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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引進保單貼現交易之相關法律問題—保險法規篇 

 

    如前所述，於保單貼現交易之「收購面（The Sale Side）」，亦即被保險人將

其保單出售於保單貼現公司之過程中，為了改變保單之所有權以及受益人，保單

貼現公司會要求保單貼現人填寫轉讓保單之表格、變更受益人之授權書，以便保

單貼現公司將所有相關文件寄給發行該保單之保險公司以供審核保單轉讓事

宜。由於我國保險法在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與關係人的結構設計上與英美法有所不

同，因此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之定位向來模糊不清，究竟何者方有權

利決定將保單貼現，即屬有必要探討之問題。 

 

第一節  保單貼現交易之決定主體 

 

壹、保單貼現契約中保單貼現人之主給付義務 

 

    在探討保單貼現交易的決定主體前，必須先了解保單貼現契約中保單貼現人

究竟有何權利義務，再以其權利義務之內容，推知保單貼現人究為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 

 

保單貼現交易之設計，係因保單貼現人為求抒解其經濟上面臨的困境或是完

成人生中最後的願望，而將其持有之保單出售於他人以換取一筆現款之特殊交易

型態。如依我國民法之規定將其定性，探究其實質，保單貼現交易應係保單貼現

人出售其保險契約之受益權於保單貼現購買人，嗣該貼現保單之保險事故發生

後，保單貼現購買人即得以貼現保單受益人之身分，請求保險人依約給付保險金。 

是保單貼現契約中雙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在保單貼現購買人一方，其主給付義

務應為「支付價金於保單貼現人」，其對價則為「取得貼現保單受益人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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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保單貼現人之主給付義務即為「使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貼現保單受益人

地位」，其對價則為「取得貼現保單之價金」。 

 

或有論者以為，保單貼現人理論上或得以「債權讓與」之方式使保單貼現購

買人取得保險金債權，以此履行其主給付義務。然而，基於以下理由，本文以為

不妥。蓋保單貼現人出售其保單時，保險金債權尚未產生（須待保險事故發生），

其應屬「附有停止條件之債權149」，此種「附有停止條件之債權」能否讓與，學

者雖然多持肯定看法150。惟保險法上之人身保險金債權具有相當特殊之地位，於

被保險人死亡後，其歸屬乃經保險法明白訂定，於有指定受益人之情形，即由受

益人取得該保險金，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請參照保險法第一一二條151），

此時保單貼現購買人自無法取得保險金。 

 

另一方面，在保險契約並無指定受益人之情形下，依法該保險金將成為被保

險人之遺產（請參照保險法第一一三條152）。則保單貼現購買人能否超越保險法

第一一三條之規定，主張其擁有保險金請求權，就必須討論保險法第一一三條是

否屬於強行規定。如保險法第一一三條為強行規定，則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保險

金之方法，僅能透過向被保險人之繼承人請求讓與保險金債權，此時將牽涉被保

險人繼承人之人數、其屬概括繼承、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甚或保單有無申請保

單貸款之問題。是保單貼現人如以「債權讓與」之方式履行其給付義務，本文認

為將衍生許多複雜問題，保單貼現購買人所面臨之投資風險太高，勢必卻步而影

響整個保單貼現業的發展。 

                                                 
149 本文之所以用「附停止條件之債權」而非「附期限之債權」，係因人壽保險契約中，受益人保

險金債權之成就，必須是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限內因保險事故而死亡。雖然死亡是屬必然之事，惟

仍有其他因素可能影響保險金債權之形成（如保險契約有無其他無效或解除契約之事由）。因此

本文以為使用「附停止條件之債權」似較為精確。 
150 邱聰智著，民法債編通則，著者發行，民國八十六年修訂六版，頁 456-457。 
151 保險法第一一二條：「保險金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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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保險法第一一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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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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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單貼現人以「變更受益人」之方式，使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受益

人」之地位，乃屬保單貼現購買人在被保險險人身故後，最容易、直接取得該貼

現保單保險金之方式，此為對保單購買人之權益保障最周到之方式。是故，本文

以為，保單貼現契約應屬以權利（受益權）為標的之買賣契約，權利之出賣人（保

單貼現人）負有使買受人（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權利之義務，並應負民法上有

關權利瑕疵擔保之責任。 

 

如前所述，保單貼現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係「使保單貼現購買人順利取得貼

現保單受益權」。由於我國保險法上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之地位與權

能向來有所重疊與爭議，因此本文將在我國保險法制下，探討保單貼現交易中的

保單貼現人，應為要保人抑或被保險人，亦即何者為有權決定將保單貼現並收取

相關價金之人，做一相關之探討。 

 

貳、保單貼現交易決定權人153之標準 

 

    於英美法上，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一方為保險人（Insurer），另一方則為被保

險人（Assured or Insured），至於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則通稱為保險標

的（The Subject Matter）。雖然美國壽險實務上亦有稱壽險契約之當事人為要保

人（Applicant），而稱以其生命為保險標的之人為被保險人（Insured），但究屬少

數。英美法系認為，由於一般人通常皆係為自己之利益而投保，亦即其投保之目

的乃在於保障自己，故稱當事人為「Insured」，並於投保之後，基於契約當事人

之地位當然取得關於該保險契約之所有權利，包括保險給付請求權，因此該保險

                                                 
153 於法律用語上，「處分行為」係指直接使某種權利發生、變更或消滅之法律行為，處分行為包

括物權行為及準物權行為，前者係指發生物權法上效果之法律行為，後者則指以債權或無體財產

權作為標的之處分行為，如債權讓與或債務免除者是。今保單貼現人所負者既非履行一「債權讓

與」之準物權行為之義務，以「保單貼現之處分權人」之字眼似非妥適，故本文將以「保單貼現

之決定權人」，來描述保單貼現人所具有權能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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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當事人亦得稱為「Policyholder」，即保單所有權人也。 

 

另一方面，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乃進而要求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須有

保險利益，如以他人為死亡保險之保險標的，則須得到該他人之同意。在人壽保

險中，當被保險人欲使他人享受保險給付時，係以指定第三受益人（The 

Third-Party Beneficiary）或保險契約轉讓之方式為之。154其結構可以下圖表示之： 

 

【圖 10】保險人、被保險人與第三受益人關係圖 

 

保險標的 

（Subject Matter） 

 

 

 

 

 

 

資料來源：林勳發等著，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出版，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修訂版，頁 564 

 

    由是可知，於英美法上，保單貼現之決定權人，應屬被保險人（Insured）無

疑，蓋其係基於契約當事人之立場，理所當然地取得該保險契約之相關權能，即

便被保險人欲使他人享受保險給付時，指定權人亦為被保險人。因此，在是否將

保單售出以求現之決定上，被保險人當然具有完全之決定權並有貼現給付之受領

權。 

                                                 
154 林勳發等著，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出版，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修訂版，頁 564。 

保險人 
（the insurer） 

被保險人 
（the insurer） 

第三受益人 
Loss Payee 
Assignee 
Benef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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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我國保險法上，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為保險人（Insurer）155與要保人

（Proposer）156，被保險人（Insured）157與受益人（Beneficiary）158則為保險契

約之關係人。要保人雖為保險契約當事人，惟享有保險金請求權者卻為被保險

人。上述情形在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時，因契約當事人與保險金請求權人同

一，則其當然具有保險金請求權之處分權能無疑。然而，一旦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非同一者，即發生契約當事人與保險金請求權人相異之情形，此時究竟保單貼現

之決定權人為何者，即有疑問。 

 

    欲探求上述疑問之解答，本文以為或應探究保險契約訂立之目的何在。保險

契約之訂立目的，在於填補保險利益所有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其保險標的所受

之損失。所謂保險利益，係指特定人對於特定關係連接對象之利害關係，換言之，

保險契約之目的即在於保障保險利益。準此，保險利益之所有人既為保險事故中

真正受有損害之人，則其當然應獲得保險給付並擁有該保險給付之相關處分權

能。基此，本文以為，於該保險契約中所保護的保險利益之歸屬者，即為享有保

險金請求權之人，並享有保險給付之處分權，同時，亦為保單貼現交易之決定權

人。 

 

基此，保單貼現決定權人之探求，可以連接至保險利益歸屬者的問題上。惟

於我國保險法上，保險利益之概念有無適用於人身保險，與保險利益之歸屬者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中之何者，向來於學說上有所爭論。是保險利益之適用範圍屬

                                                 
155 保險法第二條：「本法所稱保險人，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在保險契約成立時，有保險

費之請求權；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負擔賠償之義務。」 
156 保險法第三條：「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向保險人申請訂立保險契 
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157 保險法第四條：「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 
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158 保險法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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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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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提要件，如保險利益之概念並無適用於人身保險，則必須另尋其他決定標

準，以決定保單貼現交易之決定權人。 

 

    一、保險利益概念之適用範圍 

 

保險利益之概念，於財產保險上有所適用，並無疑義。然是否除了財產

保險以外，於人身保險亦有適用？學說上則有不同看法，則保險利益之概念

於人身保險中究竟有無適用？ 

 

(一) 否定說 

 

大部分之歐陸學者基於以下理由，認為保險利益之概念並無適用於

人身保險之實益159： 

 

1. 保險利益為特定人對特定客體間之關係，此特定客體可為有體

物或無體物而稱之為關係連接對象，經由保險利益性質種類之確

定，可以決定保險價值之多寡，被保險人只得於此範圍內享受保險

契約之保護。於人身保險中亦有關係連接對象—即人之生命、身

體、健康等，僅其價值無法以金錢價值客觀確定而已。然亦由於人

身保險中關係連接對象之價值無法以金錢價值客觀確定，即便經保

險契約當事人約定保險金額，該金額亦只為保險人賠償範圍之依據

而已，就被保險人而言，其受理賠之後，並未表示所受之「抽象性

損害」已經完全受到填補，保險利益決定保險價值之功能並無法於

人身保險中適用。 

 
                                                 
159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瑞興書局出版，中華民國 92 年 9月新修訂 4版，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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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險利益之功能在於填補被保險人具體性之損害或防止複保

險、超額保險，以避免保險法上不當得利情形之發生。但於人身保

險—除醫療費用保險之外，人身之生命價值並無客觀標準，故被保

險人或其他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人，並無發生保險法上不當得利情

形之可能，是故，保險利益防止發生保險法上不當得利之功能並無

於人身保險中適用之實益。 

 

3. 保險利益之概念可決定誰有將保險利益投保，而無須他人同意

之權，然而，如將此原則貫徹於人身保險，則主觀危險發生之對象

將為人之生命身體，極為不道德。故若第三人對他人之生存與否具

有利害關係，而欲以該他人之生命為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則須他

人之書面同意並由被保險人指定受益權人，始能避免主觀危險之發

生。準此，保險利益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亦無法於人身保險中發揮。 

 

4. 準此，於歐陸法系中，大部分之學者認為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

身保險中並無適用之實益，於人身保險中，為了防止道德危險之發

生，必須以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並由其指定受益人，只要被保險人

之同意係出於自由意志，是保險利益之概念並無適用之實質意義可

言。 

 

        (二) 肯定說 

 

我國大部分之學者，基於以下理由，肯定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身保

險亦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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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於英美法系中，人壽保險道德危險之防止端賴於兩大防護體之

建立：A. 契約當事人對於保險標的需具備保險利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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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達到防止

道德危險之目的。學者以為，歐陸法系若以他人之死亡為保險而可

不問保險利益之有無，顯然給予不肖之徒以重金收購被保險人同意

書之機會，主觀危險之情事必層出不窮。160 

 

            2. 於人身保險中，保險利益得貫徹填補損害之理論，雖只對傷害

保險、健康保險適用，對於生存保險以及死亡保險填補損害之功能

較低。惟保險利益之存在，可以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蓋如將保險

金給付於無保險利益之人，將增加保險人保險給付之支出，間接增

加社會上廣大要保人保險費之負擔，使社會資源無法轉移至積極性

的投資方向。161 

 

            3. 另有學者認為，保險利益之概念，本應指被保險人對於某一特

定關係連接對象之關係，就此而言，於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亦同，

其保險利益乃為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身體、健康、醫療費用之

利害關係，則保險利益之概念仍有存在之必要。於醫療費用保險（實

支實付型保單），保險利益即為被保險人對此醫療費用之關係；反

之，如保險契約約定以填補被保險人抽象健康狀態為目的者（所謂

定額給付型即屬之），則其保險利益則為被保險人對其自己健康狀

態之關係。162 

 

(三) 本文見解 
                                                 
160 林勳發等著，前揭書，頁 614。 
161 劉宗榮著，保險法，著者發行，1997 年 3月初版二刷，頁 76-77。 
162 江朝國，前揭書，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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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陸法系學者雖認為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身保險中並無適用之實

益，然其並未否認人身保險中仍有保險利益概念之存在，何況，依上述

肯定說學者之見解，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身保險中仍得發揮防止道德

危險之功能，以及於實支實付型健康保險中貫徹填補損害之功能，可

見，保險利益之概念在人身保險中之功能仍有相當重要之價值。再者，

參見我國保險法第十六條之內容163，其乃明文訂定要保人對於該條各款

之人的「生命」或「身體」具有保險利益，姑且不論以要保人作為保險

利益主體之妥當性為何，我國保險法目前肯認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身保

險中有所適用，應屬無疑。 

 

    二、保險利益之歸屬者 

 

經由上述討論，本文亦肯定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身保險中亦有適用，因

此，人身保險中具有保險利益之人，即應享有保險金請求權，並享有保險給

付之處分權，無須另求他項標準以決定人壽保險金請求權之處分權人為何。 

 

有疑問者為，於我國保險法上，由於法條規定紊亂，究竟係要保人抑或

被保險人方具有保險利益，向來為我國學界所爭論的焦點。此問題於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同一之情形並不明顯，然一旦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人時，

此問題的討論即有相當實益：如以要保人為保險利益之歸屬者，則可認為，

被保險人之保險金請求權係基於要保人之指定而來，要保人仍得享有該保險

給付之處分權，如以被保險人為保險利益之歸屬者，則被保險人係屬當然享

                                                 
163 保險法第十六條：「要保人對於左列各人之生命或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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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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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險金請求權，自有該項權利之處分權。究竟保險契約中，何人為保險利

益之歸屬者，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 要保人說 

 

有論者以為，依據下列理由，保險利益之歸屬者應為要保人始為

妥當： 

 

            1. 我國保險法第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164，均明文規定要保

人為保險利益之歸屬者。 

 

            2. 依據我國保險法第三條之規定，要保人既為保險契約之當事

人，負有交付保費之義務，則其應當為保險利益之歸屬主體，而享

有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大陸法系之保險法規規定要保人有交付保

費之義務，卻無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顯然違反當事人投保之意

願，亦非常情所得接受。165 

 

            3.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均承認同一標的可以有數保險利益並存，

如一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抵押權人及承租人，各自基其所有權、抵

押權或租賃權對該建物有保險利益，但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何人得

                                                 
164 保險法第三條：「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向保險人申請訂立保險契 
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保險法第十四條：「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利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利益而生之期待利益， 
有保險利益。」 
  保險法第十六條：「要保人對於左列各人之生命或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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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林勳發等著，前揭書，頁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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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保險給付，於英美法系須視何人投保而定，投保之當事人或其

指定之保險給付受領權人始有權請求，其他人雖亦有保險利益，但

均無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不至於發生爭議。惟於大陸法系，投保

之當事人並無保險給付之請求權亦無指定保險給付受領權人之權

利，而是被保險人，亦即保險利益受損之人始得請求保險給付，然

當房屋受損時，所有權人、抵押權人以及承租人皆受有損害，此時

何人始有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不無疑問。166 

 

            4. 準此，基於上述理由與我國保險法第三條、第十四條與第十六

條之明文，應認於我國保險法制上，要保人始為保險利益之歸屬者。 

 

        (二) 被保險人說 

 

1. 論者以為，依據我國保險法第四條之規定，被保險人係指於保

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則被保險人必具

有保險利益，才有可能受到損害，蓋若無保險利益，被保險人何來

損害之有？167 

 

2. 保險利益之概念，應係指被保險人對於特定客體之利害關係，

此概念不論於財產保險抑或人身保險均相同。如以要保人為保險利

益之主體，則不啻認為要保人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有利害關係時，

得逕以該他人為被保險人加以投保，人性尊嚴及人身價值即變成了

物之交換價值，人本身已由權利主體變成了權利客體，被保險人成

為了要保人所享有之物，對於人性尊嚴與人身價值之戕害不言可

                                                 
166 同前註，頁 616-617。 
167 鄭玉波著，劉春堂修訂，保險法論，三民書局印行，民國 81 年 9月增訂初版，頁 68。劉宗

榮著，前揭書，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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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準此，人身保險中之保險利益，應係指吾人對於「自我」生命、

身體、健康完整性之利益關係。168 

 

            3. 於外國立法例上，德國、奧地利、瑞士以及日本均係以被保險

人為保險利益之主體。 

 

        (三) 移轉說 

 

            另有論者以為，於契約簽訂時，被保險人可無保險利益，但事後保

險利益發生變動，而使要保人失其保險利益時，被保險人須有保險利

益，否則依據保險法第十七條169，保險契約將失其效力。170 

 

        (四) 折衷說 

 

            1. 此說學者以為，於財產保險，被保險人應享有保險利益，否則

即無受到損害之可能性；而於人身保險，由於被保險人於人身保險

中係屬於保險標的之地位，故毋須具有保險利益。171 

 

            2. 在要保人部分，於保險契約訂定時，要保人依據保險法第六十

四條第一項172之規定，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負有據實說明義務。

如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物（財產保險）或被保險人之健康狀況（人

                                                 
168 江朝國，前揭書，頁 86。 
169 保險法第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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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林咏榮，商事法新詮，五南圖書公司出版，民國 75 年 7月初版，頁 45。 
171 梁宇賢，保險法論，瑞興圖書公司出版，民國 82 年 3月增訂初版，頁 82。 
172 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一項：「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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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保險）完全無利害關係，如何能對保險標的物或被保險人之狀況

加以說明？因此，保險利益應存於保險契約之要保人173。 

 

        (五) 本文見解 

 

            本文基於以下理由，認為保險利益之歸屬者應為被保險人： 

 

            1.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之所以為被保險人，實因其乃受到保險

契約所保護之人，而保險契約所保護之客體即為保險利益，故保險

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即為其所具有保險利益之反

面，針對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保險契約則賦予其對保險人享有保

險給付請求權，以填補其損害，此點無論於財產保險抑或人身保險

均屬相同。此即我國保險法第四條所示：「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

為被保險人。」 

 

            2. 要保人者，顧名思義即為要約投保之人，其毋須具有保險利益。

蓋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得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之人為被保險人或受

益人，只要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並由其指定受益人，即得防止道

德危險之發生。即便要保人促使保險事故之發生，其亦無法享有保

險給付之利益，可知要保人之地位，與道德危險之發生並無關聯。 

 

3. 有學者以為，如以被保險人為保險利益歸屬者，則當有多數保

險利益歸屬者時，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將造成不知何者始有保險

給付請求權之疑義。本文則以為，只要釐清該保險利益之真正內

                                                 
173 劉宗榮著，前揭書，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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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上述疑義即可迎刃而解。舉例言之，一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抵

押權人，各自基其所有權、抵押權對該建物有保險利益，所有權人

對建築物享有者所有權保險利益，抵押權人則享有抵押權保險利

益，兩者保險利益之內涵並不相同，個別所訂之保險契約，其保險

價值與保險事故之內容亦有差異。 

 

以保險價值而論，前者之保險價值應為該不動產之價值，後者

之保險價值則應為該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數額；以保險事故而論，

前者之保險事故為該建築物之毀損滅失，因此導致所有權人其所有

權能之損害；後者之保險事故則為因建築物之毀損滅失，導致抵押

權人之債權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無法於抵押擔保債權之範圍

內，就標的物賣得之價金完全受償或無標的物得拍賣受償之損失

174175。是釐清保險利益之內涵究為所有權保險利益或抵押權保險利

益後，即可清楚有權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之被保險人為何人。 

 

4. 於保險實務上，要保人以自己之利益投保係屬常態，此稱為「為

自己利益保險」，此時要保人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係因要保人同

時具有被保險人之地位故，並非係要保人基於契約當事人之地位所

                                                 
174 民法第八百七十三條：「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
押物，就其賣得價金而受清償。」 
175 例如，甲有一棟 500萬元之房子，乙對甲有 400萬之債權，甲除了設定抵押權於乙外，並以

乙為被保險人投保火災保險，此時應屬保險價值為 400萬元之抵押權人保險利益保險。 
當火災發生導致房屋全毀，如係因丙之故意或過失所引起，則甲得對丙請求 500萬之侵權行為損

害賠償，此時丙對甲所賠償之 500萬係屬於民法第 881條之物上代位物，乙得優先就其債權額受
償，此時既無甲債務不履行導致乙無法就其債權受償之情事發生，乙之抵押權保險利益並未受到

損害，保險事故即未發生，保險人自無給付保險金於乙之理。 
於前述情形中，如無其他應負責任之人存在，換言之，即無民法第 881條之物上代位物存在時，
則乙之抵押權保險利益已因抵押物之滅失受到損害，保險事故已經發生，保險人應給付 400萬元
於抵押權人乙。 
於(2)的情形中，如抵押人甲另有就其所有權保險利益投保，則因房屋之滅失，導致其所有權保

險利益受到損害，然「500萬房屋之損害」扣除「對乙債務已經清償(乙獲得 400萬元之保險給
付)之利益」後，僅有 100萬元之所有權保險利益之損害，準此，其僅得向保險公司請求 100萬
元之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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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享有。此觀我國保險法上並無任何要保人得享有保險給付請求

權之明文可知，因此，保險法第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雖規定

要保人具有保險利益，然應將上述條文限制解釋為，保險法第三

條、第十四條與第十六條僅適用於「為自己利益保險」之情形176。 

 

5. 「為自己利益保險」雖為保險實務上之常態，惟亦有要保人為

他人利益投保之情形，我國保險法第 45條177即為「為他人利益保

險」之明文。如運輸業中，業者常以本身為要保人，乘客為被保險

人，而投保意外傷害險，此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係分屬不同之人，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係由乘客亦即被保險人受到損害，並享有保險

給付請求權，由是可知，要保人於「為他人利益保險」中之功能，

僅有負擔交付保費之義務矣。178 

 

(六) 小結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以為，理論上保險利益之歸屬者應為被保險人

始為妥適。惟囿於保險法第三條、第十四條以及第十六條之規定，目前

人身保險實務上，保險人之核保程序中，仍是以要保人於保險契約中有

無保險利益為審核重心。再者，依據保險法之規定，要保人負有繳付保

費之義務，並享有受益人指定權、保險契約終止權及保險質借權等重要

權利。職是之故，在保險法修正以前，本文主張，保險契約中之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均應具有保險利益，被保險人對於自身之生命、身體及健康

                                                 
176 江朝國，前揭書，頁 140。 
177 保險法第四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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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江朝國，前揭書，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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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具有保險利益，而要保人依據保險法第十六條，應對被保險人之生

命、身體及健康具有保險利益。 

 

參、保單貼現之決定人與取得人 

 

    經由上述探討，本文以為，保險利益之概念，於人身保險仍有適用，再者，

於我國保險法制上，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應具

有保險利益。是本文基於以下幾點理由，進一步主張應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共同

決定是否將保單貼現，然應由被保險人取得貼現後之對價： 

 

    一、與保險利益之歸屬相互符合呼應 

 

        人壽保險契約之目的，是為了保障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只是當保險事

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已經死亡，為避免無人領取保險金，因此方有受益人制

度存在之必要。惟依據我國保險法，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亦具有

保險利益，且要保人通常與被保險人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將保單出售貼現與

要保人之關係實不可謂不大，是應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共同決定。 

 

    二、便利保單貼現交易之進行 

 

或有論者以為，由被保險人決定是否將保單貼現，其正當性已然足夠，

蓋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且被保險人為保險金請求權人。惟要保人依法為

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對保險人負有保費給付義務。在保單貼現契約簽訂後，

協助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受益人地位等問題皆須要保人之配合方能進行，因

此，要保人應有共同參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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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單貼現之制度目的 

 

保單貼現之設計目的，係提供被保險人為求抒解其經濟上面臨的困境或

是完成其人生中最後的願望，將其保單出售於他人以取得一筆現款之一種特

殊交易。由是可知：保單貼現交易之制度目的，係為了將該交易中出售保單

所獲得之利益，歸諸被保險人並使其得以充分利用，該利益之歸屬者並非受

益人，亦非要保人。是本文雖主張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為保單貼現之決定

人，惟保單貼現之價金歸屬者應為被保險人，方符合保單貼現之制度目的。 

 

    四、防止道德危險 

 

        由被保險人與要保人共同決定是否將保單售出，以及由被保險人獲得相

關對價，除了符合保險利益之歸屬原理以及保單貼現之制度目的外，亦得有

效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避免在被保險人不知情的情形下，要保人與第三者

串通出售該保險契約，使被保險人之生命受到威脅。 

 

或有論者以為，僅以要保人為保單貼現之決定權人，於我國保險法制上

並無不妥。蓋要保人亦具有保險利益，且依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179之規定可

知，即便以要保人為保單貼現之決定人，依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要求，仍

須有被保險人之書面承認，該權利之移轉始得生效，對於被保險人並無發生

道德危險之可能。惟本文以為，如要保人假造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書，則保

險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即無發揮功能之餘地，被保險人仍有發生道德危險

之可能，準此，應由被保險人本人共同為保單貼現之決定把關為當，同時亦

得消弭要保人謀財害命之可能。 

                                                 
179 保險法第 106條：「由第三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其權利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

面承認者，不生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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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結 

 

        綜上所述，保單貼現交易之決定人應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貼現保單之

價金則應由被保險人所取得，如此方符合現今之法制架構與保險實務，亦能

與保險理論合理連結。甚或，本文以為，發展初期或得將得進入保單貼現市

場之保單限制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一之保單」，以避免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意見不同造成保單難以售出，並降低我國保險法上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權限

模糊所造成之交易風險。 

 

第二節  保單貼現購買人之相關問題 

 

壹、保單貼現購買人與保險利益 

 

    一、當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保單受益人之地位 

 

        如前文所述者，保險利益為被保險人對於特定關係連接對象之利害關

係。於保單貼現契約中，保單貼現購買人所欲取得者，係藉由被保險人之協

助，而取得保單受益人之地位。此時受益人是否必須具備保險利益，即為一

大重點。蓋若受益人必須具備保險利益，則勢必需要另立新法或修改保險相

關法規，使保單貼現購買人得以不具有保險利益之身份，取得保單受益人之

地位。 

 

        究竟保單受益人應否具備保險利益，以下分別以美國法之規定，以及我

國保險法之規定分析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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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法之規定 

 

對於受益人是否必須具備保險利益此點，近年來，美國法院認為，

如果保單擁有者以自己生命投保，則受益人可不具備保險利益；但是，

如果保險單擁有者以他人生命投保時，則不僅保單擁有者需具有保險利

益，受益人亦需具有保險利益，有些州更進一步規定以他人生命投保時

需被保險人之同意。180 

 

以紐約州保險法為例，其 3205條(b)項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直

接、受讓或其他方式訂定或取得以他人為被保險人保險契約，除非該保

險契約之保險金係給付於該契約之被保險人、被保險人個人之代表或是

任何在契約簽訂當時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之其他人。181同條項第(4)

款復規定，任何違反前揭規定之保險契約，其受益人、受讓人或其他受

款人因被保險人之死亡、殘廢或受傷而取得保險金者，被保險人、其遺

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得訴請前開受領保險金之人返還之。182 

 

因此可知，受益人、保險金受領人或保單受讓人於保險契約訂立時

必須具備保險利益。至於前揭人等欠缺保險利益之效果，並非保險契約

無效，而係受益人、受領人抑或受讓人不得請求保險金，而應由被保險

人受領該保險金或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183 

                                                 
180 王超馨著，前揭文，頁 49。 
181 NY CLS Ins 3205: (b) (2) No person shall procure or cause to be procured, directly or by 
assignment or otherwise any contract of insurance upon the person of another unless the benefits under 
such contract are payable to the person insured or hi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r to a person having, at 
the time when such contract is mad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person insured.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23de108562b7d8996357192426bb804c&_docnum
=7&wchp=dGLbVtz-zSkVb&_md5=7cf8c4e1ea3d4d813ef7ed1cd397fa30 Last visit: 2006/05/09 
182 NY CLS Ins 3205: (b) (4) If the beneficiary, assignee or other payee under any contract made in 
violation of this subsection receives from the insurer any benefits thereunder accruing upon the death, 
disablement or injury of the person insured, the person insured or his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may 
maintain an action to recover such benefits from the person receiving them. Ibid. 
183 林勳發等著，前揭著，頁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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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NAIC所制訂之保單貼現模範法（Viatical Settlements Model 

Act）與保單貼現模範規則（Viatical Settlements Model Regulation）可知，

其並未針對保單貼現交易中受益人之資格加以限制，亦即保單貼現交易

中之受益人並不需具備保險利益，大部分之州法亦不要求簽讓保單必須

受益人具備保險利益。基本上，只要被保險人願意，即可將保單轉讓於

任何人，無論其是否具備保險利益。即便在要求受讓者必須具備保險利

益的州，有些也已經於成文法中刪除必須具備保險利益之要件。以蒙大

拿州（Montana）為例，該州有關於訂立保單貼現契約之先決要件之條

文，並未包括保單受讓人必須具備保險利益之要件，因此在地方法院判

定保單貼現交易中，其保單受讓人需有保險利益後，上級法院乃將地方

法院之判決予以駁回184。 

 

(二) 我國保險法之規定 

 

依據保險法第五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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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

未區分受益人適用險種之範圍，亦未要求受益人需具備保險利益。於受

益人概念之適用範圍上，目前保險實務上與學說通說咸認為受益人之概

念於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均有適用，蓋我國保險法有關受益人之相關規

定，係規定於保險法之總則中185，財產保險章中亦無排除受益人概念之

明文，則受益人之概念自應同時適用於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中。 

 

                                                 
184 王超馨，前揭文，頁 50。陳文國，前揭文，頁 41-42。 
185 包括保險法第五條、第二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四條之一與第五十八條。 



 128

然另有論者以為，受益人之概念僅於人身保險中有其適用186。蓋就

保險制度之發展以觀，保險契約旨在填補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中所受之

損害，惟在人身保險中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多以被保險

人之死亡為保險事故之一，故一旦保險事故發生而被保險人死亡時，保

險人無法向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此時即有設立受益人之必要，此為受

益人概念之由來。於財產保險上，其受益人即為被保險人本人，並無約

定受益人之必要，如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約定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由第三

人受領保險給付者，該第三人亦得稱為「受益人」，然其性質與人身保

險中之「受益人」並不相同。本文亦同此見解，認為保險法上受益人之

概念，僅適用於人身保險。 

 

而受益人是否必須具備保險利益此點，我國學者則有不同見解，有

以為受益人必須具備保險利益者，亦有認為無須具備保險利益者，對此

詳述如下： 

 

            1. 受益人需具備保險利益說187：本說以為，人身保險之受益人是

否應具備保險利益，法無明文。當受益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之人，

而人身保險中之死亡保險、傷害保險與健康保險多有以被保險人死

亡為保險事故者，此時如受益人不具備保險利益，則有發生道德危

險之可能，因此受益人對被保險人應有保險利益為是。 

 

                                                 
186 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143。劉宗榮著，前揭書，頁 60。李欽賢著，論財產保險契約之被保

險人、受益人及保險利益，月旦法學雜誌第 84期，民國九十一年五月出刊。 
187 王衛恥著，實用保險法，文笙書局發行，民國 70 年 11月出版，頁 115。劉宗榮著，前揭書，

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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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受益人無須具備保險利益說188：另有論者以為，依保險法第五

條、第一百一十條與一百一十二條之規定189，受益人既係由要保人

抑或被保險人所指定，則該指定人與受益人間必有信任關係存在，

當不至於發生道德危險。再者，對於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法

第一百二十一條已有所規定，實無再要求受益人必須具備保險利益

之必要。 

 

            3. 本文見解：所謂保險利益，係指被保險人對於特定關係連接對

象之利害關係，對此前文已有相關論述。於人身保險中，當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同一之情形，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係出於其自由意志；而

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時，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

該保險契約之訂立，必須有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所謂「保險契約

之訂立」通常亦包括受益人之指定。 

 

由是可知，無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否同一，被保險人對於受

益人選之決定皆具有相當強烈之影響力。保險給付請求權既屬被保

險人，則其既願以自己生命身體為保險標的，而由他人承受利益，

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自無禁止之理190。是實無硬性要求受益人必

須具備保險利益之必要性。再者，我國保險法並無受益人必須具備

保險利益之明文，目前保險實務上之作法，當被保險人並非受益人

時，保險人經常要求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間須有一定之親屬關係或利

                                                 
188 施文森著，保險法論文第一集，著者發行，民國 77 年增訂七版，頁 35。梁宇賢著，前揭書， 
頁 83。 
189 保險法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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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法第一百一十條：「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金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

益人一人或數人。前項指定之受益人，以於請求保險金額時生存者為限。」 
  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保險金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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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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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受益人之指定方得受到保險人之認可，此實屬對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權益之不當限制也。 

 

            4. 小結：經由上述討論，本文以為，我國保險法並未要求受益人

必須具備保險利益。因此，保單貼現交易中，雖然保單貼現購買人

對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通常並不具有保險利益，其仍得經由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之協助，取得受益人之地位，而於被保險人身故時，取

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之權利。此外，既然保單貼現購買人得

以成為受益人，則保險法上有關受益人之條文亦應有所適用。因

此，如保單貼現購買人故意致貼現保單之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

者，依據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之規定，保單貼現購買人將喪失其

受益權。 

 

    二、當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要保人之地位 

 

        在美國，保單貼現購買人不僅可以取得保單受益人（The Beneficiary）

之地位，保單貼現人亦須移轉其保單所有權於保單貼現購買人（Transfer 

Ownership of the Policy）－這意味著保單貼現購買人對於保單貼現人之生命

必須具有保險利益，然而實務上保單貼現購買人鮮有對保單貼現人之生命有

保險利益者，若堅持此原則，則保單貼現業勢必無法發展。 

 

因此，為求保單貼現業順利成長，至今大部分的州皆已透過州法的規定

或是判例法，認定只要保單的移轉符合善意且無賭博意圖（The assignment 

was conveyed in good faith and with no intention that the assignment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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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as a subterfuge to cover a wagering or gambling transaction.），保單貼現

購買人對於保單貼現人之生命即無須具有保險利益191。 

 

於我國保險法制上，保單貼現購買人如欲取得保單所有權，則應取得要

保人之地位，蓋要保人乃保險契約當事人，不僅負有保險費給付義務，更依

法享有指定受益人等契約權益。是以保單貼現購買人成為要保人，實為整個

保單貼現交易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然而，如前所述，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

生命身體，應具有保險利益，此乃保險法第十六條明文所定。因此，依據保

險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大多數保單貼現購買人並無法取得要保人之地位。 

 

本文以為，在相關保險法令修正以前，如欲引進推廣保單貼現交易，由

於保單貼現購買人無法成為要保人，折衷之計，僅得由保單貼現人依據保險

法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以「利害關係人」之地位代繳保費，並於相關保單

貼現契約中以條款內容限制該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行使相關契約權利，以免損

害保單貼現購買人之利益192。 

 

貳、保單貼現購買人與受益權 

 

如上所述，本文認為，在我國保險法制上，保單貼現之決定權人應為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並由被保險人受領相關的貼現給付。如此，保單貼現契約之當事人

                                                 
191 Lann, Jennifer A., supra note 33. 
192 依我國保險法之規定，要保人除負有支付保費之義務外，依保險法第一百二十條之規定，要

保人以已繳交二年保險費為條件，具有向保險人請求質借之權利；再者，於符合法定條件時，要

保人並得請求返還責任準備金或解約金。於保單貼現交易中，如保單貼現購買人僅取得保單受益

權，而未取得要保人之地位，則一旦該保單之要保人以該保單向保險人為質借、或為終止保險契

約之行為，保單貼現購買人之權益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為確保保單貼現購買人之權益，保

單購買人應取得要保人之地位，如此方得減少保單貼現購買人之投資風險，有助於保單貼現市場

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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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為被保險人、要保人與保單貼現購買人，並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履行「使保

單貼現購買人順利取得受益權」之主給付義務。 

 

雖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負有「使保單貼現購買人順利取得受益權」之義

務，惟在「使保單貼現購買人順利取得受益權」之義務內涵中，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各負有何種義務，並互相配合以達成上述義務之履行，仍須予以詳細推敲，其

中相當關鍵者，即屬「何人負有將保單貼現購買人指定或變更為受益人之義務（權

利）」。而我國保險法中，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時，受益人之指定權人

以及變更權人究為要保人抑或被保險人，學說上向有疑義與爭論，故本文以下將

做相關探討。 

 

    一、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受益權之指定權人193 

 

於保險法人壽保險一節中，被保險人為以其死亡為保險事故之人或保險

事故發生之客體，而受益人乃係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之

人。在受益人之指定權人方面，我國保險法規定相當分歧，保險法第五條、

第一百一十條與第一百十二條就受益人之指定權人各有不同之規定，造成目

前人壽保險中各關係人權能之結構如下： 

 

 

 

 

 

 

 
                                                 
193 此係指該貼現保單尚未指定有受益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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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我國法制下受益人之指定權人結構圖 

 

被保險人 

the insured 

 

               有指定權？      有指定權？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人時，受益人之指定權人究竟為何者，我

國學說上相關看法如下： 

 

        (一) 要保人說194 

 

1. 論者以為，保險法第一百一十條明文規定，要保人得通知保險

人，以保險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一人或

數人，足見要保人應有指定受益人之權。 

 

2. 再者，由於要保人方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保險費亦由要保人

所負擔給付，要保人當然得以契約當事人之地位而有權指定受益

人，被保險人僅有同意權而已。 

 

        (二)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說195 

                                                 
194 劉宗榮著，前揭書，頁 60。梁宇賢著，前揭書，頁 271。 

保險人 
（the insurer） 

要保人 
（the applicant） 

受益人 
（the benef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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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論係財產保險或人身保險，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之人本應為

被保險人，故於人身保險中，如未約定或指定受益人時，其保險金

應歸於被保險人，此由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保險金額約定

於被保險人死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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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面解釋可以得知，又同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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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力。」亦說明了何者應為人身保險給付

請求權之支配者。 

 

2. 準此，保險法第五條與第一百一十條雖規定要保人具有受益人

之指定權，仍不應認為要保人指定權係基於保險契約當事人而來，

而應認其指定權係基於締約時便利之考量及被保險人之「隱藏性授

權」而來，蓋要保人所訂定之人壽保險契約，依保險法第一百零五

條之規定，必須有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始得生效。若可推知被保

險人亦同意要保人自由處分保險契約所生之利益，要保人當然得於

訂約之時約定或事後指定受益人。 

 

3. 傳統見解認為被保險人於要保人指定受益權時僅有「同意權」

之看法，在要保人因故無法指定受益人，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對於

指定受益人之意見不一致之情形下，將造成受益人之人選懸而不決

之情形，如認為要保人之指定權大於被保險人之同意權，則更有引

發道德危險發生之可能。 

 

                                                                                                                                            
195 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176。江朝國著，論被保險人有無指定受益人之權，法令月刊第 51卷
8期，89 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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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文見解 

 

            1. 依我國現行保險法之規定，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人

時，受益人之最終決定權似屬被保險人。蓋於訂立保險契約之時，

如被保險人對於要保人與保險人所約定之受益人選不滿意時，被保

險人即得不為保險法第一百零五條之書面同意，而使保險契約無法

生效，由是可知，被保險人之意願實具有最終的影響力。即便於訂

約後，依據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就保險契約權利之移轉或

出質，均須有被保險人之書面承認方生效力。 

 

            2. 況且，我國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亦規定，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

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

險人之遺產。可知被保險人應不僅有訂約時之書面同意權，被保險

人亦具有受益人之指定權。 

 

3. 綜上所述，目前保險法雖承認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有指定受益

人之權，惟雙方指定權之行使意向有所歧異時，似應以尊重被保險

人之意願為優先。 

 

        (四) 小結 

 

            經由上述分析，本文以為，在指定受益人之時，被保險人之意願應

具有最終之影響力。況且，在保單貼現交易中，被保險人為取得對價－

即貼現給付之人，是其應為「使保單貼現購買人順利取得受益權」之主

義務人，而要保人因屬保險契約當事人，並為決定將保單出售貼現之共

同決定人，其乃負有協助被保險人順利移轉保單受益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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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單貼現購買人取得受益權之變更權人196 

 

        按受益人經指定後，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一條197之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然處分權經放棄者，則保險契約上之利益（即

受益權）即自此時歸於受益人，即使受益人先於被保險人死亡，保險金額亦

應屬於受益人之遺產，排除保險法第一百一十條第二項198之適用。此時，依

據保險法第一百十四條199之反面解釋，受益人亦得自由處分保險契約上之利

益，得將利益轉讓於他人。200 

 

        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放棄保險契約上利益之處分權，則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自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此為保險法第一百一十條之明文。惟該條雖

僅言「要保人」有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保險契約利益之權，而並未提及「被保

險人」。然而，依據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

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力。可知，

即便要保人欲變更受益人，仍須有被保險人之書面承認，其變更始得生效。 

 

    綜合前述受益人之指定權人的相關探討，本文以為，被保險人既為保險

契約上利益之享有者，被保險人理應亦享有變更受益人之權利，且在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對於變更權之行使有不同意見時，應以被保險人之意願為依歸。

                                                 
196 此係指貼現保單已有受益人，而須予以變更之情形。 
197 保險法第一百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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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行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不得對抗保險人。」 
198 保險法第一百一十條：「要保人得通知保險人，以保險金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其所指定之受

益人一人或數人。前項指定之受益人，以於請求保險金額時生存者為限。」 
199 保險法第一百十四條：「受益人非經要保人之同意，或保險契約載明允許轉讓者，不得將其利

益轉讓他人。」 
200 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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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保單貼現交易過程中，被保險人應為變更原受益人為保單貼現購買人之

主義務人，要保人則負有協助義務。 

 

    三、有關受益權之其他問題 

 

    在保單貼現交易過程中，在受益權之部分尚有以下事項應予注意： 

 

        (一) 在美國，於一張貼現保單而有多數保單貼現購買人之情形，為避

免保險事故發生時，因受益人眾多導致求償程序繁複延宕，該多數保單

貼現購買人通常會就其受益權加以信託，使信託機構（受託人）取得保

單上唯一受益人之地位，以簡化求償程序，並在向保險人取得保險金

後，依各保單貼現購買人所享有之權利比例，分配其所應得保險金部位。 

 

        (二) 本文以為，為避免被保險人貪求貼現給付，而為「一單二賣」之

行為，被保險人與要保人除了應變更受益人使保單購買人取得受益權

外，亦須同時放棄其保險契約上利益之處分權，並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一

條第二項之規定通知保險人，如此新受益人—亦即保單貼現購買人—即

可取得該貼現保單上之完整利益，並得自由處分之。 

 

        (三) 如前所述，被保險人與要保人放棄其保險契約上利益之處分權

後，自該時起保單貼現購買人（受益人）即取得保險契約上之完整利益。

並得就保險契約上之利益自由處分，而排除保險法第一百十四條之限

制。再者，嗣後即便保單貼現購買人先被保險人而身故，亦無保險法第

一百一十條第二項之適用，該保險金額仍屬於該保單貼現購買人之遺

產，應由其繼承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如此方符合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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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即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放棄其保險契約利益之處分權，而由受益

人取得完整之保險契約之利益，其他保險法上有關受益人之規定仍應有

所適用。是故如保單貼現購買人於取得受益人地位後故意致被保險人於

死或雖未致死者，依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之規定，該保單貼現購買人

將喪失其受益權。 

 

(五) 一旦發生上述保單貼現購買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

喪失其受益權之情形，則該保單貼現購買人之權利應如何處置即為問

題。依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如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導

致無受益人受領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將作為被保險人遺產，而由被

保險人之繼承人受領之。是由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之反面解釋

即可推知，如仍有其他受益人存在時，該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本所得

請求之保險金即由他受益人均分。 

 

  對於上述結果，本文以為在保單貼現交易中應予以其他處置，不應

適用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而將該失權保單貼現購買人之受益

權均分於其他保單貼現購買人，蓋如此一來，將使其他保單購買人取得

超乎其對價給付之不當利得。此時應認為，該失權保單購買人之保單貼

現購買契約，因該保單貼現購買人有違公序良俗而歸於無效，此時該部

分之保險金將因無受益人之指定，成為被保險人之遺產，如此方為妥

適。201 

                                                 
201 應補充說明者為，此問題之出現，似僅限於多數保單貼現購買人個別取得保單受益權之情形，

亦即保單貼現購買人均為該保單之受益人。如多數保單貼現購買人委託信託機構為唯一保單受益

人，此時，個別保單貼現購買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之情形是否仍有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

項之適用？蓋此時保單受益人為信託機構，自無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之可能，然在信託的構造

下，受託人（信託機構）雖然名義上享有保單受益權，然信託受益人（個別保單貼現購買人）方

為實質上享有貼現保單受益權之主體，則此實質上享有受益權之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得否依

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剝奪其受益權，容有討論之餘地。由於此議題涉及信託構造之原理

以及保險法第一百二十一條之立法意義，本文擬不贅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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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單貼現交易中可能產生之其他問題 

 

壹、貼現保單生效應逾二年 

 

於美國的保單貼現實務中，為避免日後發生糾紛，通常會要求被保險人之保

單必須經過二年可抗辯期間（Two Year Contestability Period）始可出售貼現。我

國保險法並無所謂二年可抗辯期間之規定，惟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

則有類似美國二年可抗辯期間之效果。 

 

按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

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

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

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前項解除契約權，

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

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準此，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

契約訂立時，負有就保險人之書面詢問事項據實說明之義務。 

 

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就保險人以書面詢問之重要事項，而足以變更或減少保

險人對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即有解除保險契約之權利，縱使保險事故發生後亦

同。然為免保險人獲得解除權後遲遲不為行使，使得該保險契約長期處於可解除

之狀態，而影響法律之安定性，保險人之契約解除權自應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即

自其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個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

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由是可之，我國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

之效果，與美國保險實務上所謂之二年可抗辯期間，雖然相近，但仍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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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國不可抗辯條款之運用而言，其適用之情形必須以被保險人生存為限，

保險人方受二年可抗辯期間之限制，如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訂立後二年內死亡

者，保險人之契約解除權將不因二年可抗辯期間之經過而消滅。202而我國保險法

第六十四條第三項則無此限制，只要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無論被保險人是

否於該二年內死亡，保險人之契約解除權皆歸於消滅，並不以被保險人之生存，

為保險人解除權消滅之要件。 

 

雖有論者以為，我國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將造成保險事故之發

生雖在契約訂立後二年內，然受益人或其他保險金請求權人有可能故意拖延申請

理賠之時間，待保險人發覺有解除契約之原因時，已超過二年除斥期間，此點顯

然讓受益人有可乘之機。203對此，本文以為，於保險法尚未做相關修正以前，如

因受益人拖延申請理賠導致保險人之解除權因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者，保險人應

得依保險法第五十八條與第六十三條之規定204，向受益人請求因此所受之損害賠

償。此時，保險人之損害額即等同於其解除權消滅而須給付於受益人之保險金

額，準此，保險人得依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之規定205，以其對受益人之損害賠償

債權與受益人對保險人之保險金債權相互抵銷，如此一來，保險人仍得免其保險

金給付義務。 

 

準此，於我國保險法未作修正以前，於保單貼現交易中，無論被保險人何時

死亡，如保險人未於保險契約訂立後二年內主張契約解除權，則保險人之解除權

將因除斥期間之經過歸於消滅，而無法再為行使。惟保單貼現購買人（受益人）

                                                 
202 林勳發等著，前揭書，頁 683。 
203 前揭書，頁 682。 
204 保險法第五十八條：「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除
本法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 
  保險法第六十三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於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之限期內

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205 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類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

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不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不得抵銷者，不在此限。前

項特約，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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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違反保險法第五十八條之情形，保險人將得依保險法第六十三條主張損害賠

償，導致保單貼現購買人血本無歸。 

 

本文建議，為求保單貼現產業健全發展，避免保單貼現交易因保險契約上之

瑕疵而增加保單貼現購買人之投資風險，如我國欲開放保單貼現交易市場，宜仿

效美國多數保單貼現公司之做法，僅開放已成立生效超過二年之保單進入保單貼

現交易市場，另一方面，如此亦得防止不肖被保險人意圖出售保單而故意投保之

情形發生，降低保險人遭到詐騙之機會。 

 

貳、貼現保單與保險人之撤銷權 

 

按保單貼現交易中，保單購買人並無法得知該保單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訂

約當時，有無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情形，一旦保險人依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主張契

約解除權，保單購買人即有可能無法取得保險金，且無法取回已代繳之保費（參

照保險法第二十五條206），而發生血本無歸之情形，此為保單貼現契約之交易標

的應限於已生效二年保單之因，已如上述。 

 

然而，由於要保人與被保險於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行為，亦有可能該當民法

第九十二條207詐欺之要件，此即發生保險人除了行使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解除權

外，仍否得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表示其受到詐欺，主張行使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意

思表示撤銷權的問題。 

 

                                                 
206 保險法第二十五條：「保險契約因第六十四條第二項之情事而解除時，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

受之保險費。」 
207 民法第九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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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詐欺係
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

其撤銷不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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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之實益在於，與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之解除權二年除斥期間相

比，依民法第九十三條208之規定，被詐欺之表意人其意思表示撤銷權之除斥期間

長達十年。如保險人除保險法第六十四條外，仍得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撤銷

權，對於保單貼現契約中之保單貼現購買人而言，即使投資於已成立生效兩年之

貼現保單，保險人仍有可能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撤銷權，如此保單貼現投資人之

權益將大受影響，其投資意願將大為降低。則保險人於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解除

權外，仍否再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撤銷權，與保單貼現市場的發展亦息息相

關。以下即就此問題加以分析探討： 

 

    一、保險人不得適用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撤銷權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第九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採此項見解，其理由為：保險

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乃保險契約中關於保險人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之特

別規定，應排除民法第九十二條規定之適用。否則，將使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第三項契約解除權行使之限制規定，形同具文。學說上有論者亦同此見解209。 

 

    二、保險人仍得行使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撤銷權 

 

另有論者以為，基於以下理由，除了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解除權外，保

險人仍得行使民法第九十二條所規定之意思表示撤銷權210： 

 

                                                 
208 民法第九十三條：「前條之撤銷，應於發見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年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過十年，不得撤銷。」 
209 林勳發等著，前揭書，頁 555。吳明軒著，保險法第六十四條規定之適用，法令月刊 49卷第
2期，民國 87 年 2月。 
210 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290。李欽賢著，論保險法上告知義務違反與民法上錯誤詐欺之關係，

月旦法學雜誌第 41期，民國 87 年 10月。楊仁壽著，海上保險法，三民書局發行，民國 85 年

10月初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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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立法目的、要件及法律效果與民法第九十二

條皆不相同，兩者在邏輯的結構上係屬於交集之狀態。從法律競合理論

上來看，兩個法律條文之要件如呈現交集之狀態，因互有對方所不具備

之要件，故無所謂何者為何者之特別法之關係。 

 

(二)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短期除斥期間，尚具有限制保險人

行使解除權，以平衡雙方當事人間之利益，而有保護要保人及安定權利

關係之意旨。因此，如保險人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而對

於該保險契約之要素有錯誤或不知時，因無特別情形存在，則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受到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但書與第三項之保護並不違反

衡平原則。然有詐欺情事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惡性重大，已無保護

之必要，從「惡意不受保障」之上位指導原則來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之惡意欺瞞行為，原本就沒有必要多受保護，如不許保險人於解除權消

滅後，得依民法第九十二條撤銷其意思表示，反生不合理而有違衡平原

則之結果。 

 

(三) 保險制度有其不同於其他有名契約「共同團體性」之考量，因此，

若傾向於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一方，讓其惡意得逞，將對構成整個

保險制度基礎之危險共同團體造成傷害。再者，保險人即使欲依民法第

九十二條之規定行使撤銷權，於訴訟上必須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詐欺

行為負舉證責任，在利益權衡上亦算是一種平衡。 

 

三、本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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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欲探求本問題之解答，需就保險法第六十四條告知義務之違

反行為與民法第九十二條詐欺行為做一比較，以瞭解其所規範之行為有何範

圍上之差異（或係並無差異）： 

 

        (一)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與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構成要件 

 

      1.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之構成要件 

 

(1) 重要事項：要保人所應告知者，以「重要事項」為限。所謂

「重要事項」，是指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足以變更或減

少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者…」211。蓋保險法上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應負有告知義務的規範目的，本係為了使保險人對於危險有充分

的認知，以決定是否承保或保費之多寡，以遂行其風險控制之機

制，上述規定之內容，適足以表示告知義務之規範意旨何在。 

 

(2) 書面詢問事項：對於應告知事項（即重大事項）之認定，立

法例上有「自動申告主義」與「書面詢問主義」之別，我國保險

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既規定「…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可

知是採取「書面詢問主義」。在書面詢問主義之下，論者以為，

保險人之書面詢問事項即為重大事項之範圍，換言之，即為要保

人告知義務之範圍。再者，書面詢問事項僅為重大事項之推定，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仍得舉證推翻之，如要保人得主張其事項之重

要程度未影響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是。 

 
                                                 
211 足以「變更」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即指該重要事項之告知，足以達到使得保險人拒保

之程度。如健康保險中，被保險人有「氣喘」病史者，保險人大多會採取拒保的態度；足以「減

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則係指達到保險人增加保費之程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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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意隱匿，或過失遺漏：於確定是屬於保險人書面所詢問之

重大事項後，該事項須為告知義務人知悉或應知悉者，始屬於告

知義務人告知義務之範圍。蓋我國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在告知義務違反的歸責原則

上，是採取「過失主義」，既採過失主義，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不知之事項，自無要求其負告知義務之理。 

 

(4) 據實說明義務之違反與保險事故間須有因果關係：依保險法

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事故之發生須與告知義務之違反

有因果關係，保險人始得解除契約。換言之，於事故之前，無論

不實說明之程度為「拒保」或是「增加保費」，保險人均得解約，

事故發生之後，除有不實說明者外，事故之發生須與不實說明有

因果關係，保險人始得據以解約。需注意者，告知義務之違反與

保險事故間之因果關係已由保險法所推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負

有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之責。 

 

(5) 據實說明義務之除外—保險人已知或應知者：據實說明義務

之規範目的，既是藉由要保人履行告知義務，而使保險人得以正

確估計危險及計算保費，則如為保險人已知或應知之事項，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未為告知，亦不會影響保險人危險之估計，自無課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告知義務之理。212 

 

  2. 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詐欺行為之構成要件 

 
                                                 
212 學者間對於此項原則並無軒輊，惟究竟其法律依據為準用或直接適用保險法第 62條而有所不

同之認知。請參照桂裕著，保險法，三民書局印行，76 年 9月增訂版，頁 155。施文森著，保險
法總論，著者發行，79 年 9版，頁 158。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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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詐欺行為：所謂詐欺行為，係指對於不真實的事實表示其為

真實，而使他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之行為。詐欺

得為積極作為，如捏造事實，然些微的誇張不包括在內。消極的

隱藏事實（不作為），原則上並不成立詐欺213，然於法律上、契

約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些事項負有告知義務者為例外。 

 

(2) 詐欺行為與表意人陷於錯誤及為意思表示具有因果關係：意

思表示錯誤之發生須由於詐欺，其為意思表示須由於錯誤，否則

其詐欺行為既未影響意思表示的作成，自不得撤銷之。被詐欺之

表意人是否已盡其交易上之必要注意，對因果關係之成立，不生

影響。例如出賣人偽稱某車之年份，縱其買受人查閱行車執照即

可知其不實，亦得撤銷其意思表示。214 

 

(3) 須有詐欺的故意：故意（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係指詐欺

行為人對於其詐欺行為有所認識，並希望表意人陷於錯誤，而為

意思表示。須注意者為，民法第九十二條所稱之「詐欺」，並不

以致被詐欺之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為必要，與刑法上詐欺215之意

義不同。蓋民法第九十二條所保護者，並非表意人之財產，而係

其意思自由也。216 

 

                                                 
213 最高法院三三年上字第八八四號判例要旨：「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所謂詐欺，雖不以積極之

欺罔行為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在法律上、契紙上或交易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者

外，其緘默並無違法性，即與本條項之所謂詐欺不合。」 
214 王澤鑑著，民法總則，王慕華發行，2000 年 9月出版，頁 419。 
215 刑法第三三九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金。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或

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16 王澤鑑著，前揭書，頁 4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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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須施行詐欺之人為相對人或第三人：在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

（如權利之拋棄、書立遺囑），不論其施行詐欺者為何人，表意

人均得撤銷之。在有相對人之意思表示，如詐欺人為當事人一

方，他方當事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自不待言。惟第三人詐欺之

情形，為保護善意之相對人，須以相對人明知表意人受到第三人

詐欺，或可得而知者，表意人始得撤銷其受詐欺而為之意思表

示。論者有以為，為合理分配當事人所承擔之危險，民法第九十

二條第一項但書所稱之「第三人」應做限制解釋，不包括相對人

所使用於締約行為之代理人或輔助人在內。217 

 

(二)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與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差異 

 

經分析保險法第六十四條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行為與民法第九十

二條第一項之詐欺行為的構成要件後，可知兩者規範射程有下列之差

異： 

 

1. 客觀面：本文以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態

樣，無論係積極隱匿，或消極遺漏，客觀上均將該當民法第九十二

條之詐欺行為。蓋民法上之詐欺不僅包括積極行為，亦包括在法

律、契約或交易習慣上有要求告知義務底下之消極不作為，況且，

民法第九十二條所稱之「詐欺」，並不以致被詐欺之人受有財產上

之損害為必要。 

 

由是可知，無論係積極隱匿，或消極遺漏，只要造成保險人陷

於錯誤而為締結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

                                                 
217 同前註，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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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該當民法第九十二條詐欺行為之客觀面。是在客觀之行為態樣

上，民法第九十二條較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為廣。 

 

2. 主觀面：民法上之詐欺行為，須以施行詐欺之人有詐欺之「故

意」，而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之違反，則包括「故意隱匿」與「過

失遺漏」之態樣。即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已經該當民法上詐

欺行為之客觀面，然若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人主觀上僅有「過失」，

而未達「故意」之程度者，此時則僅有保險法上第六十四條之適用。

由是可知，與客觀面相反，民法上之詐欺對於主觀面之要求較為嚴

格。 

 

3. 因果關係面：民法第九十二條所規定之詐欺，其乃要求詐欺行

為與表意人之錯誤意思表示須有因果關係，以保險契約之締結而

言，只要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有詐欺行為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而為

締結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其因果關係之要求即已該當。另一方

面，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僅要求「保險事故已經發生」之情形，

該保險事故之發生與據實說明義務之違反須有因果關係。 

 

準此，於「保險事故尚未發生」時，民法第九十二條與保險法

第六十四條於因果關係上的要求應屬相同，均為「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據實說明義務之行為，使得保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立保險契約（否

則依其危險估計，將有可能拒保或係要求更高的保險費率）」；於

「保險事故已發生」之情形，保險法第六十四條則進一步要求據實

說明義務之違反必須與保險事故之發生有因果關係者，較民法詐欺

要件之要求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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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與民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交集 

 

綜合客觀面、主觀面與因果關係面之比較，可知於客觀面上，民法

上詐欺之範圍較為寬廣；主觀面上則以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之違反較為

寬鬆；因果關係面上，在保險事故已然發生之情形下，保險法上據實說

明義務之違反要求較為嚴格。準此，兩者之規範射程雖有不同，其中仍

有部分屬於交集之情形，依保險事故之發生與否，該交集部分可分為以

下兩種態樣： 

 

1. 保險事故尚未發生：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為隱匿或為不實之

說明，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約。 

 

2. 保險事故已經發生：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為隱匿或為不實之

說明，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

明義務之行為並與保險事故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 

 

以上二種態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將同時該當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

二項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與民法第九十二條詐欺之構成要件，其餘如「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過失隱匿而違反據實說明義務，導致保險人限於錯誤而

同意承保，而保險事故尚未發生或保險事故已發生而具有因果關係」（不

符合民法上詐欺之主觀要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為隱匿或為不

實之說明，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約，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

說明義務之行為並與保險事故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不符合保險法第

六十四條第二項但書之因果關係要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就非重要

事項欺瞞保險人或為不實之說明，使保險人限於錯誤而訂立保險契約」

（不符合保險法第六十四條「重要事項」之要件）等情形，由於並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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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當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與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構成要件，自無優先適用

何者之問題。 

 

(四)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而適用」之範圍 

 

1. 就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與民法第九十二條之交集型態，亦即「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為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

而訂約，而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及「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為隱匿

或為不實之說明，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約，而保險事故已經發

生，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行為並與保險事故之

發生具有因果關係。」二者，本文以為，此時應依「特別法優先於

普通法而適用」之原則，優先適用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保險人不得

在該條第三項之二年除斥期間經過後，再主張依民法第九十二條之

規定，撤銷其締結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 

 

雖然保險法第六十四條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與民法第九十二條

詐欺之構成要件並不相同，然在其交集之部分是屬規範相同的事件

類型，此時，應尊重立法者於此部分特別規範之意旨，優先適用保

險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 

 

或有謂，依據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

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

誠實及信用方法。」誠信原則乃屬民商法上帝王條款，焉有允許被

保險人與要保人以詐欺方式取得與保險人簽約權利之理？然而，依

據民法第九十三條，即便一般民事上之詐欺行為，其相對人撤銷意

思表示之權利並非得以永續存在，其亦有除斥時間上的限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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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安定性的追求亦為誠信原則下之子原則之ㄧ。揆諸各法規中不

同期間的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之相關規定，可見不同的法律行為，

即有相異的法律安定性的考量，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亦同，因

此本文以為，優先適用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並無違反誠信原

則之虞。 

 

2. 有疑問者則為，於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與民法第九十二條之非交

集部分，是否即得個別適用其該當之法條？本文以為，此時必須視

情形而定。以下即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過失隱匿而違反據實說明

義務，導致保險人限於錯誤而同意承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

意為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致使保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約，然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行為並與保險事故之發生並無因

果關係」兩者為例，說明如下： 

 

(1) 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過失隱匿而違反據實說明義務，導致

保險人限於錯誤而同意承保，而保險事故尚未發生或保險事故已

發生而具有因果關係」之情形，此時係屬於該當保險法第六十四

條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要件，而非屬於民法上詐欺規範之客體

（主觀條件未該當），此時保險人自僅得主張適用保險法第六十

四條，而無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權利。 

 

(2) 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為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致使保

險人陷於錯誤而訂約，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

行為並與保險事故之發生並無因果關係」之情形而言，由於並不

符合保險法第六十四條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要件，保險人無法依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解除保險契約，此時保險人得否依民法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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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之規定，主張意思表示之撤銷？本文以為，為尊重立法者修

訂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意旨，答案應為否定，理由如下： 

 

A.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於八十一年歷經二次修正，於八

十一年一月十六修正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

詢問有不實之說明或故意隱匿，其不實之說明或故意隱匿達保

險人拒保程度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

保險人知其事實或因過失不知者，不在此限。」，同年四月七

日再度修改為「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

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

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

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218 

 

B. 參照八十一年四月七日該次修法之立法理由「為限制保險

人任意解除契約之權，保障保險消費者之權益，爰修正第二項

但書。」219可知，立法者認為，為保障消費者之權益，據實說

明義務之違反與保險事故之發生無因果關係者，則保險人之解

約權應受到限制。 

 

C. 職是之故，如保險人得主張除斥期間較長的民法第九十二

條意思表示撤銷權，將造成「有因果關係之情形中，保險人僅

得主張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解除保險契約；惟在無因果關係之情

形中，保險人卻得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撤銷其訂立保險契約之

                                                 
218 立法院網站： 
http://lis.ly.gov.tw/lgcgi/ttswebw?@15:2074466724:f:NO%3DE04520*%20OR%20NO%3DB04520$$
10$$$NO-PD#TOP 最後瀏覽日：2004/12/3. 
2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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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之結果，其顯非立法者之本意，而且利益失衡。本

文以為，保險人於此情形中，不僅不得主張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之解約權，且不得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撤銷權。 

 

(五) 小結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第九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見解，並未比較民法第

九十二條詐欺行為與保險法第六十四條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行為之構成

要件，即率以「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法而適用」之原則，而作出應優先

適用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結論，無論結論正確與否，本文以為其說理實

欠妥當。 

 

此外，就「保險人於保險法第六十四條外，如亦符合民法第九十二

條之要件，則保險人亦得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之撤銷權」之見解，本文

以為，如此實有忽略立法者保護消費者之規範意旨，而將使保險法第六

十四條之規定成為具文。蓋只要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故意隱匿之行為與保

險人締結契約之意思表示間存在因果關係，則已屬於民法上詐欺之範

圍，保險法第六十四條將無用武之地。 

 

準此，本文以為，於兩者交集部分，應尊重立法者保護消費者之本

意，保險人僅得適用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而非交集部分，尤其在該當民

法第九十二條而無該當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者，則須經由價值判斷、利益

權衡之過程以決定得否適用其該當之法條。 

 

於目前保險法制與實務見解下，保險人僅得主張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之規定，而無法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之規定。本文之論理過程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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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有所不同，然所得結論並無太大的歧異，為尊重立法者保護消費者

之意旨，保險人鮮有得主張民法第九十二條詐欺之空間。準此，保單貼

現購買人只要投資成立生效已逾二年之貼現保單，其該保單有效性遭受

保險人挑戰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 

 

然而，如此一來，有無可能造成被保險人肆無忌憚申請保單之道德

危險存在？蓋經過二年除斥期間後，被保險人即得販售圖利，即便於二

年內遭到保險人解除契約，亦僅損失其所支付之保費。對此本文以為，

就保險之共同團體性而言，保險契約之存在，如無違反對價平衡原則（保

險人取得相對應之保費），而對於共同保險團體之延續並無影響者，其

保險契約之存在，並無遭到否定之理由，無論該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係基

於如何之動機而投保，如同藉由高額保險契約而規避遺產稅之行為般，

其被保險人並非係以保障之觀點投保，而係以理財之觀點投保。 

 

此外，無論有無保單貼現交易存在，保險人在發行保單時，本身即

應負有一定的核保責任。況且，如被保險人的確符合承保要件，保險人

亦取得相對應之保險費，對於保險人之業務亦屬有益。理想的交易生

態，應是保險人、被保險人（保單貼現人）與保單貼現購買人各取所需，

互蒙其利，保險市場與保單貼現交易市場相輔相成。 

 

參、復效後之貼現保單 

 

於保單貼現交易中，保單購買人所取得者，亦有可能係經過「停效」而後「復

效」之保單，惟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申請復效時，是否必須負擔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之告知義務，我國學說上看法分歧。如答案為否定者，則即便保單經過停效並且

復效之過程，對於該保單之效力與保單購買人之權益並無影響；然若答案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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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一旦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復效時違反告知義務，且尚未經過二年除斥期間

者，保險人即得主張契約解除權，如該保單已經貼現而由保單購買人為受益人，

則保單購買人將有可能遭遇無法取得保險金之風險，是此問題對於保單貼現購買

人亦相當重要。對於學說上之相關見解，詳如下述： 

 

    一、肯定說—復效時應負擔告知義務 

 

(一) 論者以為，據保險實務經驗顯示，復效保件之危險評估較新保件

更為重要，因多半均屬於發現疾病後再申請復效，而許多疾病並非一般

體檢可以查出，如不能適用保險法第六十四條告知義務之規定，顯讓被

保險人有「逆選擇」之機會，危及整體保險市場的發展。現行人壽保險

單示範條款第六條220，亦規定「經本公司同意」之文字，以保險人之「同

意」為復效之要件。 

 

(二) 再者，復效制度既有利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實不應否定保險人

危險評估之權利，方屬公平。 

 

(三) 第三，保險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二項自殺條款之二年期間，於復效

件之情形亦規定自復效日起算，依此法理類推解釋，復效時亦應重為告

知，並重行起算解除權之除斥期間。 

 

                                                 
220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六條：「本契約停止效力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年內，申請復效。

前項復效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並經要保人清償欠繳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的危險保險費後之餘額，

自翌日上午零時起恢復效力。停效期間屆滿時，本保險效力即行終止，本契約若累積達有保單價

值準備金，而要保人未申請墊繳保險費或變更契約內容時，本公司應主動退還剩餘之保單價值準

備金。」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保險局網站，

http://www.ib.gov.tw/lp.asp?CtNode=358&CtUnit=75&BaseDSD=7&xq_xCat=4。最後瀏覽日：
20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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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後，美國絕大多數法院雖基於復效乃原契約之繼續而否定復效

時自殺條款所定之自殺期間重新起算，但卻基於公共政策而認定復效時

不可抗辯條款之可抗辯期間應重新起算。221 

 

    二、否定說—復效時毋須負擔告知義務222 

 

(一) 此說論者以為，就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文義言，該條第一項僅規

定「訂約時」須盡告知義務，解釋上無法涵蓋契約成立後申請復效時，

須盡據實說明義務。 

 

(二) 再者，就原保險契約之危險估計言，在訂約時保險人已就整個保

險期間之危險狀況予以估計，並不因復效前之停效期間而有所不同，故

毋須再令其負擔說明義務。 

 

(三) 實務上之顧慮，可以藉由「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來加以規範，

蓋告知義務係在確定訂約時之對價平衡，而契約訂立後之對價平衡，則

須賴危險增加之相關規定予以維繫。 

 

    三、本文見解 

 

(一) 本文以為，肯定說對於被保險人逆選擇之憂慮實有其道理。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申請復效時，保險人應有一定風險控制之權利，惟於保險

人同意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復效後，為保護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權益，保

險人不得再主張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而主張解除契約。蓋就

                                                 
221 林勳發等著，前揭書，頁 674。 
222 江朝國，保險法第六十四條據實說明告知義務履行期之認定，月旦法學雜誌第六十六期，89
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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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規面而言，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文義實無法包括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申請復效時之情形，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復效時毋須負擔告知義務。 

 

(二) 再就否定說而言，其欲利用「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規範復效時

之對價平衡，本文以為實務上有其窒礙難行之處，人身保險之危險增加

與財產保險之危險增加不同，其定義與範圍皆相當模糊223，如保險人缺

乏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則「逆選擇」之情形一旦增加，將危急整個共

同危險團體之存續。 

 

(三) 因此，本文主張折衷見解，並肯認目前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

定。以目前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六條及第七條224之規定而言，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負擔告知義務之時期僅限於「訂約時」（人壽保險單示範條

款第七條），然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申請復效時，須得保險人之「同意」

方得恢復其保險契約之效力（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六條），一旦保險

人同意復效，保險人即不得主張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復效時違反告知義

務而解除保險契約。 

 

(四) 依據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225之規定可知，復效實為保險法所

明文保障屬於被保險人以及要保人之權利。為避免保險人濫用其「同意」

                                                 
223 舉例而言，每天抽煙算不算是危險增加？  
224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七條：「要保人在訂立本契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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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解除契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行使而消滅，或自契約開始日起，經

過二年不行使而消滅。」 
225 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因本法第一百十六條第一項所載之原因，停止效力之人身保險

契約，要保人於清償欠繳保險費及其他費用後，得恢復其效力，其申請恢復效力之期 

限，自最後一次應繳保險費之日起不得低於二年。 

已經簽訂之契約，不合前項規定者，如已載明於保險契約，從其契約；其未載明於保險契約者，

應依照前項規定補正，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及登報公告之」觀其內容，並未賦予保險人同意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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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限，即若被保險人於復效申請時本具有可保性，但在保險人尚未為

同意復效之意思表示前發生保險事故，而保險人知悉保險事故已經發

生，乃為拒絕復效之意思表示，被保險人將因此失去應有之保障。就此

示範條款或得增加下列規定，以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 

 

1. 仿照日本保單條款之規定，無論保險人是否已同意復效，只要

保險人一收取欠繳之保費，復效之效力即行發生，226無論被保險人

是否具備可保性皆同。蓋保險人本具有對於欠缺可保性之被保險人

拒絕同意之權利，保險人既欲享受先收取保費之利益，如事後再以

欠缺可保性拒絕復效並返還保險費，顯然違反誠信原則。 

 

2. 為防止保險人遲遲不為同意復效之意思表示，亦不為收取保費

之行為，如被保險人於申請復效時具有可保性，保險人不得拒絕同

意復效，並應於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繳清欠繳保費後，使復效時點溯

至申請復效時發生。 

 

    四、小結 

 

本文以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復效時毋須負擔告知義務，然保險人於

復效時具有同意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復效與否之權利，並且，其同意權之行使

不得濫用以免侵害至被保險人應有之權利。 

 

                                                                                                                                            
之權限，是目前實務上依據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六條之規定所發行之保險單，其內容與保險法

施行細則相較，已屬不利於被保險人之變更，依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恐有無效之虞。然而

此處保險人之風險控管權力實屬必要，未來修法應明確規範保險人得行使同意之權利與限制。 
226 林勳發等著，前揭書，頁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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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於保單貼現交易中，由於我國目前保險法制與實務上，只要

保險人同意復效，即不得再予主張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而解

除契約，因此對於曾經停效後再申請復效之保單，保單貼現購買人毋須擔心

其所取得之保險契約遭到保險人之解除，而損及其投資之權益。然而，其中

亦有例外者，貼現保單中列有自殺條款者，如該保單是經停效後而復效者，

保單貼現購買人即須注意該保單復效後是否已逾二年，理由詳見下述。 

 

肆、自殺條款 

 

    按保險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人對於由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

意者，不在此限。」，可知保險所承保之危險，須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或因被

保險人自己之過失行為而發生，保險人始負保險賠償之責，此乃原則。惟於例外

情形中，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之故意所致之損害，亦有應負保險給付責

任者，例外之一即為保險法第三十條所定，被保險人因履行道德上義務而故意引

起保險事故者，保險人應負保險賠償之責227。例外之二，則為保險法第一百零九

條第二項之自殺條款。 

 

    保險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二項規定，保險契約載有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保險人

仍應給付保險金額之條款者，其條款於訂約二年後始生效力。恢復停止效力之保

險契約，其二年期限應自恢復停止效力之日起算。因此，由於自殺條款須於訂約

後二年或復效後二年始生效，於保單貼現交易中，保單購買人須注意其所取得之

保單中有無「自殺條款」之存在。如該保單含有「自殺條款」，則保單購買人應

注意其是否已訂約經過二年，由於此部分之期間與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之契

                                                 
227 江朝國著，前揭書，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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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解除權二年除斥期間計算方法相同（訂約後二年），因此保單購買人較不容易

忽略之。 

 

  較容易為人忽略者，則為復效後之保單，如前所述，由於我國目前保險法制

上，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復效時毋須負擔告知義務，只要保險人同意復效，即不得

主張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而解除契約，因此對於曾經停效後再申

請復效之保單，保單貼現購買人並毋須擔心其所取得之保險契約遭到保險人之解

除，而損及其投資權益。然如該貼現保單中有「自殺條款」者，由於可合理推測

被保險人較常人而言有更高之自殺意念，保單貼現人將面臨較高的被保險人自殺

之風險，保單貼現人如未經二年期間經過後始購買該貼現保單，一旦被保險人於

復效後二年內自殺（反正其已取得保單貼現的價金），保險人即得以被保險人故

意致保險事故發生，依保險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拒絕理賠，保單購買人將面臨重

大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