項議題之討

論，係在以團體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之定位下，始有探

究之必要。如前所述，我國兼採保險利益及同意主義，然而大多數

之團體對其團體成員均欠缺保險利益，若再允許不必經被保險人同

意，使團體得任意以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訂立人壽保險契約，將使

防範道德危險之兩大基石崩潰。雖然示範條款第二十條規定團體壽

險之死亡保險金之受益人限於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要

保人不得為受益人，可降低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之道德危

險，且示範條款第十九條復規定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

                                              

145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96-100. 
146 紐約州保險法第 3205 條第 C 項原文如後「No contract of insurance upon the person, 
except a policy of group life insurance, group or blanket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or family insurance, as defined in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de or effectuated unless at or 
before the making of such contract the person insured, being of lawful age or competent to 
contract therefor, applies for or consents in writing to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except in the 
following cases: 
(1) A wife or a husband may effectuate insurance upon the person of the other. 
(2) Any person having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life of a minor under the age of fourteen 
years and six months or any person upon whom such minor is dependent for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may effectuate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upon the life of such minor, in an amount 
which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s specified in section three thousand two hundred seven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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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者，喪失受益權，在受益人可能引發之道德危險部分另設一道

防線，然而限定受益人範圍及喪失受益權之規定均屬於契約成立生

效後之事後防範機制，與兼採保險利益及經被保險人同意之事前防

範機制相較，前者並無事前預防之功能，充其量僅為事後補救機制，

防範效果勢必較後者差。 

再者，若認為團體壽險之被保險人對保險契約之訂立無同意

權，則於團體壽險契約訂立之後，即使有道德危險增加狀況，被保

險人因非契約當事人不得解除或終止契約，其在保險契約存續期間

只能坐以待斃，終日惶惶不安，不得安寧！實有違保險契約係在保

障被保險人心境安寧之宗旨。因此，本文以為，團體壽險在以團體

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之前提之下，仍須經被保險人書面

同意始生效力並賦予其隨時撤銷同意之權利，以尊重被保險人之人

格權並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更進一步言，本文建議示範條款之當

事人定位應修正為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則團體成員既

為壽險契約之當事人，具有隨時終止契約之權利，其可積極地防止

道德危險之發生，另外，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因非屬

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自無須受到保險法第一○五條拘束，

如此一來亦可減少團體壽險契約因疏忽致欠缺被保險人親自簽名而

無效之機會，對被保險人之保障自較為周全，而為本文所採。 

第三節  受益人之指定與變更 

第一項  受益人之法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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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險契約係以被保險人之死亡為保險事故，若要保人與被

保險人同一時，即有必要另行指定第三人作為保險金之歸屬主體，

因此人壽保險契約除了當事人—要保人、保險標的—被保險人之

外，尚有受益人。受益人為單純享有保險金請求權之人，然而其被

指定時之地位須視要保人有無拋棄處分權而定，依保險法第一一一

條第一項之規定「要保人對其保險利益，除聲明放棄處分權外，仍

得以契約或遺囑變更處分之。」依此，在要保人未聲明放棄處分權

之情形，受益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僅具事實上期待利益，性質上

並非權利，須待保險事故發生後始取得保險金請求權；若要保人在

指定受益人後即聲明放棄處分權，則受益人於被指定時取得一既得

權（Vested Right）147，即保險契約所生之利益歸屬於受益人，而成

為受益人之資產148，受益人可自由處分保險金請求權、該權利亦可

被受益人之債權人扣押或於讓與他人。反之，要保人因已放棄處分

權，即不得再處分保險金請求權，其債權人亦不得對之進行扣押149。 

第二項  受益人之資格限制 

保險法對受益人資格之限制，唯有保險法第一一○條規定第二

項規定「前項指定之受益人，以於請求保險金額時生存者為限。」

準此，受益人以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生存者為限。除此之外，保險

法對受益人資格並無其他之限制。然而有些學者從防止道德危險之

角度，認為人壽保險之受益人必須以對被保險人具備保險利益之人

                                              

147 吳月瓏，〈人壽保險契約保險金歸屬之研究〉，《保險專刊》，第 42 輯，1995 年 12 月，

頁 163。 
148 施文森，《保險法論文第一集》，自版，1988 年，增訂七版，頁 239。 
149 江朝國，前揭註 116 書，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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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蓋死亡保險最容易萌生道德危險，若指定之受益人與被保險

人間不存在任何關係，則「不投保，少危險；有投保，多危險；保

險金額越大，被保險人受謀害的危險越高。」因此受益人應對被保

險人具備保險利益始為妥當150。 

惟在法無明文規定之情況下，多數學說仍否定受益人必須具備

保險利益，學者謂「受益人係由要保人自行指定，如未聲明拋棄處

分權，受益人可任意變更，或另行指定受益人。要保人既然指定該

第三者為受益人，無疑其與該第三者間有信任關係存在，當不致發

生受益人謀害被保險人之情事。且保險法規定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

人於死者，喪失受益權，因此受益人如以非法方法致保險事故之發

生者，勢將一無所獲。保險法之所以設有此種防止規定者，無非在

使無保險利益之受益人不致以非法手段加速保險事故發生。」151可

資參照。 

本文以為，道德危險之防範為人壽保險最為重要之課題，其涉

及被保險人生命安全的存續及保障，不容輕忽。依否定說見解，現

行保險法之規定已足以防範受益人之道德危險，然而，受益人係在

被保險人死亡之時領有保險金之人，保險法規範縱使得將道德危險

之機率降至微乎其微，亦不可能降低至零。且在人壽保險契約，受

益人之指定與變更係屬要保人之權利（參照保險法第一一○條及第

一一一條），除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之情形外，被保險人對要保

                                              

150 劉宗榮，前揭註 119 書，頁 80。學者林勳發以英美法為鑑，肯認受益人具備保險利

益始能有效防範道德危險，請參閱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

頁 611-612。 
151 施文森，前揭註 148 書，頁 35。學者林群弼亦採相同見解，請參閱林群弼，前揭註

107 書，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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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定之受益人僅有同意權（參照保險法第一○五及第一○六條），

此同意權係屬於被動之權利，被保險人對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時機

及人選無主動決定權，而同意與否又繫諸於被保險人主觀意思，被

保險人可能因受到脅迫、誘惑或未深思熟慮而同意要保人所指定之

受益人，此受益人若與被保險人不具任何經濟上或人身上利害關

係，即有可能因意圖保險金而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雖在此種情形，

保險法第一二一條第一項已規定受益人喪失受益權，但受益人亦可

能因不知有此規定而仍為不法行為，從這角度來看，這樣之規定僅

具有懲罰之效果，預防道德危險之效果實屬有限。再者，受益人是

否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常成為訴訟上舉證之難題，並使受益人心

存僥倖心理為不法之行為。因此，欲更徹底防範道德危險產生，應

將受益人限制為對被保險人生命具有保險利益之人。在現行保險法

規範之下，人身保險之保險利益僅限於要保人對被保險人應具保險

利益，至於受益人則無須具備，實有待修法時予以一併檢討修正之。 

第三項  指定、變更受益人之主體 

依保險法第五條規定「本法所稱受益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

約定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益人。」

152準此，似以要保人和被保險人均有指定受益人權利，然而保險法

第一一○條第一項規定「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金額之全部

                                              

152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保險人選定受益人，不需要得到保險人之同意，亦即僅需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一方意思表示即可成立，故其應屬單獨行為而非契約行為。保險法第 5 條

之「約定」應修正為「指定」，以免產生指定受益人之行為為契約行為之誤解。請參閱

江朝國，〈論被保險人有無指定受益人之權〉，《法令月刊》，第 51 卷第 8 期，2000 年 8
月，頁 16。相同見解請參閱林群弼，同前註，頁 567。許慧如，〈論死亡保險中受益人

之產生與保險金之請求〉，《萬國法律》，第 137 期，2004 年 10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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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益人或數人。」及第一一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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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要保人有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

但一一二條卻又規定「保險金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給付於其所指

定之受益人者，其金額不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條文中之「其」

依文義似又指被保險人。上述條文之不一致使指定、變更受益人之

主體究竟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產生疑義？實有釐清之必要。 

第一款  要保人 

人壽保險契約之當事人為要保人，具有處分保險契約權益之

權，因此要保人具有指定受益人之權利。而被保險人為人壽保險契

約之標的，僅為保險契約之關係人，除非與要保人為同一人，否則

應無指定受益人權利153。保險法第一一二條係接續保險法第一一一

條而來，因此省略「要保人」此一主詞致生誤解，所以，第一一二

條文中之「其」係指要保人而言，而非被保險人154。而保險法第五

條之規定，於民國五十二年保險法修正過程中，民國五十二年八月

六日立法院、財政、司法、交通、經濟委員會致立法院秘書處(52)

台財字第○七六號函檢附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條文中，其第五條原本

係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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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委員會審查增訂

之文字解釋，受益人係指主要原始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人，即被保險

人，或者由要保人約定之人，然而在立法院三讀通過之條文，不知

                                              

153 林勳發，前揭註 140 書，頁 63。林群弼，同前註，頁 567。 
154 林勳發，同前註，頁 63。 



 30

何故，卻將被保險人後之逗點刪除，成為現行條文155。換言之，依

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條文中，被保險人之概念包含在受益人之內，被

保險人非指定受益人之權利人，指定受益人主體唯契約當事人要保

人而已。 

第二款  被保險人 

有學者主張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有指定受益人之權利，且以被

保險人指定受益人之權利為中心，要保人之指定權係源自被保險人

授權。學者之理由略謂「壽險契約所保障之直接標的，應為被保險

人對自己生命、身體利益，此種利益的反面即為損害，亦即為壽險

契約所欲填補之對象，因此真正享有保險金和有權處分保險金之人

應為被保險人，故指定受益人之權益當然屬被保險人所有，被保險

人非僅為被動同意之附庸角色。惟既然現實上出面與保險人磋商訂

立保險契約之人為要保人，所以為了締約時便利考量，將被保險人

指定受益人之權暫由要保人來行使，換言之，要保人指定受益人之

權係被保險人隱藏性授權，僅係代為傳達被保險人之意，根據保險

法第一○五條及第一○六條意旨，嗣後仍須經被保險人同意始可。」

156 

此項見解雖然不否認要保人基於當事人地位而有指定受益人之

權益，但強調要保人指定權係因被保險人隱藏性授權所賦予，真正

有權指定者為被保險人，此項結論，係以人身保險應以被保險人為

                                              

155 黃正宗，前揭註 59 文，頁 160。 
156 江朝國，前揭註 152 文，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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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中心之思想出發。但是在現行法規範之下，人身保險之要保人

對被保險人須有保險利益，則要保人係因被保險人死亡而受有損失

之人，因此保險契約保障之對象應是要保人而非被保險人，被保險

人僅為保險標的而已。要保人不僅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亦應為

保險事故發生時受有損失而有保險金請求權者，此由保險法第四十

五條規定「要保人得不經委任，為他人之利益訂立保險契約。受益

人有疑義時，推定要保人為自己之利益而訂立。」及第五十二條規

定「為他人利益訂立之保險契約，於訂約時，該他人未確定者，由

要保人或保險契約所載可得確定之受益人，享受其利益。」亦可明

要保人應為原始、第一受益人157。基於處分權利之自由，其可藉由

指定第三人為受益人之方式，將保險契約利益讓與受益人，因此，

要保人有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不過，為防範要保人以第三人為

受益人對被保險人可能產生之道德危險，及基於對被保險人之尊

重，要保人指定或變更受益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否則要保人之

指定、變更行為將不生效力，此觀保險法第一○五條及第一○六條

之規定即足以明稽：如要保人於保險契約訂立時即指定第三人為受

益人並於保險契約書中載明受益人之姓名，被保險人可斟酌其與受

益人關係後，再決定是否為書面同意；即使要保人未於契約訂立時

即指定受益人，依第一○六條規定「由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

其權利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書面承認者，不生效力。」其

於嗣後指定時，亦應得被保險人之同意。綜上，被保險人無指定變

更受益人權利，僅對要保人指定、變更之受益人有同意權。 

                                              

157 於未指定受益人之情形，保險金應歸屬於要保人而非被保險人遺產，為求體系一貫，

保險法第 113 條「為指定受益人者，其保險金視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應予刪除。請參

閱林勳發，前揭註 140 書，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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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以被保險人為人身保險保障中心之學說雖提供一個頗具價

值思考方向，然而此理論在保險利益（要保人對被保險人不須具備

保險利益）、人身保險保障對象及受益人指定、變更主體等方面之見

解均與保險法現行規定產生齟齬。我國保險法之訂立因受到多國立

法例之影響造成要保人、被保險人定位紊亂並衍生諸多疑義，對於

各項疑義該如何解釋處理，亦形成人言人殊之情況，但是，從盤根

錯節中釐清一條主幹後再修剪、調整繁雜枝葉，應較重新設立一套

新的體系更為實際可行！職是之故，以要保人為指定、變更受益人

主體，被保險人對指定、變更受益人僅有同意權之見解，因符合現

行保險法體系，而為本文所採之。 

第四項  團體壽險之受益人 

除了債權人—債務人團體類型外，團體對大部分之團體成員均

無保險利益，團體壽險契約原則上係為團體成員福利而設，以保障

團體成員為中心，團體壽險保險契約利益應歸屬於團體成員，其可

指定因其死亡、殘廢受有損失之人為受益人，包括團體成員本人或

其家屬、法定繼承人或其他人有身份上或經濟上關係之人，但是團

體應不得為受益人158，否則將有違團體壽險之目的。如前所述，本

文認為團體壽險應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並以團體為要

保人之代理人，在此定位之下，不僅能適切保險法保險利益之規定，

且在指定、受益人方面，保險法規定由要保人—即團體成員行使此

                                              

158 NAIC 模範法案對於團體壽險為定義時，除團體信用壽險外，其餘五種團體均明訂團

體壽險應為團體以外之人之利益而存在；而 NAIC 標準條款第 F 項則明訂團體壽險之保

險金應給付給被保險人（即團體成員）所指定之人。請參閱附錄二及附錄三： NAIC Model 
Laws,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565-1, §5 “Group Life Insurance Standard Provision”(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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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權利，亦與團體壽險之特性一致。 

但是，現行團體壽險契約係以要保團體為當事人，而以團體成

員為被保險人，且關於指定、變更受益人之主體、程序及受益人之

範圍等悉依示範條款第二十條規定： 

「殘廢保險金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 

定或變更。 

身故保險金受益人的指定及變更，以被保險人的家屬或其法

定繼承人為限。受益人之指定及變更，要保人得依下列約定

辦理： 

一、於訂立本契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益人。 

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更受益人，如要保

人未將前述變更通知本公司者，不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受益人的變更，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

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本公司為身故或殘廢給付時，應以受益人直接申領為限。」 

此項規定除將保險法關於指定變更受益人之相關規定直接適用

於團體壽險外，復另行增訂受益人範圍之限制。本文基於以下幾點

理由認為此項規定並不妥當： 

一、團體成員只有被動的同意權，忽略團體壽險以團體成員為

保障中心： 

除了團體信用壽險之外，因團體壽險為團體成員利益而存

在，團體成員應為有權指定、變更受益人之人，但示範條款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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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要保團體有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團體成員僅有被動同

意權，忽視團體壽險以團體成員為保障中心之宗旨，且團體成

員無法自主決定受益人，僅能消極地表示同意或反對要保團體

指定之人，將造成無法將保險金給予團體成員死亡時其最想照

顧之人，茲舉一例說明之：設甲配偶已死亡，只有一子乙，但

乙與甲不親且平日疏於聯絡，甲平日與兄丙同住並互相照顧。

今甲的公司為其投保團體壽險並指定甲之法定繼承人乙為受益

人，但甲欲以丙為受益人而不同意，惟未待公司指定丙為受益

人時，甲即因意外而死亡。在此例中，甲之公司指定受益人之

行為因甲不同意而不生效力，視同未指定受益人，則依保險法

第一一三條規定「死亡保險契約未指定受益人者，其保險金額

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則甲之死亡保險金仍由乙繼承，其結果，

顯然不符甲之意願。由此可知，僅賦予團體成員對受益人有被

動同意權，將使團體壽險之保障團體成員之功能大打折扣。 

二、限縮受益人範圍仍無法避免要保團體指定自己為受益人： 

示範條款賦予要保團體指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或許為

了避免要保團體指定自己為受益人而產生道德危險，因此又增

設保險法所無之限制，將受益人之範圍限縮於被保險人本人（殘

廢保險金之受益人）及其家屬或法定繼承人（死亡保險金之受

益人）。然而保險法第五條後段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

受益人」，因此若要保團體基於強勢地位（例如雇主對於員工）

指定自己為受益人，並以威脅利誘手段要求團體成員同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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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受益人規定159，則示範條款限縮受益人之範圍亦無法達到

排除要保團體作為受益人之目的，道德危險之防範將產生缺口。 

綜此而論，以團體為要保人，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之前提之下，

為符合團體壽險以被保險人利益為中心之特性，應賦予被保險人指

定、變更受益人之權利，但此與保險法以要保人為指定變更權人之

規定不符；示範條款依保險法規定以要保團體為指定變更受益人之

主體，卻又為避免要保人指定自己為受益人可能引發之道德危險，

及為了達到團體壽險保障團體成員之經濟生活之宗旨，復再限縮受

益人之範圍。然而保險法第五條明訂要保人可以為受益人，如保險

人為求業績未堅守示範條款之規定而予以配合、以要保團體為受益

人，於法亦非不可行！則主管機關用心良苦地限縮受益人範圍，卻

仍無法達到有效遏止要保團體以自己為受益人之目的。本文認為，

這些問題均係因現行團體壽險當事人定位之不當所造成，根本之

道，應以團體成員為要保人兼被保險人、以團體為要保人之代理人，

即可徹底解決現行示範條款所產生之缺失。因團體成員具有指定、

                                              

159 83 年度保險字第 2 號判決可資參照，該案判決理由要旨謂「一、意思表示應探求當

事人之真意，尤其保險契約為最大善意之契約，解釋上，應以當事人立約當時之真意為

準，依保險契約之擬定程序而言，係以要保書之簽訂為先，而據以訂立保險契約，本件

要保書已記載雙方明示約定受益人為要保單位 (即原告) ，故要保書所載『受益人為要

保單位 (即原告) 』應屬當事人立約之真意；並就定型化契約如保險契約而言，其書寫

條款與印刷條款或契約本文與附記事項衝突時，由尊重當事人之真意觀之，應以書寫條

款及附記事項之效力優先；本件要保書受益人欄係以書寫記載，其與保單印刷條款在意

義上發生衝突時，自應以書寫條款之效力優先，況要保書業經被告保險業務從業人員交

回公司，如有未盡事宜，被告應即時通知要保人補正，要保書內容既經被告同意並列為

保險契約之部份，自當發生其優於保單印刷條款之效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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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財政部所函訂之示範條款，僅為行政命令之效力，自不足以排除保險法明

文要保人得為受益人規定，原告自得依據保險契約受益人之記載，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

金。」請參照江朝國編纂，《保險法規彙編》台北市：元照出版社，2002 年 7 月，二版，

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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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受益人之權利，其可自由處分保險契約利益，如此一來可避免

上述僅有被動同意權所產生之缺失。至於受益人之範圍應否侷限於

被保險人本人或其家屬、法定繼承人？本文以為，在保險法尚未明

訂受益人對被保險人應具備保險利益之前，為避免受益人之道德危

險，仍有以法律明文予以限制之必要，依此限制，團體即不得為受

益人。 

另外，須說明者是，示範條款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及第

三項規定，要保人經被保險人同意而變更受益人時，須通知保險人，

否則不得對抗保險人，且要保人須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同意書送

達保險人，一經送達，保險人即應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此為要保

人向保險人變更受益人之程序規定，但非謂要保人變更受益人須經

保險人批註始生效，蓋以要保人變更受益人係屬單獨行為，但不須

經過保險人之同意。不過，因變更受益人關係到保險人給付之對象，

為了避免保險人雙重給付，保險法第一一一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

行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不得對抗保險人。」此項通知為對抗

要件，若要保人未通知保險人致保險人對原受益人為給付者，保險

人之給付義務因已消滅，對新受益人不負保險金給付責任，新受益

人僅能依民法第一七九條不當得利之規定向原受益人請求返還該保

險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