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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團體壽險契約條款之爭議問題 

團體壽險係以一張保險單承保多數被保險人，此項多數被保險

人之「團體」特性使團體壽險在契約條款設計上有別於個人壽險。

而美國是團體壽險之發源地，關於團體壽險契約條款之研擬及發展

已相當成熟，無論是主管機關擬定之標準條款或司法實務對於條款

所涉爭議問題之探討，均具有極高之參考價值，有助於認識我國團

體壽險條款現有缺失及將來改進之方向。是者，本文在本章中依序

討論之保險契約構成條款、被保險人資格條款、保險契約終止條款、

契約轉換權條款等，均以美國為鑑，先介紹美國團體壽險契約條款

在適用上所涉爭議以及 NAIC 標準條款相關規定，再進一步就我國

契約條款規定妥適性提出本文淺見及建議，期望他山之石能對我國

示範條款之檢討修正有所助益。須說明的是，因主管機關目前僅針

對團體一年定期壽險訂有「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其

他類型的團體壽險則無示範條款可資遵循，是以保險公司均以此示

範條款為訂立契約之主要參考依據，因此本文以下對於我國團體壽

險契約條款之檢討，將以此示範條款作為討論之對象。 

第一節  保險契約構成部分條款 

團體壽險係以一張保險單承保多數被保險人，保險人僅需簽發

一張主保單給要保人，至於被保險人，則拿到由保險人簽發保險證

以證明其在承保範圍之內。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Group Life 

Insurance Standard Provision）第 G 項規定「保險單條款應載明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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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簽發保險證交由保單持有人分發給每一被保險人。保險證上應

記載保險金額、受益人及契約轉換權等160。」但是，當保險證上記

載事項與主保單牴觸時而生疑義時，應以何者為準？保險人若簽發

保險證與不具被保險人資格之人，對該人是否應負保險理賠責任？

以上問題均涉及一個爭議，即保險證是否為契約之一部分而有拘束

保險人之效力？美國大部分的團體保險單條款規定「主保單、要保

書、被保險人個別之申請加保書為保險契約之全部」，保險證並非契

約之構成部分，此與我國示範條款第一條第一項之意旨相同，然而

美國法院對此問題，見解仍莫衷一是，以下先介紹美國法院判例見

解，再就我國保險證之效力說明之。 

第一項  美國法院見解 

第一款  多數見解 

大部分的美國法院判例均認為保險證並非保險契約的一部份，

美國最高法院在 Boseman v. Connecticut General Life Ins. Co.（1937）

一案中明示「保險證非契約一部份，其僅是證明員工在保險承保範

圍內之證據」161。因此，被保險人之權利係依主保單及要保書而定，

即使被保險人未拿到保險證，亦不得否定其被承保之效力。另外，

當保險人簽發保單給不適格之被保險人時（例如未實際正常工作、

超出承保年齡等），保險人亦無須理賠162。然而，美國法院在解釋主

                                              

160 請參閱附錄三。 
161 Boseman v. Connecticut General Life Ins. Co., 301 US 196 (1937). A.S.H., Jr., Group 
Insurance: Some Legal Problems, Virginia Law Review, 492 (1940). Warren Freedman, 
Freedman’s Richards on The Law of Insurance, 109 (6thed., 1990). 
162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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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時，有時仍會一併考慮保險證所記載事項，當保險證與主

保單內容牴觸或主保單有疑義時，美國法院通常會作有利於被保險

人之解釋，換言之，如保險證之規定對被保險人較為有利時，仍以

保險證為準163。 

第二款  少數見解 

少數見解認為保險證是保險契約不可分割之一部分，喬治亞州

最高法院在 Carruth v. Aetna Life Ins. Co.（1924）一案中將保險證與

主保單的關係形容為連體嬰（Siamese twins），兩者互相關連，於解

釋保險契約時應互相參照，不能有所偏廢164。 

有些美國法院會援引禁反言原則以解決保險證與主保單不一致

所產生之爭議。在加州最高法院 Humphrey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 (1967)一案中，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依薪水等級為一萬四千美

元。被保險人因罹患肺氣腫而請病假修養，嗣後因病情嚴重而辦理

退休，並在退休後因病死亡，距離他請病假且未支薪之日不到一年

之時間。此案爭點在於保險證上記載「(1)當被保險人退休時，保險

契約繼續有效，但保險金額減少至一千美元；(2)如被保險人因疾病

或受傷而無法工作時，保險契約效力繼續有效，但期間以一年為限。」

然主保單上僅記載當被保險人退休時，保險金額減少至一千美元。

被保險人情況同時符合保險證兩種情形，且(2)之情形保險金額維持

不變，對被保險人較為有利，但主保單卻僅有(1)而無(2)之規定。保

                                              

163 Muriel L. Crawford & William T. Beadles, supra note 109, at 490. 
164 Carruth v. Aetna Life Ins. Co., 157 Ga 608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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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證就被保險人保險金額之規定顯然與主保單不一致，應以何者為

準？就此爭議，加州最高法院明確闡明「雖然加州法律規定主保單、

要保書為保險契約之全部，但法律同時也要求保險人應簽發保險

證，以使被保險人知悉保險所提供之保障…（略）。保險證是被保險

人看到之唯一文件，保險證既是保險人所擬定，保險人即不能否認

其正確性。」165亦即根據禁反言原則，保險人不得以主保單上記載

事項否認保險證之效力。但是，如果保險人已即時更正保險證與主

保單不符之錯誤，則被保險人已無可受保護之信賴存在，保險人即

不受禁反言原則之拘束166。 

第二項  我國示範條款之檢討 

依據示範條款第一條規定「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被

保險人名冊、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契約的構成部分。」

保險證並不在明示之列，然而，保險證是否為此項規定之「其他約

定書」？非無疑義。 

所謂約定書，應係指經雙方當事人合意訂定之書面文件。然而

根據示範條款第四條規定，保險證記載內容為「本公司應發給每位

被保險人保險證或保險手冊，載明被保險人姓名、保單號碼、保險

範圍、保險期間、保險金額及本公司服務電話。」，除上述事項外，

實務上發給被保險人之保險證，尚簡要記載被保險人身份證字號、

所屬單位，至於保險手冊則載明主保單內重要條款，以使被保險人

                                              

165 Humphrey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 67 Cal 2d 527 (1967). 
166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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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其重要的權利及義務。依此，保險人給與被保險人保險證及保

險手冊之目的，係為證明該被保險人在團體壽險承保範圍之內，並

將主保單之重要條款告知被保險人，兩者均屬保險人單方面之意思

表示，並非由契約雙方當事人合意訂定之「約定書」。是者，在現行

示範條款規定之下，保險證及保險手冊並非保險契約之一部分。但

是若保險證或保險手冊內容與主保單相牴觸時，而保險證或保險手

冊內容對被保險人而言較主保單有利時，保險人得否逕以保險證及

保險手冊非保險契約之構成部分為由，主張不受拘束？本文持否定

見解，蓋以牴觸之內容應屬保險人誤寫之「表示行為錯誤」167，如

該錯誤係保險人自己過失所致，應適用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保險人不得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換言之，保險人仍受保

險證或保險手冊內容之拘束。 

更進一步言，本文認為保險證及保險手冊應為團體壽險契約構

成部分，現行示範條款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實有檢討之空間。首先，

團體壽險契約係由要保團體與保險人洽商而訂立，被保險人對於保

險契約條款之制定通常無參與、置喙之餘地，且為了節省成本，團

體壽險之保險人僅簽發一張主保單與要保人，保險人僅製發保險證

或保險手冊，使被保險人明瞭契約條款重要事項，保險證及保險手

冊為保險人對被保險人契約相關權益之明示，其上記載之內容在客

觀上足以使被保險人信賴即為契約條款內容。再者，保險契約構成

部分不限於主保單，要保書、批註、被保險人名冊等均為保險契約

之構成部分，其中要保書雖為要保人單方意思表示，但有助於解釋、

                                              

167 王澤鑑，《民法總則》，自版，2006 年 8 月，增訂版，頁 4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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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契約當事人真意，因而示範條款乃明示其為保險契約之構成部

分，而保險證或保險手冊為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明示、闡明對契約重

要條款之單方意思表示，與要保書相同，均為有助於釐清當事人真

意之書面文件，亦應包含在團體壽險契約構成部分之內。是者，依

本文之見，保險證及保險手冊應為保險契約之一部分，當保險證或

保險手冊與主保單內容不一致而產生爭議時，即應依保險法第五十

四條第二項及示範條款第一條第二項「疑義利益歸諸於被保險人」

之規定，作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綜上所述，現行示範條款第一條第一項契約構成部分條款應予

修正，應明示包括保險證、保險手冊在內。除此之外，保險人於製

發保險證及保險手冊時亦應謹慎仔細，始能徹底避免兩者與主保單

牴觸而衍生之爭議。 

第二節  被保險人資格條款 

團體壽險之被保險人必須具有團體成員或其家屬之身分，除此

之外，美國團體壽險契約條款對雇主—員工類型團體之被保險人資

格尚有其它限制，例如「實際從事工作條款(Actively At Work )」及

「等待期間條款（Waiting Period）」168，此兩項條款具有防範逆選擇

之功能並影響個別被保險人之團體壽險契約生效之日，在團體壽險

契約中有重要地位，但我國示範條款在八十五年九月九日修正時將

實際從事工作條款刪除，是否妥當，實有待進一步分析。是者，本

                                              

168 Probationary Period」意義與「Waiting Period」相同，本文將兩者均譯為等待期間。

請參照 Kenneth Black, Jr. & Harold D. Skipper, Jr., supra note 13, at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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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說明被保險人資格條款之目的、法律性質及美國法院見解，再

就我國示範條款現行規定妥適性分析如後。 

第一項  實際從事工作條款 

實際從事工作條款規定員工在團體壽險契約生效之日必須在職

並從事正常工作；若員工未實際從事工作，則自該員工實際工作之

日起，其所投保之團體壽險始生效力。美國法院認為這樣的條款是

有效且清楚明白的(Unambiguous)169。以下就此條款之目的、法律性

質及美國法院對「實際從事工作」條款之解釋說明之。 

第一款  條款之目的 

團體壽險之核保係以團體危險選擇代替個人危險選擇，被保險

人通常不須體檢或出具健康聲明書，為了避免逆選擇並維持被保險

人之平均健康狀態在標準體之上，必須適當地限制團體成員加入團

體壽險之資格。一般認為，實際從事工作之員工其身體健康狀況通

常較為良好，反之，無法正常工作之員工可能是罹患重病或有其它

健康問題，因此，實際從事工作條款之目的即在建立一個核保篩選

機制，以排除體弱或患病之員工加入團體壽險170。 

第二款  法律性質 

美國法院認為「員工須實際從事工作」，係保險契約對該員工生

                                              

169 Muriel L. Crawford & William T. Beadles, supra note 109, at 490. 
170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660,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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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先決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171，唯有當員工滿足這個先決條件

後，團體壽險契約對該員工始生效力。 

第三款  美國法院對「實際從事工作」之認定 

美國法院對「實際從事工作」之認定，有時從文義上解釋而認

為員工必須至工作地點上班並實際履行工作上職務，若因病或其它

緣故而未正常上班，即使僱傭關係並未終止且繼續領有薪水，亦不

符合實際從事工作之要件。茲舉美國上訴法院第八巡迴法院 Todd v. 

Dow Chemical Co. and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1985)一案為例。

Dow 這間公司與大都會人壽保險簽訂團體壽險契約承保其所屬之員

工，在一九八一年，雙方合意修改原有之保單，提高被保險人之保

險金額，並約定「一九八一年七月一日在職並實際從事工作的員工，

新保單自該日起生效。該日並未實際從事工作之員工仍適用舊保

單，新保單至其返回工作後始生效。」本案被保險人自一九八一年

一月罹患血癌，之後請過幾次假，同年之五月二十九日是他最後一

天上班，他於六月二日時住院，八月十八日死亡。但是被保險人自

五月三十日起雖然沒有上班，卻未辦理請假並仍領有全薪，並填妥

新保險加保單(Enrollment Card)，Dow 公司也將其當作新保單適格被

保險人並寄信通知被保險人，且依新保單自其薪水扣繳保險費，當

被保險人死亡後，他的受益人主張保險公司應依新保單給付十萬美

元保險金，但保險公司卻主張被保險人應適用舊保單，保險金額僅

七萬二千元，非十萬元。 

                                              

171 Id. at 660, 674.  



 9

法院審理結果判決受益人敗訴，其主要理由有二：（一）法院引

用密西根州上訴法院 Smillie v. Travelers Insurance Co.(1980)172之見

解，認為「實際從事工作」係指被保險人在平時上班的地點履行工

作上職責，本案被保險人在新保單生效之日因生病住院，之後亦未

回到公司上班，顯然不符合實際從事工作之要件；（二）受益人主張

Dow 公司寄信通知被保險人新保單已經生效，並依新保單自其薪水

內扣繳保險費，因此根據禁反言及失權原則，保險人應依新保單理

賠。但法院認為 Dow 公司並非保險人之代理人，且根據密西根州、

阿肯色州及奧克拉荷馬州的法律，禁反言及失權原則之適用並不能

使保險契約效力及於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人，基於上述理

由，法院判決保險人勝訴，其依舊保單負理賠責任並無違誤173。  

但是當員工是屬於管理階級、專業顧問時，美國法院對「實際

從事工作條款」傾向採取比較寬鬆的解釋，其原因可能在於這些人

是否在固定地點或固定時間履行職務並不重要。美國法院在一九三

三年曾有一個著名的判例，一位碼頭的監督人因腰部開刀休養後即

未曾返回辦公室工作，但其在休養期間繼續領薪水並且曾就新建的

碼頭問題受過諮詢，因此法院認為他符合保險契約中「回復全天及

全薪的工作」之條件174。保險人若為避免法院對契約條款作如此寬

鬆之解釋，除了在契約中載明員工必須實際從事工作外，亦得約定

員工須「在平常上班地點履行工作上所有職務」以明確被保險人資

                                              

172 Smillie v. Travelers Insurance Co., 102 Mich. App. 780 (1980). 
173 Todd v. Dow Chemical Co. and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760 F.2d 192 (1985). 
174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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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限制175。 

第二項  等待期間條款 

「等待期間條款」係指在團體壽險主契約生效後新進之員工必

須等待（工作）一段期間後始取得加入團體壽險之資格，一般契約

條款約定之等待期間為一至六個月176。等待期間條款係考量公司新

進員工流動率高，待員工工作穩定後再加入團體壽險除了可以免除

加退保所造成之行政作業麻煩外，亦可避免已罹病之人為取得團體

壽險而受雇之逆選擇現象。 

美國法院判例均認為等待期間條款係有效的，但當保險契約對

於等待期間的計算方式不明時，法院傾向作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

釋。在阿肯色州最高法院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v. 

Betty S. Lemon(1972)一案中，John Floyd Lemon 為 Morrison-Knudson

公司工作，期間自一九六一年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二日、一九六

二年三月三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一九六九年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

七○年一月二十三日為止。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在

一九六三年七月一日簽發一張團體意外險保單給 Morrison-Knudson

公司，保險契約條款中約定「在保險契約生效後投保者，自工作滿

三個月之下個月第一天起，保險契約對其生效」，本案 John 在一九

六九年十二月一日遞交書面要保書給 Morrison-Knudson 公司，並在

一九七○年一月二十三日死亡。保險公司主張在主保單生效後投保

                                              

175 Id. at 669-670. 
176 「Probationary Period」之意義與「Waiting Period」相同，請參照 Harriett E. Jones & Dani 
L. Long, supra note 16, at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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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在保險人收到要保書後工作三個月，且三個月之期間應該要

連續計算，因而拒絕理賠。阿肯色州最高法院認為保險契約條款並

無規定三個月期間應連續計算，且未規定應在投保前或在投保後滿

足此項要件，基於解釋契約條款應有利於被保險人原則，法院認為

三個月等待期間不必連續計算。John 之工作期間累積計算已超過五

個月了，其已為適格之被保險人，保險人不得拒絕理賠177。 

第三項  我國示範條款之檢討 

我國示範條款在民國八十五年九月九日修正前，原亦設有「實

際從事工作條款」，修正前第七條規定「員工參加保險時，必須在職

從事正常工作。員工因故於契約生效日未能正常工作時，得自恢復

正常工作之日起三十日內參加本保險。逾三十日申請參加者，須提

供健康證明文件並經本公司同意後始得參加。」依此，員工必須實

際工作始取得加入團體壽險之資格。然而八十五年九月九日修正

時，基於擴大團體保險業務考量將第七條刪除，被保險人之資格由

保險人及要保人自行於契約中訂立178。惟各家保險公司之團體一年

定期人壽保險單條款對被保險人資格均無「實際從事工作」及「等

待期間」之限制179，果其如此，只要具備正式員工身份即取得加入

團體壽險之資格，在團體壽險通常無須體檢之情形下，保險人顯然

                                              

177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v. Betty S. Lemon, 252 Ark. 34 (1972). 
178 胡木成，〈評析我國團體壽險示範條款之當事人、關係人及保險利益問題〉，《保險專

刊》，第 51 輯，1998 年 3 月，頁 127。 
179 中央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單條款、大都會國際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

全球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契約條款、安泰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環球瑞泰

團體定期一年人壽保險對被保險人資格均無特別限制。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

http://pivot.iiroc.org.tw/database/insurance/resultQueryAll.asp?categoryId=2&CompanyID=2
00&fQueryAll=%B9%CE%C5%E9%A4@%A6%7E%A9w%B4%C1%A4H%B9%D8，最後

瀏覽日期 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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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防止體弱之員工加入團體壽險，如此將造成整個團體之損失率

提高，保險費亦隨之升高，導致健康之員工不願加入團體壽險之逆

選擇現象，保險公司基於業務競爭考量而忽視被保險人資格條款於

核保選擇之重要功能，實有不妥。 

或有謂保險人得藉由要保書書面詢問事項避免承保體弱之被保

險人，若被保險人違反據實告知義務，保險人即得依示範條款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解除該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契約，依此亦可避免逆選

擇之產生。然而本文認為，據實告知義務條款在運作上仍有其限制：

第一，被保險人故意隱匿、過失遺漏或為不實的說明，須足以變更

或減少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保險人始得解除該被保險人契約，且

保險事故發生後，危險之發生須基於被保險人說明或未說明的事

實，保險人始得解除契約。亦即，被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在主觀

上需具備「故意隱匿、過失遺漏或為不實說明」等可歸責事由。在

客觀上，於保險事故發生前，須違反告知之事項足以影響保險人對

危險之估計，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尚須違反告知事項與危險之發生

具有因果關係，保險人始得解除契約180。證明被保險人具備主、客

觀要件並非易事，尤其保險事故發生後，在理賠方面往往衍生諸多

爭議並演變成各說各話的局面，最後只能對簿公堂；第二，縱使被

保險人已符合告知義務違反之要件，惟依示範條款第八條第三項規

定，保險人必須自知有解除之原因後，一個月行使解除權，否則權

利即消滅。綜此而論，被保險人據實告知義務條款無法彌補刪除被

保險人資格限制條款所造成缺失，保險人仍宜將被保險人資格限制

                                              

180 請參閱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7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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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訂立在團體壽險契約當中，始能徹底防杜逆選擇並維持保險公

司財務健全發展。 

此外，本文建議可參照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D 項規定，

於示範條款中明訂保險人於契約訂立時或被保險人申請加保時，得

要求被保險人出具可保性證明181。若被保險人無法出具或可保性證

明不足時，保險人得拒保或限制該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以防範逆

選擇之發生。 

第三節  保險契約終止條款 

第一項  保險契約終止事由 

團體壽險契約之終止可分為兩種情況，一為整個團體壽險契約

終止，二為個別被保險人之團體壽險契約終止。使整個團體壽險契

約終止之事由包括團體壽險主保單屆期未續保、要保人與保險人合

意終止契約、保險人因團體投保人數未達一定比例或最低人數而終

止契約等等182。而個別被保險人之保險契約終止之原因則包括僱傭

關係終止(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在醵金式團體壽險計畫，被

保險人未繳其應分擔之保險費、因整個團體壽險契約終止而終止及

其他法律或契約條款規定之終止事由183。從美國法院判例可以發

                                              

181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D 項規定原文如下「D. The policy shall contain a provision 
setting forth the conditions, if any, under which the insur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quire a 
person eligible for insurance to furnish evidence of individual insurability satisfactory to 
the insurer as a condition to part or all of his coverage.」請參閱附錄三。 
182 Frank W. Hanft, supra note 2, at 76, 77. 
183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678-679. 康鴻誼，前揭註 35 文，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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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最常引起爭議者即為僱傭關係終止條款應如何解釋適用及保險

人於終止契約後有無通知被保險人得行使契約轉換權之義務？爰將

美國法院對於前開問題看法論述如下，並一併檢討我國示範條款契

約終止條款之相關缺失。 

第一款  僱傭關係終止條款 

團體壽險契約之被保險人必須具備團體成員之資格，喪失團體

成員之資格，即不具備被保險人適格性，該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契

約即行終止，因此，在雇主—員工類型之團體壽險契約均規定當員

工之僱傭關係終止時，該員工之保險契約即行終止，然而何種情況

會構成「僱傭關係終止」，美國法院判決結果往往依個案保險契約條

款規定不同而有差異，實有進一步說明之必要。 

第一目  保單條款之規定及美國法院見解 

當員工退休、服兵役、自動辭職或被解雇等通常被認為僱傭關

係終止，該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契約亦隨之終止。但當員工請假、

罷工、暫時性停工(Temporary Lay-off)是否為構成僱傭關係終止，則

應依僱傭關係終止條款之內容而定： 

一、將停止實際從事工作視為僱傭關係終止之情形： 

美國大部分之保險單條款均將員工不再實際從事工作



 15

(Cessation of Active Work)視為僱傭關係終止184。員工如有請

假、罷工、暫時性停工之情形，即使員工與雇主間僱傭契約仍

有效存續，法院仍依條款認定該員工部分之保險契約已因該員

工停止實際工作而終止。在南卡羅來納州上訴法院之 Cudd v.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 Co.(1983)一案中，被保險人自一

九七九年二月一日起參加罷工活動，罷工持續五十二天後，被

保險人因車禍意外身亡。本案之保險契約中約定「當員工不再

實際從事工作時，僱傭關係即終止」、「實際從事工作係指員工

在通常地點報到，並有能力在通常上班時間內執行職務上所有

之工作」，法院認為雖然被保險人與公司間的僱傭契約仍然存

在，他仍是公司的員工，但依據團體保險契約約定，他因參與

罷工而不再實際工作，已非適格的被保險人，保險契約已經終

止了185。 

論者有謂此條款使得員工請病假後因病死亡，亦無法獲得

理賠，唯有當員工死於工作中才理賠，團體壽險保障功能受到

相當限制。是者，雇主可選擇在僱傭關係終止條款中明示排除

員工請假或暫時性停工之情形，以避免將非實際工作之員工一

律視為僱傭關係終止所帶來之嚴厲效果186。 

二、僱傭關係終止有別於請假或暫時性停工之情形： 

                                              

184 William F. Meyer, Id. at 682. Frank W. Hanft, supra note 2, at 78, 79. 
185 Cudd v.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 Co., 279 S.C. 623 (1983). 
186 Frank W. Hanft, supra note 2, at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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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保單條款規定，請假或暫時性停工並不構成僱傭關係

終止。然而，兩者如何區別？個案之具體情況應屬僱傭關係終

止或暫時性停工？即易產生爭議。路易斯安那州上訴第三巡迴

法院在 Hebert v. Tennessee Life Ins. Co. (1969)一案對兩者區別

表示了看法。本案之被保險人從事鑽油井的工作中，因與直屬

上司發生爭執而在一九六六年七月四日被直屬上司口頭解雇，

經向公司主管投訴後，被安排到另一個鑽油井工作，但在八月

十一日，即報到前三天車禍身亡。本案團體壽險契約中對僱傭

關係終止及暫時性停工之法律效果有不同規定：「自僱傭關係終

止三十一天後，該被保險人之保險契約效力終止」、「被保險人

請假或暫時性停工，保險契約效力於請假及暫時性停工日之次

月最後一天終止」因此，本案爭點在於被保險人在一九六六年

七月四日被直屬上司解雇時，係屬僱傭關係終止或僅是暫時性

停工？若認定為僱傭關係終止，則保險契約效力至八月四日終

止，保險人不須理賠；若為暫時性停工，則保險契約效力至八

月三十一日終止，保險人應理賠，兩者結果截然不同。 

對此爭點，本案法院首先確認被保險人直屬上司並無解雇

員工之權力，再者，就僱傭關係終止及暫時性停工之差異加以

釐清「僱傭關係終止係永久性終止，即使員工不足而有招募之

需要，雇主亦無重新雇用該員工之意圖；而暫時性停工則是當

雇主有需要時，仍會再次雇用該員工」有鑑於此，法院判決本

案被保險人之情形為暫時性停工，保險契約在其死亡時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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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險人應給付受益人保險金187。 

第二目  小結 

綜上所述，美國法院對於僱傭關係終止之認定，原則上會

尊重契約條款之規定，並依個案契約條款解釋適用之。 

第二項  保險人有無通知義務 

當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或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契約因被保險

人被雇主解雇、暫時性停工等原因而終止，並非被保險人主動終止

時（例如自動離職或其他原因自動退保），保險人是否負有通知被保

險人保險契約終止後可行使契約轉換權之義務？此問題應分別探討

之。 

第一款  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之情形 

大部分的美國法院認為若要保人或保險人終止團體保險契約或

作不利於被保險人之修訂時，應通知被保險人，以保障被保險人契

約轉換權或投保其它保險188。醵金式團體壽險契約因雇主未付其應

分擔之保險費而終止時，科羅拉多州最高法院在 New York Life Ins. 

Co. v. Love (1967)一案亦認為應通知被保險人。本案之要保人

Thermodynamics公司向保險人投保醵金式的團體壽險及團體醫療費

用保險，承保被保險人在內之公司員工。嗣後被保險人因病請假，

                                              

187 Hebert v. Tennessee Life Ins. Co., 224 So. 2d 79 (1969). 
188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12, at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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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一個多月後，即一九六三年一月八日病故，受益人於是（被保

險人之姊姊）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金，但保險人主張依保險契約

條款規定「團體保險契約因下列情形而終止…（略）：(c)雇主停止繳

交其應分擔之保險費。」團體保險契約因 Thermodynamics 公司未繳

其應分擔保險費，已在一九六二年十月三十一日終止了，因此拒絕

理賠。法院審理後判決保險人仍須理賠，其肯認原審法院之見解並

認為「雖然保險契約中並無任何規定要求保險人應將保險契約終止

之事實通知被保險人，但在醵金式的保險契約，被保險人對契約有

既得權益(Vested Interests)，當保險契約因雇主未繳其應分擔之保險

費而終止時，保險人即負有通知被保險人之義務。…（略）若不通

知，可能會使被保險人誤信自己仍有保險保障，而失去另覓新保險

之機會。」本案保險人未通知被保險人，因此仍需對被保險人之死

亡負理賠責任189。 

第二款  僱傭關係終止之情形 

當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契約因被保險人被雇主解雇、暫時性停

工、請假而終止時，保險人是否需要通知被保險人，美國法院見解

較為分歧，以下說明之。 

一、否定說 

持否定說之法院認為無須通知被保險人，主要理由在於被

保險人持有之保險證上已經記載僱傭關係終止之事由及保險契

                                              

189 New York Life Ins. Co. v. Love, 163 Colo. 7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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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終止後被保險人得行使契約轉換權，保險證已足以使被保險

人明瞭保險契約之權利及狀態，保險人無須再為通知190。 

二、肯定說 

肯定說則是以保障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權為立論基礎，加州

最高法院在 Walker v. Occidental Life Ins. Co.一案中有詳盡的論

述。Walker 為一家銀行之經理，該銀行與保險人簽訂兩張團體

保險契約，Walker 均為被保險人，保險金額分別為美金二萬元

及兩千元。Walker 在一九六一年四月十四日被停職，並進入停

職原因之調查程序，在調查期間，銀行曾通知 Walker，他與銀

行間僱傭關係在四月十四日當天終止，但這份通知 Walker 到六

月二十日才收到，因此銀行後來的內部紀錄將終止日期改成六

月二十二日。Walker 委任律師與銀行進行協商持續數月之久，

一直到同年十一月十三日，雙方協商才結束。Walker 並於協商

結束後根據保險證上記載「被保險人在僱傭關係終止後三十一

天內，得不具任何可保性文件，向保險人投保保險金額不高於

團體保險之個人保險」行使契約轉換權，投保保險金額一萬元

之個人保險。但保險人認為僱傭關係在六月二十二日終止，

Walker 在十一月十三日才申請轉換個人保險，已超過三十一天

轉換期間，因此拒絕承保，幾個禮拜後，Walker 死亡，其妻申

請理賠被拒絕並提起訴訟。 

法院認為，在本案中僱傭關係終止日應為協商終止日，即

                                              

190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68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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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因為那一天，Walker 的律師和銀行的代表始就

Walker 相關權益達成共識。Walker 在那一天向保險人申請轉換

契約，並未超過三十一天轉換期間，因此，保險人應給付一萬

元保險金給受益人。 

除此之外，法院對於本案最重要爭點提出相當詳細論述，

即保險人是否負有直接或透過雇主間接通知被保險人僱傭關係

已終止之義務？最高法院從保障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權之觀點，

對此問題採肯定之見解，其理由略謂，根據加州保險法，保險

單必須記載契約轉換權條款，被保險人能在僱傭關係終止後三

十一天內不具可保性證明，將團體契約轉換為個人保險契約。

契約轉換權條款隱含被保險人應精確瞭解僱傭關係終止日期之

意旨，本案被保險人 Walker 已投保二十五年之久，並一直確信

在僱傭關係終止後可以不具可保性證明將團體保險轉換為個人

保險，若無明確的通知，無疑剝奪他的契約轉換權利！因此，

無論法律或契約有無規定，保險人應負通知被保險人僱傭關係

終止確切日期之義務，契約轉換權才具有可行性191。 

第三款  小結 

其實，保險人是否負有通知義務之問題核心在於應如何保障被

保險人得在契約終止後三十一日轉換期間內不必出具可保性證明將

團體壽險契約轉換為個人壽險契約。為解決此項爭議，可參照 NAIC

關於契約轉換權之補充法案 (Supplementary Bill Relating to 

                                              

191 Walker v. Occidental Life Ins. Co., 67 Cal. 2d 518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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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Privileges，以下簡稱 NAIC 補充法案)規定，延長契約轉

換期間以保障被保險人之契約轉換權，依該規定「若被保險人在契

約轉換期間（根據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H 項，為契約終止後

三十一天內）屆至十五天前未受通知其有契約轉換權利者，契約轉

換期間延長自被保險人受通知後十五天終止，但延長期間不得超過

原訂契約轉換期間終止日六十天。」192準此，在被保險人完全未受

通知之情形，契約轉換期間延長至契約終止後九十一天為止，此項

補充法案已被大部分之州採用193。但若州法或團體壽險契約條款就

保險人是否負有通知義務並無規範，亦未採用 NAIC 此項補充法案

規定之情形，本文認為，保險人是否負有通知義務，仍應視情況而

定。當保險證或保險手冊已記載保險契約終止事由及契約轉換權條

款，且被保險人已知或無法推諉不知保險契約終止時，保險人不須

負通知義務。惟當被保險人有正當理由不知保險契約終止，例如要

保人未繳其應分擔之保險費、要保人與保險人在保險契約屆期前合

意終止，保險人始負有通知義務，而契約轉換期間應自被保險人受

通知後始開始計算。 

第三項  我國示範條款之檢討 

第一款  示範條款規定之終止事由 

我國示範條款關於團體壽險契約終止之規定，可參照示範條款

第九條第二項、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第三項，以下分成團

                                              

192  請參閱附錄四： NAIC Model Laws,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565-1, § 6 
“Supplementary Bill Relating to Conversion Privileges” (Jan, 2007). 
193 Muriel L. Crawford & William T. Beadles, supra note 109, at 488. 



 22

體壽險主契約終止及個別被保險人保險效力終止兩部分說明之。 

第一目  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之原因 

一、保險人因被保險人人數少於約定之比例或數目而終止契約： 

示範條款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本契約在被保險人數少於＿

人，或少於有參加保險資格人數的百分之＿時，本公司得終止

本契約。並按日數比例返還未滿期之保險費。」保險單條款通

常規定被保險人不得少於五人或少於要保單位有參加保險資格

人數之百分之七十五194。 

二、保險人因危險顯著增加而終止契約： 

示範條款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由於工作場所、設備、業務種類或其他變更，致危險有顯著

增加時，要保人應於知悉後兩週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怠於通

知時，對本公司因此所受的損失，應負賠償責任。本公司接到

前項通知後三十日內，得根據危險增加的程度要求增加保險費

或將本契約終止。」 

首先應說明者，參照保險法第五十九條及本條第二項規

                                              

194 請參照全球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契約條款第 10 條第 1 項、安泰人壽團體一年

定期人壽保險第 10 條第 1 項及環球瑞泰團體定期一年人壽保險第 10 條第 1 項。財團法

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

http://pivot.iiroc.org.tw/database/insurance/resultQueryAll.asp?categoryId=2&CompanyID=2
00&fQueryAll=%B9%CE%C5%E9%A4@%A6%7E%A9w%B4%C1%A4H%B9%D8，最後

瀏覽日期 2007/6/30。 



 23

定，本條第一項「致危險有顯著增加」應係指「危險達於應增

加保險費或終止契約之程度」。其次，無論係由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行為所致之主觀危險增加或非由其行為所致之客觀危險增

加，要保人均應於「知悉後兩週內通知保險人」，此項通知期限

之規定雖變更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應先通知保險人」及

第三項「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保險人」之規定，但此項變更

係屬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變更，依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

定「本法之強制規定，不得以契約變更之。但有利於被保險人

者，不在此限。」應屬有效之約定。 

再者，就團體壽險契約條款未特別規定之事項，保險法之

規定如符合團體壽險契約特性，仍應適用保險法，因此，若保

險人要求增加保險費而要保人不同意時，依保險法第六十條第

一項規定「保險契約即為終止」；若保險人知危險增加後，仍繼

續收受保險費，或其他維持契約之表示者，依保險法第六十條

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喪失終止契約或請求增加保險費之權利。 

第二目  個別被保險人保險效力終止之原因 

一、被保險人之保險效力因其離職、退休或其它原因退保而終

止： 

示範條款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因所屬人員離職，退

休或其他原因而退保時，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資格

自通知到達之翌日零時起喪失，如通知退保日期在後，則自該

退保日零時起喪失，其保險效力終止。」本項規定，相當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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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團體壽險契約條款之僱傭關係終止條款，民國八十五年九月

九日修正前之示範條款第八條原規定「要保人因所屬員工離

職、退休或其他原因停止正常工作而退保時，應以書面通知本

公司，被保險人資格自該員工最後正常工作之翌日零時起喪

失，如通知退保日期在後，則自該退保日零時起喪失，其保險

效力終止。」但在八十五年修法時，基於團體壽險業務發展考

量，將示範條款第七條被保險人「在職從事正常工作」此項資

格要件予以刪除，因此示範條款第八條乃配合第七條之修訂將

「因其它原因停止正常工作而退保」修正為「因其它原因退

保」，由保險人及要保人於契約中自行訂立。本文認為，若保險

人及要保人在契約中就其它原因退保並無特別規定時，該「其

它原因」應與退休及離職相當，即當被保險人永久喪失團體成

員資格時始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因此，在雇主—員工類型之團

體壽險計畫，若被保險人僅為暫時性停工、請假或罷工，被保

險人資格不會因此而喪失。 

其次，依示範條款本項之規定，被保險人資格自要保人之

書面通知到達保險人之翌日零時起喪失，其保險契約效力終

止。即以要保人書面通知作為個別被保險人之保險契約效力終

止之生效要件。但是此項規定可能會產生不合理之現象：若要

保人在被保險人因離職或退休而退保後，遲未以書面通知保險

人，而被保險人在要保人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前死亡或殘廢，因

該被保險人之保險契約效力尚未終止，即使被保險人早已退

保，保險人仍須負理賠責任。對此，本文認為，喪失團體成員

之身份應為個別被保險人團體壽險契約效力之解除條件，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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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離職或退休等因素而退保時，該被保險人之保險契

約效力即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效，換言之，該被保險人之保險

契約效力應自被保險人退保之日起終止，示範條款現行規定實

有修正之必要。在修正之前，保險人在上述之情形仍須負理賠

責任，但是對於怠於為書面通知義務之要保人，應得主張其違

反契約之附隨義務，而依民法第二二七條不完全給付之規定，

請求要保人賠償其所受之損害。 

二、被保險人之保險效力因保險事故發生而終止： 

示範條款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本公司依本條規定給付殘

廢保險金後，該被保險人的保險效力即自動終止。」團體一年

定期人壽保險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為被保險人之死亡及全殘，當

被保險人死亡或殘廢時，該被保險人之保險效力於保險人給付

保險金後即為終止。 

第二款  保險人有無通知義務 

如前所述，保險人通知義務之討論係在保障被保險人於保險契

約終止後得行使契約轉換權，以延續保險保障。而依示範條款第十

二條規定，被保險人在以下兩種情形，即（一）當保險人依示範條

款第十條、第十一條終止保險契約；或（二）被保險人參加團體壽

險滿六個月後喪失被保險人資格時，得於保險契約終止或喪失被保

險人資格之日起三十日內不具任何健康證明文件，向保險人投保保

險金額不高於團體壽險該被保險人之原保險金額之個人人壽保險契

約。在後者之情形，當被保險人於參加團體壽險滿六個月後因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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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職或其他原因退保，此時被保險人係因不再具備團體成員身份而

退保，其通常得經團體通知而知悉成員身份終止之事實，加上保險

證或保險手冊上均有載明當被保險人離職、退休或其他原因退保後

得行使契約轉換權之條款，因此本文以為在此種情形，保險人應不

負通知義務。 

但是在保險人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終止團體壽險契約之情

形，依民法第二六三條準用第二五八條之規定，保險人行使終止權

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當事人—即要保團體為之，被保險人對團體壽

險契約之終止可能一無所知，而契約轉換期間係自保險契約終止後

起算三十日，其結果，被保險人將因不知契約已終止而錯失行使契

約轉換權之機會。為保障被保險人之契約轉換權，本文以為此種情

形，保險人負有通知被保險人契約終止之義務，若保險人未通知被

保險人時，其法律效果如何？本文以為，可參照 NAIC 補充法案之

規定「契約轉換期間延長至被保險人受通知後十五日止，但延長期

間不得超過原契約轉換期間終止日六十天」，延長被保險人契約轉換

權行使之期間，以保障被保險人之權益。 

第四節  契約轉換權條款 

示範條款第十二條契約轉換權條款之規定，賦予團體壽險被保

險人在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或個別被保險人保險效力終止後一定期

間之內，得不具可保性證明，向保險人投保個人保險之權利。契約

轉換權條款最主要的目的係在提供弱體被保險人一個重新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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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195，尤其在雇主—員工類型之團體壽險，當保險契約效力因

被保險員工離職、退休而終止時，被保險人可能年紀已大且身體健

康惡化，當另覓個人壽險時，往往會因為年齡或身體狀況等因素，

遭致保險人直接拒保或以弱體加費承保之命運196，如被保險人無力

負擔高額保險費，保險保障將因此中斷。為解決此項缺失，團體壽

險契約條款賦予被保險人無須提供任何可保證明即可將團體壽險契

約轉換為個人壽險契約之權利，以滿足被保險人之保險需求。 

但團體壽險契約轉換制度存在逆選擇之情形。一般而言，會行

使契約轉換權之被保險人，通常是在團體壽險契約終止後因年齡或

健康因素無法投保個人壽險者，身體健康之被保險人在離職後可能

已加入新公司之團體壽險計畫或另行投保個人壽險，而不會行使契

約轉換權。此外，在雇主—員工類型之團體壽險，可能會有無法獲

得個人壽險之被保險人，利用團體壽險免為個人核保之特性而先受

雇於某公司以取得團體壽險被保險人資格，嗣後再使保險契約終止

以行使契約轉換權將團體壽險轉換為個人壽險，因此，轉換之個人

保險單通常有較高之死亡率。是者，保險人乃制定契約轉換費以沖

銷契約轉換所造成之高死亡率成本197，並將契約轉換費用計入團體

之理賠經驗，並作為經驗退費的減項198，以警惕不得濫用契約轉換

權，並防止逆選擇現象之產生及降低逆選擇對保險人帶來之不利益。 

                                              

195 邱碧霞，《團體定期壽險契約轉換權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1988

年，頁 16。 
196 陳如意，〈團體定期壽險更換權益之問題〉，《壽險季刊》，第 27 期，1978 年 3 月，頁

22。 
197 康鴻誼，〈團體定期壽險主契約之要項與保單條款之主要內容〉，《壽險季刊》，第 28
期，1978 年 6 月，頁 19。 
198 邱碧霞，前揭註 195 文，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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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除收取契約轉換費用以沖銷契約轉換產生之高死亡率成

本外，另一方面，以契約條款對契約轉換權利之行使亦設立諸多限

制，例如限制得契約轉換權行使之情形、轉換期間、可轉換之保險

金額、可轉換之險種等等以防止逆選擇。有鑑於美國 NAIC 團體壽

險標準條款第 H 至 J 項對契約轉換權有相當詳盡之規定，且在美國

實務運作上產生之爭議頗值得參考及借鏡，因此本文以下將先介紹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關於契約轉換權之規定及在美國運作產生

之問題，最後再就我國示範條款對契約轉換權之規範說明之。 

第一項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之契約轉換權條款規定在第 H 項、第 I

項及第 J 項。第 H 項、第 I 項分別規定個別被保險人保險效力終止

及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兩種情形之契約轉換權之要件，第 J 項則是

契約轉換期間保障延長之規定199。另外，在 NAIC 補充法案則有關

於契約轉換期間延長之規定200，爰依序介紹之。 

一、個別被保險人保險效力終止之情形：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H 項規定，個別被保險人或被

保險人之家屬之保險效力終止係因僱傭關係或會員關係終止所

致者，被保險人及其家屬得不具可保險證明，在僱傭關係終止

三十一天內，填妥要保書及繳交第一次保險費向保險人投保個

人壽險，但不包括殘廢或其他附加保險給付。又轉換之險種、

                                              

199 請參閱附錄三。 
200 請參閱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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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金額及保險費需受到以下之限制： 

（一）除了團體壽險單明訂不得轉換為定期壽險外，被保險人

及家屬可以選擇符合其年齡及得轉換保險金額之任何形

式之個人壽險保單。 

（二）個人壽險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該被保險人及家屬在團體

壽險之保險金額。被保險人及家屬如在僱傭關係或會員關

係終止後三十一天內加入原團體壽險或其他團體壽險

者，可轉換之保險金額應扣除新加入之團體壽險之保險金

額。在僱傭或會員關係終止前，被保險人或其家屬因保險

給付到期而受領保險金者，該保險給付無論係一次、分期

或以年金給付，均不得計入可轉換之保險金額內。 

（三）保險人應依照個人壽險單之種類及保險金額、被保險人

及其家屬危險等級、年齡，以標準費率計算保險費。下列

兩種情況亦得行使契約轉換權，並適用上述要件： 

1、保險契約效力因員工或團體成員死亡而終止，生存之

家屬可以行使契約轉換權。 

2、員工及團體成員之保險效力仍有效，但員工家屬或團

體成員家屬之保險效力因其喪失家庭成員資格而終

止，該家屬得行使契約轉換權。  

二、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或修訂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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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I 項規定，團體壽險主契約終

止或因修訂而終止某一階層被保險人之保障時，在契約終止前

已被承保超過五年以上之被保險人與其家屬有權利轉換為個人

壽險。其條件與限制與 H 項相同，但團體壽險單對可轉換之保

險金額可以限制以（一）原團體壽險保險金額減掉被保險人及

其家屬在契約終止後三十一天內加入新團體壽險之保險金額之

餘額；及（二）一萬美元，兩者較低者為限。 

三、契約轉換期間保障延長條款之規定：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J 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家屬

在契約轉換期間且個人壽險尚未生效前死亡，無論其是否已經

申請投保個人壽險或繳交第一次保險費，保險人應依其可轉換 

之個人壽險保險金額理賠。 

四、契約轉換期間延長之規定： 

NAIC 補充法案規定，若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屆至十

五天前未受通知其有契約轉換權利者，契約轉換權行使期間應

延長。但在延長期間，保險人給付責任並未延長。延長期間至

被保險人受通知後十五天終止，但延長期間不得超過原訂契約

轉換期間終止日六十天。書面通知由要保人送達最後知悉之被

保險人之住址，或由保險人送達至要保人所告知之最後住址，

視為已履行通知義務。 

依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之規定，僅有在個別被保險人因僱

傭關係或會員關終止致保險效力終止及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或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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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而終止某一階層被保險人之保障等兩種情形，被保險人始得行使

契約轉換權。而在後者，被保險人需被承保已超過五年以上始得行

使契約轉換權，且得轉換之保險金額亦較前者少201，這些限制均在

保障保險人，以免其所發行團體壽險契約僅實行數年就終止所可能

產生之逆選擇，並且防止要保人於購買團體壽險後即故意使其失

效，而讓無可保性之團體成員獲得新壽險保障之情形發生202。 

再者，在上述兩種情形下，契約轉換權利之行使期間均以保險

契約終止後三十一日為限，且以被保險人在三十一日內填妥要保書

及繳交第一次保險費為生效要件203。契約轉換期間之限制，除了給

與被保險人時間考慮是否有行使契約轉換權之必要外，亦可避免被

保險人在身體狀況變差後才行使契約轉換權而產生逆選擇，同時為

避免保險間隙，當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且個人壽險生效前死

亡，保險人仍應依被保險人可轉換之保險金額負理賠責任。 

其次，就可轉換之險種而言，因個人定期壽險期間短、保費低

廉，允許被保險人得選擇轉換為定期壽險，容易產生逆選擇現象。

因此，有些團體壽險契約限制被保險人不得轉換成定期壽險。除此

之外，被保險人選擇可轉換之個人險種時，尚受到可轉換保險金額

                                              

201 茲舉一例說明如下：假設被保險人原團體壽險之保險金額為 35,000 元，他在離職後

三十一天內找到另一個工作，並加入新公司團體壽險計畫，保險金額為 20,000 元，根據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H 項規定，若他行使契約轉換權，則得轉換之個人壽險保險

金額為 15,000 元（35,000－20,000）；但在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之情形，被保險人已被承

保五年以上，被保險人原團體壽險之保險金額亦為 35,000 元，且原團體壽險終止三十一

天內，被保險人之公司找到另一間保險公司承保員工團體壽險，保險金額為 20,000，則

根據標準條款 I 項，此時被保險人可轉換金額以 15,000（35,000－20,000）及 10,000 兩

者較低者為限，其結果，在後者情形被保險人可轉換之保險金額僅 10,000 元。See Muriel 
L. Crawford & William T. Beadles, supra note 109, at 487. 
202 康鴻誼，前揭註 197 文，頁 19。 
203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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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該險種對年齡及職業等危險因素之限制，如被保險人之年齡及職

業在保險人拒保範圍內，保險人得不予承保204。 

最後需說明者為保險費之計算方式，轉換契約之保險費是以個

人壽險單之種類及保險金額、被保險人危險等級、年齡，以標準費

率計算，因此保險人不得以被保險人健康因素收取附加危險保費，

但對健康因素以外之危險因素，例如職業危險因素，保險人得收取

附加危險保費205。 

第二項  契約轉換權條款爭議問題 

契約轉換權條款在具體個案適用上衍生不少爭議問題，以下將

就（一）不可抗爭、自殺條款期間之起算日；（二）個人壽險之受益

人與團體壽險受益人不同所產生之保險金歸屬問題；（三）因保險人

未履行通知義務而延長契約轉換權行使期間，在延長期間，保險人

之責任有無理賠責任；（四）意外險有無契約轉換權條款之適用等四

個議題討論之。至於保險人是否應負通知被保險人得行使契約轉換

權之義務，已在本章第三節第二項討論過，於此不再贅述。 

第一款  不可抗爭條款及自殺條款期間之起算日 

被保險人將團體壽險轉換成個人壽險，若個人壽險契約包含不

可抗爭條款（ Incontestable Clause ）或自殺不賠條款 (Suicide 

exclusion)，則不可抗爭期間或自殺不賠之期間應延續團體壽險契約

                                              

204 邱碧霞，前揭註 195 文，頁 48。 
205 邱碧霞，同前註，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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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過的期間繼續計算或個人壽險契約訂立時起算？關於此問題，

美國法院並無統一之見解： 

一、應延續團體壽險契約經過期間計算： 

田納西最高法院在 Baugh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1938) 

一案中即表達了這樣的看法。本案被保險人之雇主在一九二三

年與保險人訂立團體壽險契約，承保被保險人在內之公司員

工。一九二八年時，被保險人之保險效力因僱傭關係終止而終

止，被保險人行使契約轉換權，向保險人投保個人人壽保險，

該人壽保險單中載明被保險人在保險單簽發後一年內自殺，保

險人不負理賠責任。被保險人在個人人壽保險簽發後不到一年

即自殺，保險人於是拒絕理賠，受益人不服提起本案訴訟。田

納西最高法院判決保險人應予理賠，理由是：要保書上記載「此

要保書係根據團體壽險內之『契約繼續條款』將團體壽險轉換

成個人壽險」，由此可見新的個人壽險保單是團體壽險契約之延

續，兩者具同一性，新的個人壽險並非獨立之保險契約，其次，

個人壽險保單上記載自殺條款之一年期間自簽發保險單時起

算，「簽發保險單之日」應以一九二三年或一九二八年為準有疑

義時，應作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因此本案法院判決保險人

敗訴，並應給付保險金給受益人206。 

二、應自個人壽險契約訂立時起算： 

                                              

206 Baugh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173 Tenn. 352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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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卡羅萊那州最高法院在 Lineberry v.The Security Life & 

Trust Co.（1957）一案對此問題則有不同意見。被保險人團體

壽險契約效力因僱傭關係終止而終止後，行使契約轉換權向保

險人投保個人人壽保險。保險人在一九四八年七月二十八日簽

發個人人壽保險單給被保險人，其上載明兩年自殺條款，若被

保險人在兩年內自殺，保險人得以免責，僅須返還已繳交之保

險費。被保險人於一九五○年六月三十日自殺身亡，保險人根

據自殺不賠條款拒絕理賠。最高法院判決保險人勝訴，其認為

團體壽險與個人壽險係兩個獨立之保險契約，主要之理由為：

（一）解釋保險契約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契約條款文字清

楚無疑義，法院不得作有別於條款之解釋。在團體保險契約中

之「契約轉換」一詞係指改變或轉變財產的性質，以一個東西

取代另一個東西。因此團體保險契約中的契約轉換權條款，僅

賦予被保險人有選擇將團體保險轉換成個人保險之權利，並無

繼續團體保險之效力，當僱傭關係終止時，團體保險契約對被

保險人之效力即已終止；（二）團體保險契約當事人為雇主與保

險人，雇主可終止團體保險；但個人保險是被保險人與保險人

間之契約；（三）團體保險契約保險費係以被保險人在一九四四

年八月一日當時之年齡計算；但個人保險則係以一九四八年簽

發時被保險人之年齡計算；（四）若認為團體壽險與個人壽險為

同一個保險，等於忽略了團體壽險契約中關於個人人壽保險單

生效日期、生效時間及團體壽險終止日期之相關規定。綜上所

述，依個人保險之自殺條款，在兩年內自殺之危險非個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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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保，被保險人在個人保險簽發不到兩年即自殺，保險人得

以免責207。 

由上述兩法院判決理由可知此問題之重點在於原團體壽險契約

與轉換後之個人壽險契約是否為同一契約？若採肯定見解，則不可

抗爭及自殺條款期間之計算應延續團體壽險契約經過期間；若採否

定見解，則應自個人壽險契約訂立時重新起算。 

本文認為，契約轉換權條款賦予被保險人在團體壽險主契約或

個別被保險人保險契約效力終止後將團體壽險契約轉換為個人壽險

之權利，以延續保險保障，團體壽險主契約及個別被保險人保險契

約效力既已終止，應自終止之日起向後失效，不因被保險人行使契

約轉換權而繼續有效。又團體壽險係由要保團體與保險人訂立，個

人壽險則由被保險人與保險人訂立，兩契約當事人並不相同，除此

之外，個人壽險之保險費依轉換當時被保險人之年齡及職業類別等

危險因素計算，而非依加入團體壽險時之年齡計算208。是者，團體

壽險契約與個人壽險契約應非同一契約。再者，從逆選擇及道德危

險角度觀察，契約轉換制度已存在高度逆選擇，若又肯認自殺條款

期間應延續團體壽險經過期間計算，恐無法抑制道德危險之產生。

綜此而論，本文認為不可抗爭及自殺條款期間之計算應自個人壽險

契約訂立時起算。 

                                              

207 Lineberry v.The Security Life & Trust Co., 238 N.C. 264（1957）. 
208 論者有謂，契約轉換時若採加入年齡法，轉換後契約為轉換前契約內容之變更，兩

者仍具為同一性，契約轉換後不爭條款及自殺條款期間之計算仍延續轉換前契約訂約時

起算；若轉換時採到達年齡法，轉換後契約為新成立之契約，應自轉換時起重新起算。

請參閱洪敏三，《人壽保險契約轉換制度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 年，頁 84。雖然本篇論文係針對個人普通壽險間之轉換制度，但此觀點在團體壽

險契約轉換制度亦有參考之價值。 



 36

第二款  個人壽險與團體壽險之受益人不同 

被保險人進行契約轉換時，如其所指定之個人壽險受益人與原

團體壽險受益人不同，且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而個人壽險尚未

生效前即死亡，保險金應給付給團體壽險或個人壽險之受益人？關

於此問題，可參考紐約州最高法院在 Aetna Life Ins. Co. v. Sterling 

(1962)一案中所表示之意見。本案被保險人加入公司所投保之團體壽

險，保險金額為五千美元，被保險人指定女兒為受益人。在被保險

人離職之前，公司通知被保險人保險契約將於一九六○年五月一日

終止，被保險人可以選擇向保險人投保保險金額為二千美元之個人

壽險，以取代原來的團體壽險。於是，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投保個人

壽險，且繳交第一次保險費，並指定母親為受益人。嗣後，被保險

人不幸於四月二十五日死亡。本案爭點在於，受益人究竟是被保險

人之母親或女兒？法院認為被保險人只是指定另一個人為個人壽險

保單之受益人，並無任何行為表示被保險人想變更團體壽險之受益

人，當被保險人死亡時，團體壽險契約仍然有效，因此，受益人應

為被保險人之女兒209。 

因此，當法院判斷受益人為誰時，首先必須確定的是，當被保

險人死亡時，哪個契約有效？若被保險人在團體壽險契約終止前死

亡，則尚須確定被保險人是否有變更團體壽險契約受益人之行為，

若無，保險人應給付保險金給原指定之團體壽險契約受益人，而非

新保單之受益人。 

                                              

209 Aetna Life Ins. Co. v. Sterling, 224 N.Y.S.2d 146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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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契約轉換權條款之適用範圍 

美國很多團體保險單均明確排除意外險適用契約轉換權條款及

轉換期間（通常為三十一日）保險保障延長之規定，因此若被保險

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因意外死亡，保險人僅理賠團體壽險保險金，而

不理賠意外險死亡保險金 210，此有密蘇里州上訴法院  Carter v. 

General American Life Ins. Co. (1970)一案可資參考：被保險人加入公

司的團體保險計畫，包括壽險、意外險、健康險三種保險，但被保

險人僅拿到一張保險證。被保險人在一九六八年四月五日離職後八

天（仍在契約轉換期間內）即因車禍意外死亡，依團體保險單條款

規定「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內死亡，無論其有無向保險人投保

個人壽險或繳交第一次保險費，保險人必須按該被保險人可轉換之

保險金額理賠。」但保險人僅願意給付受益人團體壽險之保險金，

而拒絕給付意外險之死亡保險金，受益人於是提起本案訴訟請求意

外險死亡保險金。法院判決保險人勝訴，其理由謂：就保險證條款

之編排體例而言，契約轉換權及轉換期間保障延長等條款均規定在

團體壽險一節下，可見該條款僅適用於團體壽險，意外險一節並無

包括此項條款，因此，意外險保障應自被保險人僱傭關係終止後即

行終止。亦即，被保險人之意外險保障自一九六八年四月五日終止，

被保險人在意外險終止後死亡，保險人就意外險部分不負理賠責任

211。 

但是若契約條款對於意外險有無契約轉換權條款及轉換期間保

                                              

210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371. 
211 Carter v. General American Life Ins. Co., 452 S.W.2d 253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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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延長規定之適用規定不清時，法院可能會作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

釋而認為意外險有上述條款之適用，依此，保險人對在契約轉換期

間意外死亡之被保險人亦應理賠意外死亡保險金212。 

第四款  保險人在契約轉換延長期間有無理賠責任 

根據 NAIC 補充法案規定「若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屆至十

五天前未受通知其有契約轉換權利者，契約轉換權行使期間應延

長。但在延長期間，保險人給付責任並未延長…（略）」準此，保險

人在契約轉換延長期間即不負理賠責任，多數州法或示範條款採納

此項規定，茲舉美國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院在 Preaseau v. Prudential 

Insurance(1979)一案對加州保險法之說明為例。本案被保險人參加公

司投保之團體定期壽險及意外險，並指定妻子為受益人。嗣後被保

險人與公司之僱傭關係終止，被保險人之兩張保單亦隨之終止，但

被保險人並未收到保險人任何通知，亦未行使契約轉換權。在兩張

團體保險契約終止後第九十天，被保險人因車禍身亡，保險人給付

團體定期壽險之死亡保險金，但拒絕給付意外險之保險金。受益人

不服而提起訴訟。 

法院認為，根據加州保險法第 10209 節(d)項第一段規定「被保

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三十一天內死亡，若新的個人保險尚未生效，

無論被保險人有無向保險人投保個人保險或繳交第一次保險費，保

險人應按照被保險人得轉換之個人保險之保險金額理賠之。」第二

段則規定「團體壽險之被保險人根據保險法之規定享有契約轉換權

                                              

212 William F. Meyer, supra note 12, at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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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前十五天未通知被保險人，契約轉換

期間應延長，但延長者僅為契約轉換權行使期間，保險契約效力並

未延長。契約轉換期間自被保險人受通知後延長二十五天，但最長

至原訂契約轉換期間終止日後六十天為止。」加州保險法第 10209

節(d)僅在第一段規定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應理賠，但第二段契約

轉換權行使之延長期間則未有相同規定，且第二段明訂「但延長者

僅為契約轉換權行使期間，保險契約效力並未延長」依此，在保險

人完全未通知被保險人之情形，契約轉換期間延長自契約終止後九

十一日為止，但保險人對於在契約轉換權行使之延長期間內發生之

保險事故，不負理賠責任。因此法院認為保險人根本不需理賠團體

定期壽險保險金（但本案保險人給付團體定期壽險保險金之適當

性，非法院審理範圍），最後，本案爭執點在於保險人是否應理賠意

外險保險金，本案法院認為，意外險不適用契約轉換權條款，因此

意外險在僱傭關係終止時業已終止，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在契約終止

後死亡，不負理賠之責213。 

但有些州的法律或契約條款，並無 NAIC 補充法案中「但在延

長期間，保險人給付責任並未延長」這段字句，例如紐約州保險法

就省略此字句214，有鑑於此，紐約州最高法院認為保險人在契約轉

                                              

213 Preaseau v. Prudential Insurance, 591 F.2d 74 (1979). 
214 NY CLS Ins §3220 ” Group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standard provisions” (a)、(8) provides 
that” That in the event a group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sued for delivery in this state permits a 
certificate holder to convert to another type of life insurance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after the 
happening of an event, such certificate holder shall be notified of such privilege and its 
duration within fifteen days before or after the happening of the event, provided that if such 
notice be given more than fifteen days, but less than ninety days after the happening of such 
event, the time allowed for the exercise of such privilege of conversion shall be extended for 
forty-five days after the giving of such notice. If such notice be not given within ninety days 
after the happening of the event, the time allowed for the exercise of such conversion privilege 
shall expire at the end of such ninety days. Written notice by the policyholder given to the 
certificate holder or mailed to the certificate holder at his last known address, or written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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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權行使之延長期間亦需負理賠責任。例如在 DeVill v. Continental 

Assurance Co. (1960)一案中，被保險人為木匠工會成員，並為木匠

福利基金受託人與保險人所訂立之團體壽險契約所承保。被保險人

之會員資格終止後四十三天死亡，紐約最高法院仍然判決保險人應

理賠，因為，根據紐約州保險法之規定，如保險人未將保險契約已

終止之事實通知被保險人，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期間延長自團體壽險

契約終止後九十天為止。最高法院認為此規定係為保障被保險人契

約轉換權而設，因此，根據保險法之立法意旨，保險人未履行通知

義務，不僅使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期間延長，亦使保險保障延長至契

約終止後九十天為止。本案保險人並未通知被保險人，因此在被保

險人死亡之日，即保險契約終止後第四十三天，仍在保險保障延長

期間之內，保險人應依被保險人可轉換之個人保險之保險金額理賠

之215。 

綜上所述，若州法或契約條款並無 NAIC 補充法案中「延長期

間，保險人給付責任不延長」等字句時，法院似傾向作有利於被保

險人之解釋而認為立法者係有意省略，因此保險人在延長期間仍應

負理賠責任。 

第三項  我國示範條款之檢討 

                                                                                                                       

by the insurer mailed to the certificate holder at the last address furnished to the insurer by the 
policyholder, shall be deemed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agraph for the 
giving of notice.” 前開條文並無 NAIC 補充法中的這段字句” then in that event the 
individual shall have an additional period within which to exercise the right, bu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be construed to continue any insurance beyond the period provided in 
the policy.” 
215 DeVill v. Continental Assurance Co., 199 N.Y.S.2d 876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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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條款第十二條規範被保險人之契約轉換權「本公司因第十

條、第十一條的原因終止本契約或被保險人參加本契約滿六個月後

喪失被保險人資格時，被保險人得於本契約終止或喪失被保險人資

格之日起三十日內不具任何健康證明文件，向本公司投保不高於本

契約內該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的個人人壽保險契約，本公司按該被

保險人更約當時年齡以標準體承保。但被保險人的年齡或職業類別

在本公司拒保範圍內者，本公司得不予承保。」茲就此條文規範妥

當性分析如下： 

一、過度限縮被保險人得行使契約轉換權之情形： 

依示範條款之規定，被保險人僅有在團體壽險主契約因團

體人數不足或未達一定比例而終止（示範條款第十條）或因團

體危險顯著增加而終止（示範條款第十一條）及被保險人參加

團體保險滿六個月後喪失被保險人資格時，被保險人始得行使

契約轉換權。惟團體壽險主契約若因屆期終止、要保人及保險

人合意終止、因要保人未繳保費或其他原因而終止時，被保險

人均不得行使契約轉換權，對於無法獲得個人壽險之弱體被保

險人，將在團體壽險主契約終止後喪失保險保障！無疑使契約

轉換制度之功能大為限縮。因此本文以為，只要當團體壽險主

契約終止時，即應賦予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權，始能確實滿足被

保險人之保險需求。 

至於在喪失被保險人資格之情形，示範條款限制被保險人

需參加團體壽險滿六個月以上，始得行使契約轉換權，此係為

避免被保險人欲藉由契約轉換制度取得個人壽險而在加入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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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後不久即故意使保險契約效力終止而設之限制，有助於防

範逆選擇，實值贊同。 

二、契約轉換期間無保險保障，產生保障間隙： 

示範條款第十二條並未規定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應負理

賠責任，則假設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內、個人壽險生效前

死亡，因團體壽險主契約或團體壽險對被保險人保險效力已終

止，且個人壽險尚未生效，被保險人將無法獲得任何保險給付，

而形成保險間隙，對被保險人保障產生漏洞。因此，本文認為

此處應參照 NAIC 團體壽險標準條款第 J 項規定，明文規定若

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且個人壽險尚未生效前死亡，無論被

保險人是否已向保險人投保，保險人應依被保險人得轉換之個

人人壽保險金額理賠之。 

三、得轉換之保險金額應扣減被保險人在轉換期間獲得新團體

壽險之保險金額： 

契約轉換權制度目的在避免弱體被保險人在團體壽險契約

終止後無法獲得個人壽險保障，因此賦予被保險人得不具可保

性證明向保險人投保個人壽險之權利。惟保險人必須依被保險

人當時年齡以標準體承保，不得以健康因素為由加收危險保

費，給予弱體被保險人很大的優惠，卻增加保險人之危險成本

並產生逆選擇現象，因此契約轉換制度得轉換之保險金額應有

最高額度之限制，以防杜上述缺失對保險人所帶來之不利益。

若被保險人在契約轉換期間已獲得新團體壽險，基於契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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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保障無法獲得保險保障之弱體被保險人，並權衡契約轉

換制度對保險人帶來之不利益，本文認為，在新團體壽險保險

金額範圍內，無須再賦予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權利之必要。現行

示範條款第十二條規定，被保險人個人壽險得轉換之保險金額

以原團體壽險之保險金額為限，並無應扣減之規定，即使被保

險人已獲得新團體壽險，可轉換之保險金額仍以原團體壽險保

險金額為限，實有不妥，本文建議應參照 NAIC 團體壽險標準

條款第 H、I 項，增訂新團體壽險之保險金額應自得轉換之保險

金額扣除之規定始為妥當。 

第五節  其他示範條款之檢討 

第一項  據實告知義務條款 

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立保險契約時，要保人對於

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因保險契約存在著資訊不對稱之

情形(Asymmetric information)，危險狀態存在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

方，保險人並不容易掌握，所在於保險契約成立時，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必須本於最大善意，誠實地向保險人說明保險標的危險狀態，

以利保險人核保及訂定保險費。雖然第六十四條第一項僅規定要保

人應負據實說明義務，但是多數學說均肯認在人壽保險契約，當要

保人與被保險人不同時，被保險人亦負有據實告知義務216，蓋被保

                                              

216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67-668。江朝國，前揭註 116
書，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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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為人壽保險契約之保險標的，係保險事故發生之客體，其對自

己之生命、身體健康知之最詳，使被保險人負告知義務保險人始能

精確核保，並徹底發揮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維護保險契約「對價平衡

原則」及「最大善意契約原則」之功能，是者，保險法第六十四條

第一項告知義務人之範圍應擴大包括被保險人在內。 

團體壽險雖然係以團體危險選擇代替個人危險選擇，被保險人

通常無須體檢或提出可保性證明，但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投保時仍會

以書面詢問被保險人身體健康狀況，以作為核保之參考，是以團體

壽險之被保險人亦應負據實告知義務。示範條款第八條在九十五年

十月二十五日修正前，原本僅規定要保人應負據實說明義務，移植

了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一項將告知義務人限縮於要保人之錯誤，惟

修正後已課與被保險人據實說明義務，此有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被

保險人於要保人申請投保或加保時，對於本公司的要保書書面詢問

事項的告知事項應據實說明，如有故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

實的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

除該被保險人部分之保險契約，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

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的事實時，不在此限。」可資參照。 

九十五年修正示範條款時，同時增訂第三項解除權除斥期間之

規定「前二項解除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

行使而消滅。」與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三項相較，缺少「或契約訂

立後經過兩年，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不得解除契約。」兩年除斥

期間之規定，究其原因，可能是主管機關認為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

險之保險期間只有一年，因此無須再設「契約訂立後兩年」限制之

必要。然而，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三項限制保險人在「契約訂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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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即不得解除契約，該兩年之除斥期間為不可抗爭期間，其目

的並非給予不誠實之要保人優惠，亦非剝奪保險人之抗辯權，而係

限制保險人行使抗辯權之期間217，除此之外，其具有更積極之功能，

即在使要保人於善意履行契約若干時間後，權利即臻於鞏固，如契

約有瑕疵，保險人在兩年期間內應迅為調查卻怠於調查，其後即不

能以要保人違反據實說明義務而解除契約，否則將使要保人權益處

於一種不確定之狀態，故不可抗爭期間具有禁止保險人濫用解除權

之作用218。示範條款將兩年之不可抗爭期間刪除後，保險契約之權

利狀態無法早日確定，保險人只要在知有可解除之原因之日起一個

月內均可解除契約，且保險契約一經解除即溯及既往消滅，對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非常不利。是者，有鑑於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三項關

於除斥期間之規定係屬於強制規定，而示範條款第八條第三項刪除

兩年不可抗爭期間，係將強制規定作不利於被保險人之變更，依保

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示範條款第八條第三項應屬無效規

定，仍應適用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保險人仍受到兩年

不可抗爭期間之限制219。 

第二項  保險人免責事由及受益權喪失條款 

保險法第一○九條及第一二一條為人壽保險人之免責事由及受

益人喪失受益權之規定，主管機關將此兩項規定分別規範於團體壽

險示範條款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其中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

                                              

217 施文森，前揭註 137 書，頁 243。 
218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前揭註 68 書，頁 605。 
219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同前註，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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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此項免責事由、受益權喪失之情形及要保人或受益人故意致被保

險人殘廢之規定有進一步分析之必要，本文於下文分別探討之。 

第一款  保險人免責事由 

示範條款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三款保險人免責事由，第一款移

植自保險法第一二一條第三項規定「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者，保險人不負給付保險金責任。」因要保人為保險契約當事人，

其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破壞保險契約最大善意基礎，動搖契約之

根本，因此保險人可以主張免責。又示範條款第二款及第三款保險

人之免責事由，則移植自保險法第一○九條。第二款規定「被保險

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保險人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但被保險

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死者，保險人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

之責任。」第三款則規定「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

或殘廢。」因團體一年定期壽險之保險事故包括死亡及殘廢，因此

示範條款在第二款及第三款分別增列「被保險人自成殘廢」及「被

保險人因拒捕或越獄致殘廢」兩項保險人免責事由。應注意的是，

示範條款此三款免責事由，未如保險法第一○九條及第一二一條規

定「但應將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金返還於應得之人。」此乃因團體

一年定期壽險並無累積現金價值之緣故，因此在援引保險法規定時

略作調整，以適切團體一年定期壽險之特性。 

本條第二款但書之規定有兩項值得進一步探討之問題。第一，

示範條款規定「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死，保險人

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責任。」此項規定是否有效？本文認為，被保

險人故意自殺為高度道德危險，且不符合保險事故應具「偶發性」



 47

之原則，應屬除外危險，依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保

險人不負給付保險金責任。但是，在訂立契約二年後，一方面經由

時空阻隔，被保險人故意自殺以圖謀保險金之意圖已被沖淡，道德

危險之疑慮減低，另一方面考量保險金給付具有保障被保險人遺屬

經濟生活之功能，因此法律例外允許自殺仍賠條款在訂約二年後生

效，此觀保險法第一○九條第二項規定即明。團體一年定期壽險之

保險期間僅有一年，訂立契約之期間不可能達二年，但是在被保險

人連續投保二年之情形，實與訂約二年之人壽保險契約無異，因此

本文認為，示範條款此項規定與保險法第一○九條第二項立法意旨

相符，應屬有效之規定。 

第二，示範條款於民國九十年九月二十日修正前，原有自殘仍

賠之規定，依原規定「被保險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

付保險金的責任。…（略）三、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

被保險人自投保後連續投保滿二年以上者，不在此限。」修正後已

予刪除，有疑義者是，如保險單自行約定「自殘仍賠條款」，該約定

是否有效？可分為有效說及無效說兩種見解220： 

一、有效說： 

依「舉重以明輕」之法律解釋原則，訂約兩年後，被保險

人故意自殺者，保險人仍應負給付保險金之責任，則故意自殘

的程度較故意自殺為輕，如被保險人於訂約兩年後故意自殘，

保險人當然應負責。 
                                              

220 江朝國，〈自殘仍賠條款之合法性〉，《月旦法學雜誌》，第 78 期，2001 年 11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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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效說： 

依保險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保險事故須出於「偶發性」，保

險人始須負責，如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者，保險人不必

負責。是者，保險法第一○九條第二項自殺仍賠條款之規定，

係屬例外規定，依「例外規定解釋從嚴」之法律解釋原則，不

得將第一○九第二項任意擴大解釋或類推適用，否則保險制度

將淪為眾人牟利取財之道！依此，保單如有自殺仍賠之約定，

該約定應屬無效。 

三、本文見解： 

 保險人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所致之損失，不負給付保

險金之責，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但書定有明文，保險法第

一○九條第二項自殺仍賠條款之規定，係保險法理之例外，應

係立法者考量於保險契約訂立兩年後，被保險人藉保險契約牟

利而故意自殺之道德危險降低，而特別容許該條款在兩年後生

效。但在被保險人故意自殘之情況，被保險人道德危險程度能

否因兩年時空阻隔而降低？不無疑問，立法者在保險法第一○

九條第二項顯然已作了價值判斷，僅容許自殺仍賠條款之存

在。因此本文認為，基於保險制度乃在填補因「偶發性」事故

所致損失以防道德危險發生，自殺仍賠條款係屬例外，應採例

外從嚴解釋原則，如保單條款內有自殘仍賠之規定，應屬無效

條款。 

第二款  受益權之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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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五年十月二十五日修正前示範條款第十八條第二項原

規定「被保險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略）二、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但其他受益人仍得申請全

部保險金。」依此，如受益人僅有一人時，保險人可不負給付保險

金之責，此與保險法第一二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受益人故意

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受益權。前項情形，如因該受

益人喪失受益權，而致無受益人受領保險金額時，其保險金額作為

被保險人遺產。」顯有不符。本文認為，在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

於死或雖未致死之情形，因該受益人之行為違反道德危險及公序良

俗，應剝奪該受益人之受益權，然此並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

行為，對被保險人而言仍屬不可預料之偶發性事件，根據保險法第

二十九條規定，保險人不得主張免責，修正前示範條款之規定顯有

不當，本次修正時，主管機關顯已認識到示範條款之違誤，爰參照

保險法第一二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予以修正並獨立規範於第十

九條「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益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益人喪失受益權，而致無受益人受領保險金額

時，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益人者，喪失受益

權之受益人原應得之部份，依原約定比例計算後分歸其他受益人。」

實值贊同。又依上述示範條款規定，如因受益人喪失受益權致無受

益人受領保險金額之情形，應將保險金作為被保險人遺產，符合團

體壽險保障被保險人利益之性質，然而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可能會產

生龐大之遺產稅，對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甚為不利，因此本文建

議，示範條款第十九條第二項得修正為「前項情形，如因該受益人

喪失受益權而致無受益人受領保險金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為受益人」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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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要保人或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殘廢 

示範條款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故意或受益人故意致被

保險人殘廢時，保險人仍應給付殘廢保險金。論者有謂要保人或受

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殘廢，此時要保人或受益人可能強取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行動、能力處於弱勢地位，將無反抗餘地，縱使保險人

依約定給付保險金給被保險人，被保險人在獲得保險金後，亦可能

無法抵抗要保人或受益人之巧取豪奪，因此基於保護被保險人並避

免道德危險之理由，應將此規定刪除為宜221。然而本文以為，受益

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僅受益權喪失，保險人不得免

責，此參照保險法第一二一條第一項規定即足以明稽；其次，如前

所述，團體壽險契約係為被保險人利益而存在並填補因被保險人殘

廢或死亡所致之損失，當被保險人殘廢時，依示範條款第二十條規

定，係以被保險人本人為受益人，且依示範條款第二十條第四項規

定，保險人為殘廢給付時，應以被保險人直接申領者為限，即使在

實務上有受益人巧取豪奪之情形發生，亦屬保險人在給付保險金時

應好好把關及被保險人如何保障自身權益或尋法律途徑救濟之問

題，與保險人是否免責係屬二事，不可混為一談。但是就要保人故

意致被保險人殘廢之情形，因要保人為契約當事人卻破壞契約誠信

原則之基礎，依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保險人應得

予免責，現行示範條款就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殘廢卻應負責之規

定，應予以刪除。 

                                              

221 江聖元，〈雇主責任險與團體壽險之比較（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34 期，1998
年 2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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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增訂團體信用壽險排除條款 

債權人對債務人之生命、身體有保險利益，因此債權人得以債

務人生命、身體為保險標的訂立團體信用壽險，保險金應優先填補

債權人未受清償之債權，其性質上為損失填補保險；但是其他類型

之團體壽險係為團體成員之利益存在，填補團體成員或其家屬因團

體成員殘廢、死亡所受損失，性質上則為定額給付保險。由此可見

團體信用壽險與其他類型團體壽險之不同，示範條款部分條款不宜

適用於團體信用壽險： 

一、示範條款第十二條：當團體壽險契約終止時，被保險人可

能因年紀大、健康狀況惡化致成為個人壽險拒保對象而無

法獲得保險保障，為了避免這種情況，示範條款第十二條

規定賦予被保險人契約轉換權，使其能不具可保證明向原

保險人投保不高於團體壽險保險金額之個人壽險，以延續

對團體成員之保障。然而團體信用壽險係保障債權人於債

務人死亡、殘廢致失卻清償能力時，其債權仍能受到完足

之清償，是以團體信用壽險係為債權人之利益而存在，而

非債務人，當團體信用壽險終止後，無給予債務人優惠條

件轉換為個人壽險之必要，因此團體信用壽險應不適用契

約轉換權條款。 

二、示範條款第二十條：示範條款第二十條規定受益人以被保

險人或其家屬、法定繼承人為限，要保團體不得為受益人。

然而團體信用壽險所保障者為債權人經濟上利益，性質上

為損失填補保險，債權人在債權餘額範圍內得為受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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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金額應優先填補債權人未清償之債權。示範條款第二

十條對受益人資格之限制顯然與團體信用壽險性質不符。 

綜上所述，第十二條被保險人之契約轉換權及示範條款第二十

條要保人不得為受益人之限制之規定，與團體信用壽險之性質不

符，於債權人、債務人團體不適用之。基於團體信用壽險之特殊性，

本文建議示範條款對團體信用壽險宜特別規定並明訂排除不予適用

之條款，以資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