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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子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 

本章首先討論傳統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分為一般成立要件與特別成立要

件，一般成立要件為：當事人、標的、意思表示合致；特別成立要件為：保險契

約是否為要式契約？又保險契約是否為要物契約？ 

其次論述電子保險契約與傳統保險契約在成立要件上所產生之特殊議題：

在當事人此一要件，爭議之點為電子代理人之法律地位及其性質是否為當事人；

在意思表示此一要件，討論電子化意思表示之性質及電子化意思表示到達時點；

於保險契約之要式性，討論保險電子契約如何符合書面、簽章等要式性之要求；

於保險契約之要物性，本文討論保險業管理辦法第四條之一，確認電子保單之法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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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 

我國保險法第十三條將保險區分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以保險標的做分

類，然以此作為保險業營業範圍之劃分基礎尚屬可行，但難以釐清保險契約的權

利義務關係。依保險給付性質上的差異，應基於保險利益存在基礎是否經濟上之

利益（ pecuniary interest）而將保險區分為損失填補保險（indemnity insurance）與

非補償保險／定額給付保險（contingency insurance）二大類。損失填補保險係指

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或約定之條件成就時，依約定方式補償被保險人之損失，

其補償之金額係依被保險人實際財物損失計算之；而定額給付保險則指保險人於

為保險標的之生命或身體（the life insured; the person insured）發生保險事故或約

定之條件成就時，即依約定方式向相對人給付之保險，其補償金額係依當事人約

定之金額衡量之19。關於二類別所包含的保險契約如圖一，由下圖可知並非所有

人身保險皆為定額給付保險，本文亦採此分類討論之。 

 

圖一 損失填補保險與定額給付保險 

 

 

 

 

 

 

 

 

 

 

                                                 
19 Ivamy,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Butterworths 1979,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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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 

討論保險契約之效力，首先必先就保險契約是否成立加以判斷，其判斷標準

為成立要件是否全部具備。保險契約為法律行為之一種，故與一般法律行為同，

可區分為一般成立要件及特別成立要件，一般法律行為應具備的成立要件，保險

契約也應具備，故保險契約的一般成立要件為當事人、標的及意思表示三個要

件；至當一般成立要件具備後尚涉及在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二十一條之規定下，

保險契約是否為要式契約及要物契約兩個要件。本文於第一項先討論保險契約的

一般成立要件，次於第二項討論特別成立要件。惟須先說明者，保險契約之成立

要件必須全部具備，保險契約始為成立，若有任何一項欠缺，則保險契約即不成

立。20 

第一項 保險契約之一般成立要件 

第一款 當事人 

第一目 前言 

保險契約所涉及之「人」，依保險法之規定，有第二條之「保險人」、第三條

之「要險人」、第四條之「被保險人」、第五條之「受益人」、第八條之「保險代

理人」、第八條之一之「保險業務員」、第九條之「保險經紀人」及第十條之「公

証人」等，上述所列皆為與保契約有關之人，但非所有人都為保險契約當事人；

保險契約為雙方行為，故成立的第一個要件為必須具有雙方當事人，保險契約之

一方當事人為保險法第二條所稱之「保險人」應無疑義，有疑問者為保險人之相

對人究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保險法第二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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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規定可知，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一方為保險人21，因保險

人有收取保險費之權利及給付保險金之義務。但保險人之相對人為何，卻有究係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爭議。  

認為當事人係要保人者，其理由如下： 

                                                 
20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民國九十年，561 頁。 
21  One who agrees, by contract, to assume the risk of another’s loss and to 
compensate for that loss.  -Also termed underwriter; Insurance underwriter; 
carrier; assurer （for life insurance）. 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 Seventh Edition, West Group, at 811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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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一方為要保人，他方為保險人（依保險法第二條及第

三條之規定）。因就特定事故所發生之損害或責任，承賠償或給付之義務者為保

險人。，因此承擔而負有支付保險費之義務者為要保人22。至被保險人及要保人

為第三當事人。 

2.就保險本質而言，保險之目的乃在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由保險人對某特定

人因此而產生之損失負補償之責，此補償義務之產生當然須經保人和其契約相對

人約定，此出面和保險人約定之人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即為要保人23。 

3.保險契約之當事人為要保人，係指向保險人申請訂立保險契約之人，對保

險標的具有保利益之人，並負有交付保費義務之人24。 

4.保險契約之主體，指享受保險契約權利，負擔保險契約義務之人。保險契

約之主體為要保人（習慣上有時將要保人稱為 purchaser）及保險人（the insurer）
25。 

上述見解皆認要保人係契約當事人，此係因我國保險法第三條規定：「本法

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有保險利益，向保險人申請訂立保契約，並負有交付

保費義務之人。」所影嚮，而被保險人依保險法第四條26之規定只是享有保險金

給付請求權之人，故認要保人為保險契約當事人。 

我國之保險法立法過程中，兼採法國、德國、美國加州及紐約州等各國的保

險法制
27，法國及德國係屬大陸法系國家，美國則是英美法系國家。二者對於保

險契約當事人及關係人之基本架構迥異，英美法系認保險契約之當事人為保險人

及被保險人（insured），而大陸法系則認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要保人，我國於繼受

時兼採兩大法系之規定，致保險契約當事人究為何人，產生爭議。 

保契約的雙方當事人加上保險事故發生的對象應只涉及三個人（the insurer

／Subject matter／the insured），即使加上受益人（Beneficiary）也只涉四個人28。然

我國保險法卻於第二條規定「保險人」，第三條規定「要保人」，第四條規定有「被

保險人」，第五條規定有「受益人」，第三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

                                                 
22桂裕，保險法論，三民書局總經銷，民國七十一年八月，44頁。 
23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瑞興圖書，民國九十二年九月新修訂四版，155 頁。 
24林群弼，保險法論，三民書局，民國九十一年，79-81 頁。 
25劉宗榮，保險法，作者發行，民國八十四年，49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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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我國保險法立法過程，參考黃正宗，我國保險法之比較研究-以保險法第一章總則及第二章保
險契約為中心，1-4頁。未發表論文。 
28 林勳發，保險契約效力論，作者出版，今日書局總經銷，民國八十五年，9、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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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又規定有「保險標的」或「保險標的物」，總共出現五個人，若將五個人放入

只有四個人的保險契約架構中，終將造成解釋上的困擾。因若以要保人為當事

人，則被保險人將與受益人衝突；如以被保險人為保險事故發生的對象，則被保

險人將與保險標的相衝突；如以被保險人當事人，被保險人將與要保人相衝突，

造成究何人為當事人之爭議。 

本文於下先探討兩大法系之立法例，再針對我國現行法之規定，提出解決之

道。 

 

第二目 立法例 

壹、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中，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一方為保險人（the insurer29），另一方則為

被保險人（the insured; the assured），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稱保險標的（subject 

matter）。 

一、損失填補保險 

保險法主要源自於英國海上保險，在損失填補保險，參照英國一九○六年海

上保險法，及美國加州保險法。 

（一）英國一九○六年海上保險法 

第一條：「海上保險契約係保險人（the insurer）向被保險人（the assured）允

諾，於被保險人遭受海上損失時，依約定之方式及限制額度，負擔賠償責任之契

約。30」  

第六條第一項：「雖然於保險契約生效時，被保險人不須對保險標的具保險

                                                 
29 A person who is covered or protected by an insurance policy. -Also termed 
assured. 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 Seventh Edition, 
West Group, at 811 （1990）. 
30 English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1. Marine insurance defined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a contract whereby the insurer 
undertakes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in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thereby 
agreed, against marine losses, that is to say, the losses incident to marine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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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但於保險標的發生損失時，被保險人須對保險標的具保險利益。⋯⋯31」 

第五十二條：「除另有約定外，被保險人或其代理人（agent）有支付保險費

之責，而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或其代理人有簽發保險單之責，但在被保險人支付

保險費之前，保險人無簽發保險單之義務。32」 

（二）美國加州保險法 

第二十三條：「以保險承擔他人損失之人，為保險人（the insurer）。接受補償

者為被保險人（the insured）33。」 

第二八○條：「被保險人無保險利益者，契約無效34。」 

由上述規定可知，保險契約的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負有給

付保險費之義務、請求保險給付之權利（要件為於事故發生受有損失時，對保險

標的有保險利益）；保險人則有收取保險費之權利，並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負有

補償責任。 

二、定額給付保險 

（一）英國一七七四年人壽保險法 

本法案係規範人壽保險，禁止對於被保險之人之生死無保險利益之人投保
35。 

（二）美國加州保險法 

                                                 
31 English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6.When interest must be attached  

（1） The assured must be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though he need not be inter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is effected; … 

32 English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52. When premium payabl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 to pay the 
premium, and the duty of the insurer to issue the policy to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 are concurrent conditions, and the insurer is not bound to issue the 
policy until payment or lender of the premium. 

33 23.The person who undertakes to indemnify another by insurance is the insurer, 
and the person indemnified is the insured. 

34 280.If the insured has no insurable interest, the contract is void. 
35 Life Assurance Act 1774 （14Geo 3c 48） 

   An act for regulating Insurances upon Lives, and for prohibiting all such 
Insurances except in cases where the persons insuring shall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erson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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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一○條：「每一人對下列之人之生命或健康有保險利益： 

（a）本人。 

（b）生活費或教育費全部或一部仰給之人。 

（c）任保對其負有提供金錢，財物及服務之法律義務之人，而其喪病足以

影響義務之履行者。 

（d）任何以其生存始能取得財產或權益之人。36」 

第一○一一○條之一：「（e）要保人以他人被保險人而投保之壽險或傷害保

險時，除非於提出要保時對被保險人有保險利益，應屬無效。37」 

由上述英國人壽保險法及美國加州保險法關於人壽保險的規定可知，保險標

的為被保險人，而被保險人對之需有保險利益。 

三、小結 

在英美法系中，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保險人須承擔風險，於訂立契

約時有收取保險費之權利，於保險事故發生時負填補損失之義務；被保險人則為

具保險利益，負給付保險費之責，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給付請求權之人。 

貳、大陸法系 

在大陸法系中，保險契約一方當事人為保險人（Versicherer），另一方則為要

保人（Versicherungsnehmer），另有保險契約關係人－被保險人（Derviersicherte）

                                                 
36 10110. Every person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life and health of: 

（a） Himself. 

（b） Any person on whom he depends wholly or in part for education or 
support. 

（c） Any person under a legal obligation to him for the payment of money 
or respecting property or services, of which death or illness might delay 
or prevent the performance. 

（d） Any person upon whose life any estate or interest vested in him 
depends. 

37 10110.1. 
（e） Any contract of life or disability insurance procured or caused to be 

procured upon another individual is void unless the person applying 

for the insurance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individual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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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益人。與英美法系中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不同。 

一、德國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視為常態，稱「為自己利益保險」，以要保人為

當事人，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不同一人時，則另闢專章，稱「為他人利益保險」，

亦以要保人為當事人。 

（一）損失填補保險 

於為自己利益保險契約時，德國保險契約法第一條：「（1）損害保險之保險

人有義務於保險事故發生之後，依契約填補要保人因保險事故所引起之財產損

害。人壽保險與傷害保險，以及其他種類之人身保險之保險人有義務於保險事故

發生後，以固定金額或年金方式給付約定之金額或為其他約定之給付。（2）要保

人應繳交約定之保險費。於相互保險公司所繳交之費用，在本法之意義上，亦視

為保險費。」由此條文之規定可知，要保人為保險人之相對人。 

在「為他人利益保險契約」時，由德國保險法第七十四條、七十五條、七十

六38條規定可知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仍為要保人與保險人，因僅要保人得請求保

單，雖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原則上屬於被保險人，但要保人「得以自己名義處分

被保險人基於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且在要保人占有保險單之場合，要保人得

「不經被保險人同意接受保險人之給付及移轉被保險人之權利」，故即使要保人

係為被保險人之利益而投保，要保人仍為契約當事人。 

（二）定額給付保險 

在人壽保險，由同法第一五九條39觀之，無論係為自已利益保險或為他人利

益保險，契約當事人亦為要保人，僅於他人死亡保險時若約定之理賠金額超過一

般喪葬費用時，須經該他人（被保險人）同意；而被保險人為保險事故發生的客

體。 

二、日本 

日本法之規定與德國法類似，其保險契約者（要保人）係與保險者（保險人）

訂立保險契約，並繳納保險費之人。在損害保險中，其被保險者（被保險人）係

具有保險利益，享有保險金給付請求權之人；在生命保險中，被保險者係保險事

故發生之客體。 

                                                 
38 參照德國保險契約法，江朝國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八十二年十月，105-106
頁。 
39 同上註，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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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 

法國與德國雖同屬大陸法系，惟法國保險法帶有英美法系之色彩。法國保險

法之要保人雖為契約相對人，基於契約負有給付保險費、通知、告知及終止契約

等權利義務，但在通常情況下，要保人多視為被保險人之代表或代理人。其保險

法之規範方式係以被保險人為主要的規範中心，亦即被保險人才是契約權利義務

的主歸屬者40。 

參、我國現行法之矛盾 

由上述兩大法系的立法例可知，英美法系保險法認相對於保險人之當事人為

被保險人（the insured or the assured），至於保險事故發生的客體則為保險標的

（subject matter），而保險標的泛指各個險種之保險對象，包括財產、責任、利益、

生命、身體、健康等。而大陸法系保險法之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要保人，被保險人

則為關係人，在損失填補保險中，被保險人係指基於保險人與要保人間之契約，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有權受領保險金之人；在人壽保險中，被保險人則指其生存或

死亡為保險事故人或指保險事故發生之客體。 

我國於制定保險法時，如前文所述同時兼採法國、德國、美國加州及紐約州

等各國的保險法制，造成適用上及解釋上的困擾及學者間之爭論，以下即為兼採

兩大法系概念所造成之問題41： 

1.要保人之定義：我國保險法第三條及第四條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分別定

義，似採大陸法系之見解，因英美法系中原則上只有被保險人；但不分險種皆須

具備保險利益，又似採英美法系之見解，因大陸法系中僅損失填補保險有保險利

益之適用。 

2.被保險人之定義：我國保險法第四條認被保險人享有保險金給付請求權，

似兼採大陸法系及英美法系之作法，然在英美法系中，被保險人為契約當事人，

本於其當事人之地位，自然享有保險金求權；而大陸法系之被保險人僅於損失填

補保險有保險金給付請求權，在人壽保險中其為保險事故發生之標的，與損失填

補保險中被保險人之定義完全不同。我國第四條規定不分險種之被保險人均享有

保險金給付請求權，似近似於英美法系之規定，但於第一○一條規定被保險人為

人壽保險契約之標的，又近似於大陸法系之規定，且於人壽保險事故發生時，被

保險人為保險標的，當事故發生時，如何依第四條之規定請求給付保險金，此規

定使保險當事人之地位與保險標的相衝突。 

                                                 
40 張嘉圃，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之研究，政治大學風險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年，30-31頁。 
41林勳發，前揭註 28，16、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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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益人指定：依保險法第五條規定觀之，不分險種均可指定受益人，乃繼

受英美法之概念，因大陸法系僅於人壽保險中有指定受益人之概念。且本條規定

無論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指定受益人，為英美法之概念，大陸法系僅要保人得

指定受益人。 

4.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之定義：我國保險法於第三條、第十七條、第

十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八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五條等規定於總則中的

條文，將保險標的定義為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此係英美法之概念；但卻

又在第四章人壽保險中將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稱為被保險人，此又係大陸

法系之概念。 

5.保險利益歸屬：我國保險法第三條認要保人需具備保險利益，於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二十條規定財產保險之保險利益，並於第十六條規定人壽保險之保

險利益，顯係採英美法系無論險種均需具保險利益之概念；惟就第十七條觀之，

強調「對保險標的『物』無保險利益者，保險契約失其效力」，似又認人壽保險

無保險利益之適用，又近乎大陸法系之概念。 

肆、小結 

我國保險法上保險人之相對當事人究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如上所述因兼採

兩大法系之概念致結構混淆不清造成困擾，為釐清當事人之地位，不能兼採兩大

法系之概念。蓋在大陸法系中要保人為申請訂立保險契約之人，負交付保險費之

義務，而被保險人僅係享有保險金給付請求權之人，故依大陸法系民法之概念，

提出要約之要保人為保險契約當事人。至英美法系則認保險契約之當事人為被保

險人，本文認在保險契約中，被保險人才是遭受損失、應被補償之人，將契約上

之相關權利義務歸屬於被保險人，實屬合理；至要保人若依大陸法系學者所言42僅

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非必具有保險利益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之人，

應不須將契約上的權利益務歸於要保人，又若要保人之責任僅係交付保費何以保

險法第三條又規定要保人須具保險利益。我國將保險契約交付保險費之責任課予

要保人，卻將請求給付保險費之權利給予被保險人，造成權利義務的不平衡，故

本文認為將來應朝英美法系之架構為我國保險法未來的修正方向，認保險契約之

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43。 

 

                                                 
42 江朝國，前揭註 23，156、157 頁。 
43 詳細修正說明參林勳發，保險法修正評述與建議，財經法新趨勢研討會（七）論文集，國立

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研究中心，民國 91年 11 月 21 日，27 頁。乙案之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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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標的 

標的即法律行為的內容，係法律行為成立的要件之一，依民法一五三條之規

定可分為必要之點及非必要之點。在保險契約亦須具備「標的」，保險契約之內

容亦可分為必要之點及非必要之點：保險契約之必要之點係保險法五十五條第二

款至第六款44，蓋第一款為當事人，本係保險契約成立要件之一，非契約內容；

至第七款「無效或失權之原因」及第八款「訂約之年月日」，雖無記載亦無害及

保險契約之實質，仍能構一個保險契約，此即非必要之點，即使無記載亦不影響

保險契約之成立。非必要之點係上述必要之點以外及其他經當事人特別約定為必

要之點者外，保險契約之其他內容為非必要之點，例如：保費之交付方式、時間、

地點，保險金之給付方式等，即使未約定亦不影響契約之成立。本文於其下討論

保險契約必要之點及非必要之點。 

第一目 保險標的 

說明此一必要之點前，須先釐清三個名詞（1）保險標的；（2）保險契約之

標；（3）保險利益；學者間對此三個名詞有不同的解釋。 

壹、學說爭議 

第一說：保險標的為保險事故發生之客體或對象
45，在英美法系稱之為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urance；大陸法系則依不同保險有不同稱謂，在財產保險稱為

「保險標的」，人身保險則稱「被保險人」。「保險標的」為保險契約的必要之點，

故為「保險契約之標的」之一，但「保險標的」非「保險利益」，保險利益乃當

事人對於保險標的所具有之利害關係，且從我國保險法第三條、第十四條至十七

條之規定觀之應可認「保險標的」與「保險利益」為兩個不同的概念。 

第二說：「保險標的」即是「保險利益」46，因保險保障的對象並非該特定客

體（關係連接對象，例如汽車保險之汽車）本身，而係被保險人對該特定客體之

「關係」，也就是保險利益，故保險利益之最主要功能應在於確定保險真正所欲

保障之實質內容究竟為何，即被保險人對於特定客體有哪些利害關係，及因此等

利害關係之破壞將受有何種損害，是以保險利益之功能即在於確定保險所欲保障

之標的究何所指，也只有在確定保險所保障之標的為何時，保險人始得針對該標

的而為填補，由上可知即使被保險人同一且客體同一，亦可能有兩個以上之保險

利益存在，即存在兩個以上之保險利益。但「保險契約之標的」非「保險標的」，

                                                 
44 林勳發，前揭註 28，27 頁。 
45 同上註。 
46 江朝國，前揭註 23，93-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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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契約之標的為契約當事人之給付行為（民法第一九九條參照）。因保險與保

險契約為不同之二個概念，保險指保險制度本身，故保險標的指保險此一法制度

之標的（保險利益）；而保險契約指保險法上雙方當事人之契約關係，故保險契

約之標的為當事人之給付行為。 

第三說：「保險標的」係作為保險利益之標的之具體物，即做為保險對象的

經濟上的財貨（財產保）或自然人（人身保險），也就是保險事故發生所在的本

體。而「保險利益」就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所有之利害關係，也就

是「保險契約之標的」。47 

貳、小結 

上述三種學說，第一說認「保險標的」=「保險契約之標的」≠「保險利益」，

第二說認「保險標的」=「保險利益」≠「保險契約之標的」，第三說認「保險利

益」=「保險契約之標的」≠「保險標的」。 

首先由「保險標的」與「保險利益」的關係看起，依照密蘇里州最高法院的

見解48：「當一個人因保險標的（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保存獲得金錢上的利益，

或因保險標的毀損滅失遭受金錢上的損失時，此人對該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

益。」，由此可知在英美法系的架構下保險標的並非保險利益，即使在大陸系下

學者通說亦認為「保險利益」乃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所具有之利害關係49，而「保

險標的」係作為保險利益之標的之具體物。本文採第一說之見解，認保險標的非

保險利益，而係指保險事故的發生客體，亦即保險契約之標的，故保險標的為保

險契約內容必要之點之一，訂立保險契約須約定保險事故發生之客體，若無約

定，則契約因缺少標的而不成立。 

第二目 保險事故 

保險事故即保險人依保險契約所應擔保之事由，即保險人應負擔的危險。且

                                                 
47 鄭玉波，保險法論，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一年增訂初版，25、61 頁。 
48 The definition of insurable interest is well settled in Missouri: In general, a person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where he has such a relation 
or concern in such subject matter that he will derive pecuniary benefit or advantage 
from its preservation, or will suffer pecuniary loss or damage from its destruction, 
termination, or injury by happening of the event insured against. 
See Jennifer Dimmitt, Appellant v. 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Respondent. （01/14/2003） Supreme Court of Missouri, SC84638. 
49 窪田 宏，保險法（商法講義Ⅳ），晃洋書房，1974，53頁；今井薰等合著，保險法、海商法，
三省堂，1994 年，89頁；戶島修三／西島梅治合編，保險、海商法，青林書院，平成二年，35
頁。轉引自林勳發，前揭註 2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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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故須具備下列要件50：1.保險事故必須特定，否則保險人之責任範圍無法

明確界定；2.保險事故須有發生之可能，因無危險即無保險；3.事故發生與否不

確定（例是否發生火災），或雖確定會發生，但不確定何時發生（例人之死亡）；

4.保險事故須於將來發生，而不能已發生（保險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51之追溯保

險為例外）5.若保險事故之約定違法或有背於公序良俗，則不得以之投保。 

第三目 保險期間 

保險期間為保險契約標的必要之點之一，因確認保險期間才能確認保險人是

否應依保險契約之約定負擔理賠保險金之責任，惟須注意者，雖原則上保險期間

就是保險人責任之存續期間，但「保險期間」與「保險責任期間」在保險實務上

為不同之二個概念52，學者一般多認保險期間與保險責任期間相同53。惟保險期間

指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即保險當事人間存有保險契約關係之期間；而保險責任期

間則指保險人對於保險事故應負責任的期間54，一般而言保險契約對於保險責任

期間均有約定，其未約定者依法律之規定，若法律亦未規定，則解釋上保險責任

期間與保險期間則為一致。 

保險責任期間與保險期間不一致之例外臚列於下： 

1.追溯保險（Retroactive insurance55） 

所謂追溯保險係指保險責任期間追溯至保險期間開始前之時點，即保險人對

                                                 
50鄭玉波，前揭註 47，80、81 頁。 
51保險契約訂立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其契約無效。但為當事人雙方所不知者，

不在此限。但書之規定即屬追溯保險，例外承認保險事故發生於保契約訂立之前。 
52
如普通輸出綜合保險之條款即區分保險期間與保險責任期間，並將保險責任期間規定於條款
中。 
第八條 保險期間  
  自簽訂保險契約之日起一年為保險期間。  
第九條 保險責任期間  
  以輸出契約簽訂日為保險責任期間之始期。 
  政治危險保險責任期間之終期以包含貨款清償日為準。 
  信用危險及附加信用危險保險責任期間之期以包含裝船日為準。 
  保險責任期間之始期必須在保險期間內。 
53 潘秀菊，保險法入門，元照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年二月，初版第一刷，172頁；梁宇賢，保

險法新論，作者發行，民國九十年九月四修初版，140 頁；鄭玉波，前揭註 47，82 頁；林群弼，

前揭註 24，172 頁。 
54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前揭註 20，570頁。 
55 The promise of an insurer, made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to pay up to a specified maximum legal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ensuing from such injury or damage. 
http://www.clgfc.com/insterms/RRR/R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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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故之責任提前至保險契約成立前。可分為法定追溯保險56及意定追溯保險
57。 

2.試保期間（Probationary period58） 

通常存在於健康保險，由於疾病的感染時間是否在保險期間以內不易判別，

故在保單中加上試保期間條款，即承保之疾病必須在保單生效若干日後（通常為

十四日，也有約定三十日、九十日等）發生，此時責任期間便自保險期間後若干

日後才開始59。 

3.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60） 

通常指於健康保險、團體保險、退休金制度或殘疾保險中約定之期間。在健

康保險或殘疾保險上，指從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至保險給付開始止的期間；團體

保險或退休金制度上，指從進入公司開始到合乎資格加入團體保險或加入退休金

制度為止的期間。就健康險或殘疾險而言，等待期間等於除去期間（Elimination 

period），保險責任期間自等待期間結束後開始。 

4.優惠期間（Grace period61） 

大部份的壽險契約中均會提供的一項優惠，指在應繳保費日到期後的三十天

或三十一天內仍可繳納保費，而保單依然有效。如在寬限期間內被保人死亡，保

                                                 
56保險法第五十一條但書：「保險契約訂立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其契約無效。

但為當事人雙方所不知者，不在此限。」 
57 由保險契約當事人特別約定對於保險契約成立前所生之危險亦負保險責任。此條款常用於海
上保險，稱「lost or not lost clause」，means a clause used in ocean marine insurance 
which states that the insurer will pay even if the loss insured against has occurred 
prior to the effecting of the insurance. The company would, of course, not be liable 
if the policyholder knew that the loss had occurred when ordering the insurance. A 
ship could easily be lost or damaged and the owner not know until later, during 
which time the owner might want to insure it, which is possible with this clause. 

http://www.amityinsurance.com/inswords/lll/l110.htm 
58 A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he effective date of a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and the 
date coverage begins for all or certain physical conditions. 

http://www.disi.us/glossary.asp？letter=P&id=363 
59 陳雲中，人壽保險的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三年修訂初版，466頁。 
60 The period of time between the beginning of a disability and the start of Disability 
Insurance benefits. Also known as the elimination period. 

http://www.disi.us/glossary.asp？letter=W&id=488 
61 The period of time between a premium's due date and the date the policy will 
lapse if the premium is still unpaid （usually 31 days）. If the insured dies during the 
grace period, the unpaid premium is deducted from the policy proceeds. 

http://www.disi.us/glossary.asp？letter=G&id=177 



 25

險公司仍負給付之責，唯應繳保費得由給付金中扣除。又一般業務處理上，在寬

限期間內繳納保費，不須支付延滯期間之利息。此時保險責任期間較保險期間早

三十天開始。 

5.延長期間 

大部份保單均規定保險事故必須發生在保險期間內，保險人始負保險責任，

惟部分險種提供延長期間，對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之保險事故亦給予理賠。例美國

的Homeowner's Policy 對於房屋於保險期間內因毀損滅失，直至重置前無法使用

該房屋之額外生活費用（additional living expense62）之給付，即不受保險期間之限

制。亦即在保險期間結束之後保險責任期間仍存在至房屋重建為止。 

第四目 保險金額 

保險金額係保險人約定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要保人或受益人所應給付之賠

償金額。在定額給付保險，其契約所約定的保險金額，為保險人負擔賠償責任之

最高額度（保險法七十二條前段），惟實際賠償金額須視實際之損失而定；至於

定額給付保險，其保險金額的多寡，由當事人自行約定，並無最高限額之限制63。

保險金額之多寡，為保險人所負保險事故責任金額之限度，且為保險費計算之標

準，對雙方當事人之權利義務關係影響很大，故為保險契約標的之必要之點。 

第五目 保險費 

保險費乃保險人承擔危之對價，即被保險人移轉危險所應支付的對價，保險

契約為有償契約，故保險契約之標的自應包含保險費
64。而保險費之監理，則係

保險業法之範疇，影響保險費高低的因素有保險金額與保險費率，保險金額愈高

則保險費也愈高，而危險率愈大則保險費率愈高，詳細內容本文不討論之。 

第六目 非必要之點 

關於非必要之點，若當事人有加以約定，契約成立，且該非必要之點為契約

的內容，當事人受其拘束，如保險法第六十六條、六十七條之特約條款；若當事

人僅對必要之點合意，未對非必要之點為意思表示，推定保險契約成立；若對非

必要之點意思表示不一致，由法院依其性質（視該非必要之點之不一致是否足以

                                                 
62 Coverage applicable when an insured's dwelling is damaged by an insured peril to 
such an extent, that one cannot live in it until repaired. This insurance pays extra 
amount it costs to live elsewhere until repairs are made, such as the cost of living in 
a hotel. 
63潘秀菊，前揭註 53，172頁。 
64 林勳發，前揭註 28，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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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締約之意願而定）判定契約是否成立。 

第三款 意思表示合致 

第一目 要約與承諾一致 

保險契約為雙務契約，故契約的成立須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即一方要

約，一方承諾，在保險契約，通常以要保人填寫申請書為要約（保險法第三條參

照），保險人核保的意思表示為承諾（保險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參照）；惟在下列

情況係由保險人要約，而要保人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為承諾：1.保險人招攬保險

或發出續保要保書而未保留核保權，保險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雖規定「保險契

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但若要保書並未載有「本保險非經本

公司同意承保（或核保通過），不生效力」之類似文字，則保險人之招攬保險（或

寄發續保通知書）為要約而非要約之引誘（民法第一五四條參照），要保人同意

投保之意思表示為承諾；2.以販賣機、廣告回函、機場櫃檯等方式銷售保險，保

險契約在要保人投入或寄回經簽名之要保書或投保卡時，即構成意思表示合致；

3.保險人在未收取保費前，以附條件承保（如削減保額、增加保費、延期承保等）

通知要保人，此時保險人將要保內容加以變更，自然構成新要約（民法一六○條

第二項參照），須在要保人承諾後保險契約才成立。 

第二目 擬制合致 

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除要約與承諾一致外，尚有雖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

尚未達於一致，但在法律上卻擬制已經合致之情形，學者稱其為「擬制合致」： 

一、財產保險：依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二項65之規定，保險人在簽發暫

保單或保險單前，只要已收取保險費，雖未表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施行細則

卻擬制保險契約已經成立，而令保險人負保險責任。 

二、人身保險：由「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二條66第二項」及「壽險業第一

次保險費送金單（收據）格式67」中生效日之但書規定可知保險人於收取第一期

保費時，擬制保險契約成立，故雖尚未簽發保單表示同意承保，仍須負保險責任。 

                                                 
65 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財產保險之要保人在保險人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前，先交付

保險費而發生應予賠償之保險事故時，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 
66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二條:「本公司對本契約應負的責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且要保人交付
第一期保險費時開始，本公司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而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

仍負保險責任。」 
67 生效日為經本公司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金額時開始，但要保人在本公

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而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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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者為，與擬制合致相關的規尚有「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三項」68，

由上述規定可以發現，送金單生效日本文之規定雖與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三

項規定一致，但與壽險示範條款第二條之規定牴觸，而送金單生效日但書之規定

卻又與壽險示範條款規定一致。此一規定衝突之解決可分為三部份： 

（一）送金單生效日但書與本文之衝突：但書優先於本文適用。 

（二）壽險示範條款、送金單生效日但書與保險法施行細則牴觸：依保險法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有利於被保險人之約定，可以以契約變更保險法之強

制規定，因壽險示範條款第二條及送金單生效日但書關於保險人收取保費後即擬

制合致保險契約成立之約定較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有利於被保

險人，故應適用壽險示範條款及送金單之約定，而不適用於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

條第三項之規定69。 

第三目 小結 

由上述說明可知，保險契約成立的要件之一為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原

則上要約與承諾一致時為意思表示合致，但當保險人預收保費時，即使保險人尚

未表示同意承保的承諾，亦因法律之規定或契約條款之約定而擬制合致，使保險

契約成立。 

 

 

 

 

 

                                                 
68 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三項：「人壽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得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金

額。保險人應負之保險責任，以保險人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金額時開始。」 
69 人身保險擬制合致相關規定之詳細沿革，請參閱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前

揭註 20，579-5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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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特別成立要件 

保險契約在具備一般成立要件後，尚須注意者為是否涉及特別成立要件，因

保險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產生保險契約是否為要式契約之爭議，保險法第二十一

條產生保險契約是否為要物契約之爭議，本文試分析如下： 

第一款 保險契約之要式性 

保險契約是否須踐行以書面為要式，涉及保險法四十三條：「保險契約應以

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及五十五條：「保險契約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記載左

列事項：（下略）」之規定，因法律規定須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而產生保險契

約是否以保險單或暫保單之簽發為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要件之爭論。 

第一目 保險契約為要式契約？ 

主張保險契約為要式契約者70，其理由多為自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五十五條

之文義觀之，保險契約之訂立須具備要式性，且須載明一定事項，故保險人與要

保人即使達成口頭上之合意，在雙方當事人未訂立保險單或暫保單之前，難謂保

險契約已合法成立。 

第二目 保險契約為不要式契約？ 

主張保險契約為不要式契約者71，理由如下： 

1.何種契約定位為要式契約或不要式契約係國家基於該契約之性質，從立法

政策考慮所作的決定，保險契約在性質上可定位為不要式契約，因保險契約所涉

及之法律關係一般僅及於保險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性質上無向社會

大眾公開宣示的必要，而保險實務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僅係為免時間久遠，發生

權利義務內容混淆之虞，而非謂其為要式契約。 

2.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僅為訓示規定，保險契約作成保險單或暫保單之目的僅

在確定當事人彼此間之權益，避免舉証困難之作用，故保險契約之成立應依一般

債權契約同，即當事人一方要約，另一方承諾，保險契約即有效成立。 

                                                 
70 鄭玉波，前揭註 47，48頁；林咏榮，商事法新詮下冊，作者出版，民國七十年增訂十一版，

31頁；最高法院五十三年台上字第 3690號判決、六十九年台上字 246號判決、70台上字第 2618
號判決皆採保險契約為要式契約之見解。桂裕先生亦採認保險契約為要式契約，惟其認為依保險

通例，應解為「相對要式契約」，參桂裕，前揭註 22，30、114頁。 
71 劉宗榮，前揭註 25，38頁；江朝國，前揭註 23，42頁；梁宇賢，前揭註 53，42頁；梁宇賢、

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前揭註 20，5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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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險法第一條規定保險契約之定義，並未將保險契約為要式契約之要件明

文規定之，且保險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關於保險單或暫保單之發給僅系規範保險人

單方面應履行發給書面之義務，縱保險人不發給，亦不影響保險契約之成立。 

4.民國五十二年保險法第四十四條修正意旨載有：「查保險人既經同意要保人

之聲請，即屬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依民法第一五三條之規定即為成立。」，依此

修正意旨足以支持保險契約為不要式契約。 

第三目 小結 

本文認保險契約為不要式契約，即不須具備書面此一要式要件，保險契約因

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告成立。概主張其為要式契約者，僅係對保險法第四十三

條作文義解釋，惟法律條文之解釋並非僅文義解釋，就立法目的觀之保險契約性

質上無向公眾宣示之必要，書面僅係日後明確當事人之權利益務，且若須慎重為

之，則當事人可另行約定以保險簽之簽發為特別成立要件即可；就保護被保險人

之立場觀之，若當事人意思表示已合致，僅因保險人未發給書面，即認保險契約

不成立，不符保險法保護被保險人之精神（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參照）；就

外國立法例觀之，日本商法、德國保險法及美國法院之見解均認保險契約為不要

式契約，保險單之發給並非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就實務見解觀之，法院雖於早

期判決採要式契約之見解，但於民國七十五年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見亦改認保

險契約為不要式契約，往後之判決採之72。綜上理由本文認保險契約除當事人有

特別約定外不須具備書面要式性此一特別成立要件。 

第二款 保險契約之要物性 

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兩種。保險

契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契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

險契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不在此限。」，因條文規定保險費應於契約

生效前交付，有認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即以交付保險費為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

要件，有認保險契約為諾承契約，即保險契約之效力不以保險費之交付為判斷，

而產生保險契約是否為要物契約之爭議。 

第一目 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 

主張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之學者73，認保險費之作用，係要保人給與保險人，

作為其負擔危險的對價，也就是保險人所應獲得之報酬，而作為保險契約的成立

                                                 
72 例九十年度台再字第二四號判決：「保險契約乃非要式契約，不以書面為成立生效要件，自可

認兩造對疏浚工程包含在系爭保險契約中，已符合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

思一致，契約成立之合意。」 
73 鄭玉波，前揭註 47，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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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而我國實務74亦認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惟認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契約之

生效要件。 

第二目 保險契約為不要物契約？ 

主張保險契約為不要物契約者，雖主張保險費之交付並不影響保險契約之效

力，但又可分為以下三種不同之見解： 

一、保險契約原則以「保險費之約定」為生效要件，例外以「保險費之交付」

為生效要件75： 

原則上，保險契約若無保險費之約定者，無效。依保險慣例，財產保險之保

險費通常皆為一次交付且得以訴訟請求，故當雙方已於保險契約約定保險費後，

保險契約即生效，保險費可於保險契約生效後由要保人再行支付；惟人壽保險之

保險費不得以訴訟請求，故在一次交付保險費之情形，須支付全部保險費，在分

期交付保險費之情形，須支付第一期保險費後契約才生效力。即原則上保險契約

為諾承契約，惟人壽保險契約例外為要物契約。 

二、「保險費之交付」非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76說： 

本說認保險契約為有償契約，但非要物契約，因保險契約乃債權契約，依保

險法第一條之規定，只要雙方當事人約定，一方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另一方

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負有給付保險賠償之義務，保險契約即可有效成立，保險費

之交付乃要保人於保險契約生效後應履行之義務之一，而非保險契約之生效要

件，若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應依一般契約債務不行履之規定論之。 

理由如下： 

（一）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之立法目的為健全保險業業務之經營，避免保險業

者以遲收保費為惡性競爭之手段，造成對保險人清償能力之影響，以此督促要保

人儘速交付保費，惟若以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產生之結果不僅

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須負保險賠償之責，同時亦不得向要保人請求交付保險

費。 

                                                 
74 最高法院 70台上 2818號判決：「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保險費應於契約生效前交付之，可

見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上訴人既自認其尚未繳納保險費，保險契約自難謂已

生效。」 
75 桂裕，前揭註 22，76、77頁。 
76江朝國，前揭註 23，243-245、264-272頁；梁宇賢，前揭註 53，164-167頁；林群弼，前揭註

24，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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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其優點若僅為確保保險人之清償力（即確保收

到保險費後才負保險事故之理賠責任），可用其他之規定保障之，例設保險業設

立之最低資本。 

（三）保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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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將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解釋為以保險費之交付為生效要件，即在保險費交付之

前，保險契約尚未生效，則要保人如何能依二十二條第一項依契約之規定交付保

險費，故若採要物契約說，保險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不僅成為多餘之規定，且將

與第二十一條相牴觸。 

（四）在人身保險，依我國保險法第一一六條第一項、第四項及一一七條第

二項之規定觀之，若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保險契約之效力停止，且保險

人得終止契約，而非保險契約無效。若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保險費之交付為保

險契約之生效要件，則保險契約已無效，何須另以條文賦予保險人於要保人未交

付保險費時擁有終止契約之權利。 

（五）小結：保險契約非要物契約，故應將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解釋為訓示規

定，即訓保險契約當事人於訂立保險契約時，應約定以一次交付或第一期保險費

之交付為契約之生效要件；若未約定，則依保險契約為非要物契約之本質，不得

強以保險費之交付為契約生效之要件。 

三、「保險費之交付」非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要件77說： 

本說認為只要保險契約具備一般成立要件（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當事人、標

的、意思表示合致），而保險費僅須於「標的」中約定即可，不須以保險費之交

付為特別成立要件，即認保險契約為非要物契約，主要論理如下： 

（一）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保險費應在保險契約生效前交付之，其用

詞與德國保險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費尚未支付者，保

險人不負給付之義務」及日本保單條款通常規定「保險人在保險費未交付前，不

負責任」之目的應屬相同，均在維護保險契約之有償性，是以關於保費未交付之

效果亦應作相同之解釋，即參照德、日學說及判決，以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人負

保險責任之要件，而非保險契約成立要件。若將其解釋為保險人負保險責任之要

件，則在保險費交付之前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一方面可不負保險責任，另一方

面卻仍可請求保險費之交付。 

（二）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設有但書：「但保險契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

者，不在此限。」，此一但書規定已破壞將保險契約解釋為要物契約之一貫性。

                                                 
77 林勳發，前揭註 28，91-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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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若認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則暫保單將因此而不具效力。何須先堅持保險契約

為要物契約，再另設例外認暫保單非要物契約。 

（三）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之立法意旨固在矯正保費延欠之習慣，保險主管機

關亦曾一再強調該條為強制規定，但最後卻被迫迂迴透過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規

定，核定頒佈「保險費延緩交付特約條款」，由此可知保險主管機關認為堅持保

險契約為要物契約對被保險人較為不利。 

（四）依外國學說78、立法例79、我國保險實務及法院判決80觀察，保險契約

為不要物契約，已被一致接受與肯定。 

第三目 小結 

一、主張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者，僅依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為文義解釋，論理

稍嫌不足。概法律條文之解釋並非僅文義解釋，本文依下列理由認保險契約為非

要物契約： 

1.就第二十一條之立法目的觀之： 

係為免保險人收不到保險費又須負保險理賠之責任時，惟若要保人未給付保

費，保險人可以訴訟方式要求給付保險費或解除契約，並非無其他防禦之方法。

且若係保險人為取悅要保人，以遲收保戶為惡意競爭之手段，自應負擔該未收保

險費卻發生須理賠之保險事故的風險，無須由法律強制規定保險契約不生效力。 

2.保險契約依保險法第一條之規定為有償之債權契約： 

應於一方約定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依約定負擔賠償財物之責任，保險契

約於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時即告成立，至未交付保險費僅為債務不履行。 

3.在在立法政策上： 

基於促進交易之活絡與契約自由原則之貫徹，契約原則上以諾成契約為原

則，要物契約為例外。要物契約之立法目的係因在無償契約，為避免契約義務之

發生過於輕率，為期審慎特別規定「非至完成標的物之交付，契約不成立」，故

                                                 
78 日本學者認保險契約為要保人與保險人之意思表示合致即告成立之諾承契約，縱無保險費之

交付，亦不妨礙因合意而成立；英美法系國家，通說亦認除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外，保險契約於

當事人意思表非合致時成立，不以保費之交付為成立要件。 
79 日本商法第六二九條、六七三條皆規定保險契約因約定一方交付保費，一方給付保險金額而

發生效力；德國保險契約法第三八條規定若保險費未付，且保險人於三個月內未請求者，視為解

除契約。由此可知其認保險契約在保險費未交付前已成立，為諾承契約。 
80最高法院 60台上 1743號判決、65台上 1425號判決、76台上 595號判決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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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物契約之理論下，無償契約縱有要約承諾之意思表示合致，契約亦因物未交

付而不成立。惟保險契約係有償契約，不須刻意阻止或避免契約成立以保護保險

人，故保險契約為諾承契約。 

4.其他國家之學說及立法例：無論係英美法系國家或大陸法系國家之學說皆

認保險契約為諾承契約，而非要物契約。 

綜合上述理由，本文認保險契約除當人另有約定外其為非要物契約。 

二、因保險契約為非要物契約，故保險費之交付自不影響保險契約之效力，

有爭議者保險契約之交付究係非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或非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

要件，我國的保險法學者一般皆未區分成立要件與生效要件，惟欠缺之要件究係

成立要件或生效要件，法律效果大不相同，故本文認應清楚區分之。概要物契約

係以現實成分之踐行為其特別成立要件81，若僅須當事人意思表思合致，不須物

之交付則為諾承契約，既然我國學者通說認保險契約為非要物契約，即不須以物

之交付為特別成立要件，故本文認保險費之交付自係非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要

件。 

三、現行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保險契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

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契約生效前交付之」。保險主管機關將之解釋為強行規定，

故未交付保險費將使契約無效，惟此解釋不符保險契約係非要物契約之法理；或

有學者將其解釋為訓示規定，認其係要求保險人訂約時應自行將保險契約約定為

意定要物契約，惟就條文之用語無法看出其為訓示規定；本文雖認保險契約為非

要物契約，卻不能因此而忽視第二十一條之存在，故認該規定應解釋為以保險費

之交付為保險人負保險責任之要件，而非保險契約成立要件，如本節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目所言，保險期間與保險人責任期間不盡相同，故保險契約成立時，若保

險費尚未交付，僅保險期間開始，至保險費交付，保險責任期間才開始，保險人

始須負保險責任。 

四、我國學說及實務上產生保險契約究係要物契約或不要物契約之爭及相關

議題之爭議，皆源自於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之不當規定，因保險契約是否成立，影

響當事人權益甚鉅，雖我國學者通說皆肯定保險契約為不要物契約，惟近期的實

務判決
82仍偶有堅持保險契約為要物契約，而以保險費之交付為生效要件者。即

                                                 
81 此自民國八十八年民法第四六四條、四七四條之修正理由觀之自明。民法第四六四條修正理

由：「民法規定之使用借貸，通說認係要物契約，於當事人合意外，更須交付借用物始能成立。

惟依原條文及第四百六十五條合併觀察，易使人誤認為使用借貸為諾成契約，而以物之交付為其

生效要件。為免疑義，爰予修正。」 
82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一年度保險上易字第二號判決：「按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保險費分一

次交付，及分期交付兩種。保險契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契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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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認其為不要物契約，在現行法二十一條之規定下，只能解釋為以保險費之交付

為保險責任期間開始之停止條件，保險契約在保險費未交付前已成立，若在條件

未成就時發生保險事故，則保險人不須負理賠之責，卻仍可向要保人請求交付保

險費，法律是否須要規定保險契約應附此停止條件，不無疑問。本文認為當諾承

契約成立後，雙方當事人自應行使其依契約所產生之權利義務，若要保人不交付

保險費，保險人自可依債務不履行之規定向要保人請求給付或依給付遲延之規定

解除契約，不須由保險法另行為保護保險人之規定，故建議刪除保險法第二十一

條，至保險契約當事人是否欲約定以保險費之交付為特別成立要件，成立意定要

物契約，其係當事人之契約自由。 

 

 

 

 

 

 

 

 

                                                                                                                                            
前交付之，但保險契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不在此限。」，是保險契約（保險單或暫保

單）之簽訂，原則上須與保險費之交付，同時為之，此觀保險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甚明。而保險契約約定保險費一次交付者，應先交付保險費，而後契約方生效，保險費之交付，

為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倘保險費未交付，保險契約即難謂已生效（最高法院六十九年台上字第

三一五三號判例、七十年台上字第二八一八號判決意旨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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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 

電子保險契約為自動交易的一種，在討論電子保險契約之前，須先了解何謂

自動交易，在美國規範電子商務交易的法律有三，依美國統一電子交易法案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下稱 UETA）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

自動交易指在交易過程中的一部或全部，使用電子工具或電子紀錄，且當事人之

一方或雙方在締約時或履行契約時或為履行交易義務時並未再對電子工具所為

之行為或電子紀錄複查83。 

電子保險契約為電子交易的一種，故電子交易可能產生之問題在電子保險契

約中亦會產生，其成立要件除與傳統保險契約相同，亦須具備當事人、標的、意

思表示合致三要件，惟因電子保險契約具特殊性，在一般成立要件中，尚須討論

者為：1.電子代理人（electronic agents）之法律地位；2.電子意思表示合致之時點

與一般意思表示之異同。在特別成立要件中須討論 1.電子保險契約之要式性；2.

電子保險契約之要物性。 

第一項 電子代理人之法律地位 

依我國保險法目前之規定及我國學者之通說認要保人及保險人為保險契約

之當事人，如上一節所述本文認保險法應朝英美法系之方向修改，將保險契約之

當事人修改成為被保險人及保險人，惟在保險法尚未修改之前，本文暫將保險契

約之當事人稱為「要保人」及保險人。在電子保險契約中，雖當事人係以電子訊

息表達要約及承諾之意思表示（本文稱電子意思表示），但電子保險契約之當事

人仍為要保人及保險人84。惟在電子保險契約尚應注意者，當要保人填完資料，

按下「確認送出」鈕後，若網站的回應方式係直接出現保險人授權之保單號碼，

該回應係由電子代理人（electronic agent）作出，而非由保險人為之，此時之電子

代理人其地位是否為電子保險契約之當事人，若否，其法律地位為何？其所為之

回應是否可以拘束要保人及保險人？ 

 

                                                 
83  UETA2（ 6）：「 "Automated transaction" means a transaction conducted or 
perform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electronic means or electronic records, in which 
the acts or records of one or both parties are not reviewed by an individual in the 
ordinary course in forming a contract, performing under an existing contract, or 
fulfilling an obligation required by the transaction.」 
84 由保險業者自行架設之網站固然如此，即使該保險電子商務網站係由保險經紀人或代理人公

司所架設者（如易安網 http://www.ezanla.com.tw），該網站僅提供保險電子交易之平台，電子保

險契約之當事人仍為要保人及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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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電子代理人之定義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透過電子資料交換（EDI），契約以電子化的方式表現

出來，若表意人將其意思表示以資訊處理系統完成後，再透過網路傳達出去，此

時電腦與網路只是表意人用於傳達意思表示的一種新工具，真正的表意人仍然屬

於為意思表示的自然人，表意人只是將其意思表示數位化，並透過電子方式傳

送，與傳統的意思表示並無不同，只是所運用的傳達方式與工具有別而已。但由

於網際網路的出現及發展，許多從事 B2C 的業者逐漸將其銷售業務移置於網路

上，消費者依照網站上的指示，輸入資料後，業者預先設計好的程式即代為自動

發出要約或承諾，自動發送、接收或處理交易訂單，在幾乎完全不需要人為介入

之情況下簽訂電子契約，完成交易，這種程式就是所謂的電子代理人。 

電子代理人常被使用於電子商務中，是一個無人介入的自動化電腦系統85，

它是一個幫你完成你沒時間做的事的軟體，除了代表資訊使用者完成工作外，其

與一般電腦程式最大的不同點就是電子代理人能獨立完成工作，也就是不須被監

督與介入86。電子代理人的概念與人類代理人有某些重要的相同點，電子代理人

是一個代表它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獨立運作的電腦程式，實際上它代替其所有者或

使用者執行某些任務。就像一個人類代理一般，電子代理人藉由將獨立行為的概

念＂具體化＂的方式，代表授權人執行87。電子代理人為使用者協商條件及締結

契約，在理想的狀況下，使用者指示其完成工作並相信電子代理人知道如何完成

該工作88。 

電子代理人一詞，最早出現在 UETA，該法第二條第六款規定：「電子代理

人指一個電腦程式、電子方式或其他自動方法（automated means），其能獨立地發

動（initiate）一行為，或是回應、執行電子訊息，而該過程之全部或一部並無人

類對其再為檢查或再為其他行為。89」，其後美國統一電腦資訊交易法案（Uniform 

Compu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s Act（2002），下簡稱 UCITA）第一○二條（a）27.

規定亦對電子代理人有類似之規定，惟多了代表人類（on the person＇s behalf）90一

                                                 
85 See Anthony J. Bellia, Jr., “Contracting with electronic agents”, Emory Law 
Journal, vol. 50, fall 2001, p. 1047-1092. 
86  See Ian R. Kerr,” Spirits in the Material World: Intelligent Agents as 
Intermediaries in Electronic Commerce”, 22 Dalhousie L.J. 190, Fall 1999, p.196. 
87 See David D. Wong,” The Emerging Law of Electronic Agents: e-Commerce and 
Beyond ... ”,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33, 1999, p. 88. 
88 Bellia Jr., supra note 85, p. 1052. 
89 UETA2（6）：「"Electronic agent" means a computer program or an electronic or 
other automated means used independently to initiate an action or respond to 
electronic records or performances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review or action by 
an individual.」 
90 UCITA 2（a）（27）：「"Electronic agent" means a computer program, or electronic 
or other automated means, used independently to initiate an action, or to 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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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更加顯示出電子代理人之代理性。 

由上述美國法的規定可知，電子代理人是一個電腦程式，獨立地代表當事人

提出要約或回應，在電子交易中取代當事人在交易中之地位，由電子代理人來進

行交易並表明同意該交易，因此在實際交易過程中，使用電子代理人之當事人並

無介入。單純使用電子郵件系統或以電子化的方式將意思表示傳達給相對人並非

使用電子代理人，當事人必須選擇、設計、或有目的地使用一個能夠獨立締結或

執行契約的電子化系統，才算是使用電子代理人。 

第二款 電子代理人的法律地位 

由電子代理人的定義可知，電子代理人是一個被締結契約之一方所使用的電

子化程式，代替一方與他方締結契約，若契約能由電子代理人與相對人（或另一

個電子代理人）互動而形成，則電子代理人之法律地位為何，其是否為電子契約

之當事人或為使用人之代理人，若認其係使用人之代理人，其與使用之當事人間

之法律關係為民法之代理關係或僅是當事人使用之工具？ 

第一目 電子代理人的法律性質 

壹、電子代理人是否為契約當事人 

電子代理人雖然在契約中代替一方或雙方締結契約，且在此過程中使用者並

未做其他檢查或為其他行為，電子代理人為一個獨立運作的程式，惟其非自然人

也非法人，不具備法律上之人格，其僅係一個被人類使用的電子化程式，故其非

契約的當事人，契約之當事人仍係使用電子代理人之人。 

貳、電子「代理人」是否為民法所規定之代理人 

電子代理人雖用了「代理人」一詞，但卻不能與民法所規定的代理人劃上等

號，民法的代理制度指代理人在代理權限內以本人之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

受之意思表示，其法律效果直接對本人發生效力（民法一○三條參照）。而電子

代理制度雖然亦存在「代理人」、本人與相對人，惟因電子代理人係一個電子化

程式，故本質上與代理人有以下之不同： 

1.主體地位不同：民法之代理人為有完全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民法第

一○四條參照）之自然人。而電子代理人雖然有學者從法律責任歸屬的觀點認應

                                                                                                                                            
to electronic messages or performances, on the person's behalf without review or 
action by an individual at the time of the action or response to the message o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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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子代理人比擬為人類91，但因為電子代理人只是電子化的程式，它並不是「法

律上之人92」，即使具有人工智慧的電子代理人，其仍非法律上的人。 

2.意思表示能力不同：民法之代理人須具有行為能力，其所為之法律行為以

本人名義為之，但在代理權之授權範圍內，代理人為意思表示及受相對人之意思

表示並不受本人之拘束。而電子代理人則係本人所使用的電子化程式，並無獨立

之意思表示能力，其僅依照程式設計者預先的設計對特定條件作出反應。 

3.授予代理權之不同：民法之代理係代理人被本人授予代理權，以本人之名

義為法律行為，若未被授予代理權之人所為之代理行為，可分為表見代理（民法

第一六九條參照）及狹義的無權代理（民法一一○、一七○、一七一條參照）二

種。而電子代理人係被本人使用之電子化系統，該電子系統若未被本人使用，則

不可能自行執行，故不會產生無權代理之情形。 

4.逾越授權範圍時效力歸屬不同：原則上代理人為法律行為之效力歸屬於本

人，惟若代理人所為之代理行為超過代理權之範圍，其法律效力非經本人承認，

對本人不生效力（民法一七○條參照），即效力不歸屬於本人，且相對人若有損

害，尚可向無權代理人請求損害賠償（民法一一○條參照）。在電子代理中，當

事人使用該電子化程式，故電子代理人所締結之契約，其法律效果歸屬於使用之

當事人，原則上電子代理人不可能為逾越當事人意思表示之行為。至於因電子錯

誤而產生電子代理人逾越當事人意思表示之法律效果，將於下文電子錯誤中討論

之。 

參、小結 

由上述之討論可知，電子代理人非契約之當事人，且亦非民法所稱之代理

人，其為當事人於締結電子商務契約時替代當事人之電子化程式，與其稱其為電

子代理人，不如稱其為電子設備（electronic device）
93較為中性。 

第二目 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之法律效果 

在電子商務環境中，電子代理人廣泛的被使用，電子代理人非法律上之當事

人，其與使用者間的法律關係也不同於民法中的代理關係，惟使用電子代理人締

結契約之當事人通常因操作該電子設備而受契約所拘束94，故對於透過電子代理

                                                 
91 See Wong, supra note 87, p. 105. 
92 See UCITA 102, Official Comment 23. （2002） 

 http://www.ucitaonline.com/uetaoc.html 
93 See Kerr, supra note 87, p. 193. 
94 See supra not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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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之電子交易之法律效力，及電子代理人與其使用者間之法律效力之歸屬仍

須法律加以明確規範之。 

一、德國 

在德國並無電子代理人之稱謂，此種藉由資料處理系統自動作成「意思表示」

並傳達予相對人，且於作成「意思表示」並予以傳達時，並無任何人類積極之行

為介入之形情，德國學說稱此種情形為「電腦意思表示」，其屬於自動化意思表

示之下層分類之一95，而且認為，此種利用資料處理系統自動作成意思表示並傳

達予相對人之情形，在法律上亦係意思表示，因為只要電子資料處理系統係基於

特定人之意思而設置，則電子資料處理系統係依據設置者事先設定之程式，亦即

資料處理系統係由人類決定相關變數之反應，並進而依據輸入之資料作為變數，

而依設定之程式進行設置者所預定之反應。在此，雖然資料處理系統之設置者，

在意思形成上，由於係利用預設之程式，因此完全與個別實際情形分離，而僅僅

由資料處理系統依據他方當事人輸入之資料作為變數而進行反應，但是此一意思

形成仍可謂係以一般之形式存在於預設之程式之中，因此仍係以設置系統者之意

思為依據96。換言之，德國認為以電子化程式締結契約時，該電子化程式仍係當

事人意思表示之一種，因該電子化程式所為之行為仍係系統設計者之意思。 

二、美國 UETA 

UETA 於第十四條特別對於此等透過電子代理人所為之電子交易的法律效

果，有所規定，首先UETA 在第十四條第一項指出，當事人雙方均以電子代理人

進行交易者，契約可以由當事人之電子代理人互動下形成，縱使在沒有人知道或

是無人複查電子代理人的行為、所形成之約定及協議之情形下亦復如此97。該條

第二項則是規定當事人一方為個人，而另一方以電子代理人進行交易的情形，於

此種情形下，依然可以基於個人與電子代理人間之互動而形成契約，在個人與電

子代理人的互動中，個人之一方於行為時有拒絕自由之情形下，且其知或可知其

行為將導致電子代理人完成該筆交易或是執行該筆交易時，此個人之當事人一方

始受到契約之拘束98。而該筆交易或是其執行之效力，依照同條第三項規定，仍

                                                 
95 自動化意思表思分為三種：１.電子傳達之意思表示；2.自動化（意思）表示 3.電腦（意思）

表示。 
96 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行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網際網路法制發展計劃，83-84
頁。 
97 UETA 14（1）：「A contract may be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electronic agents 
of the parties, even if no individual was aware of or reviewed the electronic agents' 
actions or the resulting terms and agreements.」 
98 UETA 14（2）：「A contract may be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an electronic agent 
and an individual, acting on the individual's own behalf or for another person, 
including by an interaction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performs actions that the 
individual is free to refuse to perform and which the individual knows or has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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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依照其所適用之實體法定其效力99。 

由 UETA 的規定可知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有兩種方式，一是雙方都使用

電子代理人，二是僅一方當事人使用電子代理人。在雙方都使用電子代理人時依

照十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其法律效果為其所締結契約之類型之法律效果（例如締

結者為保險契約，則該電子契約當事人之權利義務，則依保險法之規定為之）；

若僅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雖然依同項之規定亦賦與該電子契約法律效力，惟須

存在二個前提，即 1.未使用電子代理人之一方當事人可以自由決定其是否與該電

子代理人締約，且 2.知道其行為將使電子代理人完成契約或執行契約，始承認一

方使用電子代理人完成契約之效力。 

在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時，UETA為了保護另一方當事人，設定了二個保護

要件：第一，電子代理人須賦與當事人對於是否與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有選擇

權，因依契約自主原則，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相對人，在電子契約中亦同，並非

每個當事人都能信任電子化程式，而與電子代理人簽訂契約，故UETA 本於契約

自主之原則，賦與當事人享有是否與電子代理人締約之選擇權，若使用電子代理

人之一方未給予相對人選擇之權利，則即使締結了契約，該契約亦不具效力。第

二個要件是電子代理人須使相對人知或可得而知其所為之行為將使電子代理人

完成或執行契約，即使用電子代理人之相對人須於設計電子化程式時使相電人了

解其將與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此要件亦係保護相對人，因若相對人無法了解其

所為之行為將締結電子契約，就使其受契約所拘束，並不公平。在符合上述二個

要件後，僅有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之電子契約才告成立100。 

第三目 電子代理人之效力歸屬 

民法上的意定代理制度作用在於擴張私法自治，代理行為效力歸屬於本人。

由電子化程式締結契約時，其法律效力應歸屬於其使用者固無疑問，惟如上所述

電子代理制度與民法之代理制度有本質上之不同。一般美國學者定位電子代理人

時均採取二分法，一為承認電子代理人有法律上人格，而認其與使用者之關係類

                                                                                                                                            
to know will cause the electronic agent to complete the transaction or performance.」 
99 UETA 14（3）：「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re determined by the substantive law 
applicable to it.」 
100 UCITA 不僅對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之契約，亦即針對未使用電子代理人之相對人設二個契約

成立之保護要件（規範於第二○六條（b））。且其另針對電子代理人之使用人設有保護之規定：「第

二○六條（c）規定依據（b）所成立的契約條款依據第二○八條及二○九條決定之，但『未使用

電子代理人之一方』明知其所提出之條款電子代理人無法反應者不包括在內。」，因電子代理人

與人類不同，其無法反應程式未設計之部份，故若相對人提出之契約條款係電子代理人所不能反

應者，且相對人明知電子代理人無法對該條款作出反應，則該條款並不包括在契約條款之中。惟

該電子契約仍成立，僅排除電子代理人所無法反應之條款。故（c）款並非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

締約之契約的成立要件，其只排除電子代理人無法反應之條款，目的係保護使用電子代理人之人

不受該條款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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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於民法之代理關係，若使用者使用電子代理人，依代理之法理，法律效力歸屬

於本人；二係認為電子代理人僅是一個工具（instruments），法律行為仍由使用此

電子工具之人為之，故效力當然歸屬於當事人（即該電子工具之使用者），UETA

即採電子代理人係不具法人格之電子化工具的觀點。 

在德國，認為電腦意思表示係利用電腦經由網際網路締結電子商務契約，其

最主要目的乃在於使交易便捷，因此原則上似可認為，設置資料處理系統之人亦

具有將電腦依程式所為之意思表示作為個人本身之意思表示之意思，因此即使設

置者個別之意思表示係經由先前設定之程式而由電腦作成並發出，而非基於設置

者具體之法律效果意思，但是仍然係基於設置者本人之「一般意思」。尤其德國

民法對於有關意思表示之解釋，一般係採取所謂基於意思表示受領人客觀理解之

層面或觀點為標準，因此在設置者利用電腦及程式使一項意思表示進入法律交易

之中之情形，即使設置者對於此一意思表示之內容及其相對人為何人，均毫無所

悉，此項利用電腦及程式所為之意思表示，亦得歸屬於設置者本身而成為其意思

表示。亦即，資料處理系統之設置者，使相對人足以正當信賴其資料處理系統所

完成並傳達之意思表示具有拘束力下，即得將之歸屬於設置者而作為其意思表示
101。 

有學者
102提出一個有趣的論點，其認為即使電子代理人不具有法人格，其也

不當然只是一個工具，與其認為電子代理人是一個工具（instruments），不如認為

它是一個媒介（intermediaries）。在羅馬法時代，只有羅馬市民才有法人格，市民

之奴隸沒有法人格103，卻可以代替主人締結契約，當主人授權該奴隸時，該契約

之權利義務即歸屬於主人，故有云「羅馬的商業主要掌握在奴隸手中」，但當主

人未授權於奴隸時，則該契約效力不歸於主人，故當奴隸介入一個契約時，相對

人須小心地確認他方是否有授權奴隸締約的真意。在電子商務的時代，「電子商

務主要掌握在電子代理人手中」，故不妨參考羅馬時代奴隸法的設計，訂立一個

「電子媒介法」，將電子代理人視為電子商務契約的媒介，而不局限於現有的法

律概念之下。 

電腦程式以目前的技術而言似乎仍無法逾越程式設師預先設計的程序，即使

是人工智慧104中發展得較成熟之專家系統105亦係依照程式設計師所建立之「知識

                                                 
101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前揭註 96，84頁。 
102 See Kerr, supra note 87, p. 237-239. 
103惟奴隸也不單純是個工具，其仍有決定如何締結契約之權限。 
104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指某一電腦系統能夠具有人類的知識與行為，並具有 1.
學習；2.推理並判斷解決問題；3.知識儲存及記憶；4.了解人類所說的語言等能力。目前正在發

展的領域有：自然語言理解系統、語音理解系統、影像圖解系統、教育系統智慧型 CAI、智慧機
械人、專家系統、類神經系統等。最為人知的人工智慧程式應屬 IBM深藍電腦（西洋棋程式），

該程式於一九九七年五月擊敗世界棋王卡斯帕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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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及撰寫之「推論引擎」做出相對應的回應，基本上亦無法跳脫出程式設計師

預先之設計。以目前的電腦技術觀之，似乎可依UETA 之規定將電子代理人解釋

為一個由契約當事人使用的電子工具，因其不具法人格，故契約之效力當然歸屬

於工具之使用人（即使用電子代理人之契約當事人）。惟電腦應用專家正積極發

展規則歸納法106（Rule induction）、因果的知識107（Causal knowledge）及啟發式的

知識108（Heuristic knowledge）等方法，使專家系統能自我學習，當專家系統能自

我學習後，其判斷結果則可能逾越程式設計師預先設定之程序，此時電子代理人

之行為（action）可能逾越使用者的決策或可以表示接受代理權，其是否仍只是

一個工具？是否仍可如德國學說般視其為電子意思表示之一種？使用該電子代

理人之人是否應受電子程式自我學習後反應出來的結果所拘束？電子代理人所

締結的契約效力是否應完全歸於使用之當事人？ 

本文認為 Kerr 提出來的論點對於具有人工智慧之電子代理人（或稱電子化

締約、履約程式）創設一種全新的思考模式，即跳脫現有法律規範的思考，不執

著地認為電子代理制度類似民法的代理制度109，也不專斷地認為電子代理人僅係

一個工具110，以制定「電子媒介法111」的方式，使電子代理人締約之法律效力例

外於某些條件下不歸屬於其使用者112。 

在現今電腦技術尚未發展出能逾越程試設計師預先設計之程序的電子代理

人前，本文將其認定為工具，並認為將契約效力完全歸屬於使用人並無不妥，惟

未來可能發展出人工智慧電子代理人，故立法者應預先思考「電子媒介法」這個

課題，規範電子代理人及其使用者與契約相對人間三方法律關係可能產生之問

                                                                                                                                            
105 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ES）是人工智慧的一個分支，其係一個智慧型的電腦程式結合了知

識和推論機制，以解決一些需要利用專業知識求解的問題。專家系統最基本的組成要件為知識庫

（Knowledge base）及推論引擎（Inference engine）。知識庫主要儲存人類專家對該應用領域的專

業知識；推論引擎則依使用者輸入的事實描述，並應用知識庫中的知識，透過一定的規則與推理

步驟解決問題。近期發展的專家系統有急性出疹鑑別診斷專家系統、水稻栽種專家系統、智慧型

客戶服務專家系統、智慧型學習診斷專家系統等。參見江孟峰等人編著，專家系統導論／工具／

應用，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一年，5-37頁。 
106 使專家系統從案例中自我學習。 
107 一套了解因果關係的機制。 
108 藉由經驗規則來獲得解答，例如在醫學界和工程學中，利用啟發式的知識往往是解決問題的

必要方法。 
109 先賦與電子代理人法人格，再認電子化程式為當事人（即本人）之代理人，故其所締結之契

約效力歸屬於本人。 
110 因電子代理人僅是一個電子化工具，當事人利用其締結契約，效力當然歸屬於使用之人。 
111 即不將電子代理人單純的視為工具，卻也不賦與其法人格，其地位類似羅馬時代的奴隸，能

夠介入契約，惟其使用者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不必為電子代理人之行為負責，即電子代理人締結

契約之法律效力在某些條件下並不歸屬於其使用者。 
112 至於該契約之效力係歸於無效或係效力未定（例須由電子代理人之使用人加以承認才生效

力，而相對人亦得於使用人尚未承認前撤回其要約或承諾之意思表示），則為立法者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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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第三款 電子代理人在電子保險契約之應用 

我國保險實務上，亦有當事人使用電子代理人代為締結保險契約，以易安網
113為例，當要保人於網站上填寫投保資料，並經過核保程式（保險契約之電子代

理人）的核保檢查點114判斷後，若電子代理人同意承保，則要保人於線上刷卡繳

付保險費成功後，網頁上即顯示一組保單號碼，此時要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電子代

理人意思表示合致，電子保險契約成立。當保險人使用電子代理人與要保人締結

保險契約時，須討論者為保險電子代理人之性質為何？保險契約是否因保險電子

代理人之介入而異其法律效果？又保險契約之效力是否歸屬於使用該電子代理

人之保險人？ 

依本文第一款、第二款之說明，將上述問題論述於下： 

我國目前關於電子交易的規定，為民國九十年十月三十一日由立法院通過的

電子簽章法，惟電子簽章法的規範重點在於 1.確定電子簽章及電子文件之法律地

位；2.建立電子憑證機構（Certificate Authority, CA）之管理制度，界定憑證機構

與使用者之權責；3.建立跨國認證之機制。對於電子契約（electronic contracting）

之要約、承諾、電子契約之成立時點（timing of contract）、電子訊息之有效性

（effectiveness of message）、電子代理人等問題並未有規定，該法對於電子契約之

規範不夠全面與完備，因此關於電子代理人之法律地位等問題必須以法律解釋的

方式為之。 

第一目 保險電子代理人之法律性質 

民國八十七年版本之我國的電子簽章法草案第九條115中有提及類似電子代理

人之概念，即「他人設計之資訊系統」，惟在此條文中，亦僅指發送電子文件之

程式，而非與契約相對人締約之電子化程式，且此條文於八十八年版之草案中則

加以歸除，現行之電子簽章法中，亦未有相關之規定。由此可知，電子代理人在

我國法律中並未加以規定，惟我國保險實務上確已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電子保險

契約，吾人不能因法律未規定即不探究其在線上保險契約之地位與性質。 

                                                 
113 http://www.ezanla.com.tw 
114 以旅行平安險為例，核保險查點可能檢視當事人是否將到拒絕承保之地區旅行，若當事人選

擇的區域為保險公司拒絕承保的地區，則電子代理人將停止要保人投保之程序，要保人無法進行

投保程序則視為保險公司拒絕此要保人之要約。 
115 八十七年十一月十七日公布之我國電子簽章法草案第九條（電子文件發送之責任歸屬）第一

項規定：「電子文件授權他人發送、由本人或授權他人設計之資訊系統發送者，除收受者發現內

容有誤者外，視為本人真意發送之電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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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國立法例116及學說觀之，電子代理人非契約當事人，亦非當事人之代理

人，其為當事人使用之工具，或為當事人之電子意思表示（電腦意思表示）。本

文認為在電子保險契約中，契約之當事人為保險人及要保人，在實務上保險人以

電子代理人為線上核保、並與要保人締結保險契約之動作，保險人本人在締約過

程中並無實際介入，係屬電子交易之一種，惟因我國電子簽章法並未就電子代理

人為明文之規定，本文參考外國立法例，認在人工智慧之電子代理人尚未發展之

際，電子代理人之地位係一種電子化之締約輔助工具。 

第二目 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電子保險契約之法律效果 

保險人利用電子代理人與要保人在網站上保險契約締結契約，該電子保險契

約符合UETA 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即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與他方（自然人個

體）締約，惟如上所述，此種電子契約有效成立須符合兩個要件 1.相對人有拒絕

與電子代理人締約之選擇權；2.相對人須了解其所為之行為，足使電子代理人與

其締結契約。在我國線上保險實務，保險人利用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時，並未有

足夠的說明使要保人了解其所為之行為足使電子代理人與其締結契約，亦未賦與

要保人拒絕與電子代理人締約之權利。關於該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電子保險契約

之法律效果是否應與外國立法例採相同見解，認其對要保人之保護不足，而認電

子保險契約未成立，須視法律之規定。 

在我國，電子簽章法未規範電子代理人，但若就數位化傳輸的實際情況觀

察，在自動化的意思表示傳輸過程中，雖然一方是透過資訊處理系統傳送接收意

思表示給他方，並無人類的介入，但是這些資訊系統所傳遞的意思表示其實仍不

脫自然人事前所為之設計，也就是電腦軟體僅係根據自然人所原先設定的指示為

意思表示，並未脫離原始設計者之意思表示範圍之外，而且基於民法最基本的誠

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以及各國的立法趨勢，似應該承認透過資訊處理系統自

動締結的契約，應具有民法上的效力。且我國並未如UETA 規定當一方使用電子

代理人時，須具備保護他方自然人之要件，該契約才成立，故即使實務上使用電

子代理人與要保人締約之保險人未給予相對人拒絕與電子代理人締約之選擇

權，也未對要保人說明，要保人在網站上所填的資料及點選之按鍵將會使其與電

子代理人締結合約，該電子保險契約亦成立。 

第三目 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約之契約效力歸屬 

就外國立法例觀之，電子代理人締約產生之法律效力歸屬於使用電子代理人

之人。在電子保險契約，保險人使用電子代理人與要保人締結契約，雖我國法律

未規定效力之歸屬，惟以契約之法理觀之，若認電子代理人為保險人所使用的電

子締約輔助工具，且目前電子代理人所為之行為在無電子錯誤存在的情況中，應

                                                 
116 美國 U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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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逾越保險人原先設定之指示，故保險人以此電子代理人代表其締約，該電子

保險契約之效力應歸屬於保險人。 

第四目 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電子簽章法雖對電子代理人未設有相關之規範，而實務上卻

已有保險業者使用電子代理人與要保人締結電子保險契約，本文參考外國之立法

例及契約原則認為：1.保險人所使用之電子代理人其性質為保險人之電子締約輔

助工具；2.以電子代理人締結之契約，亦應給予其法律上之效力，即認該契約成

立；3.以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之效力歸屬於保險人。本文認為應立法明定電子代

理人之法律地位及其效力之歸屬，因若要保人不知其在網站上所為之行為將與電

子代理人締結足以拘束要保人之電子保險契約，就逕認該契約成立，不足以保護

要保人，故參考UETA之立法例，對於僅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契約之類型，

另設保護要件，課予保險人於使用電子代理人時應負說明義務，只有符合保護要

件時，該電子保險契約始告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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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電子意思表示 

第一款 電子意思表示在法律上之地位 

第一目 電子意思表示之種類 

德國有學說認為，宜依據實際過程與內容，將電子意思表示區分為電子傳達

之意思表示、自動化（意思）表示與電腦（意思）表示三者117。 

1.電子傳達之意思表示 

所謂電子傳達之意思表示，係指意思表示，由當事人藉助電腦作成，並經由

網際網路傳送，亦即意思表示即使有藉助電腦，但仍係因人之意思與行為而生。

所謂藉助電腦作成，在科技進步下，已不限於文字，即使聲音、影像，亦可。因

此，所謂電子傳達之意思表示，可能包括文字、聲音、影像等方式。我國電子簽

章法第二條第一款亦對於電子文件118有所規範。 

電子傳達之意思表示，係特定人作成意思表示後，再利用電腦經由網際網路

予以傳達，故承認其為電子意思表示並無疑問，例如以電子郵件傳達意思表示之

情形，有如利用電話或郵遞之情形，電子媒體僅係傳達之工具，因此仍係特定人

之意思表示。  

2.自動化意思表示 

所謂自動化意思表示，係指「人類」或以「機器讀取方式」所輸入之資料，

藉助電腦經由電腦程式，作成意思表示之情形
119。其特色在於，資料處理系統之

設置者並未預先作成任何意思表示，而是僅僅事先設定處理資料之程式而已，而

使資料處理系統或電腦得以依據其後個別輸入之資料，予以處理並作成一定之決

定。對此，在私法方面，德國學說，係以保險單之作成為例，亦即輸入顧客、保

險期間、投保之危險等資料後，經過保險費之計算，作成保險單之情形。至於在

公法方面，則係以藉助自動化設備作成之行政行為或裁決為例。 

自動化意思表示，一般亦承認其為電子化意思表示。例如上述締結保險契約

                                                 
117 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前揭註 96，81-85頁。 
118 電子文件指文字、聲音、圖片、影像、符號或其他資料，以電子或其他以人之知覺無法直接

認識之方式，所製成足以表示其用意之紀錄，而供電子處理之用者。 
119 Mehrings, in: Hoeren/Sieber, （Fn. 1）, § 13.1, Rn. 25, 26.應強調的是，Köhler, Helmut, AcP 182 
（1982）, 133曾指出，所謂自動化意思表示，具有所謂「受形容之名詞」與「形容詞矛盾」之
情形。其理由，似係因為意思表示係指人類之意思表示，人類本身無從自動化地作成意思表示。

轉引自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註 12，前揭註 96，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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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約，經輸入相關資料後，藉助電腦程式作成保險單並列印，其後由保險公司

經郵遞、專人送達等方式交付予顧客，仍係意思表示，因為當事人係明知並有意

地在交易上使用該保險單，因此其使用自動化設備作成之結果，並無疑義，得為

其意思表示之內容。 

3.電腦意思表示（即美國法所稱之電子代理人） 

至於所謂電腦（意思）表示，與上述二種情形比較，主要之差異在於，電腦

意思表示係指一方之意思表示係藉助電腦程式，自動地作成，並藉助網際網路電

子化地予以傳達，例如網際網路上之經銷商店對於顧客之訂購，立刻由其資料處

理系統依程式並經由網路傳達承諾之意思表示之情形。在此一過程中，較為特殊

的是，經銷商一方並無人類具體、現實參與其中，反而是完全電子化作成並傳達

（此即 UETA 所稱之僅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之情形）。此外，在雙方之資料處理

系統互相聯繫時，雙方之交易過程，亦可能完全自動化地進行，例如利用電腦程

式，使零售商店在特定商品之庫存低於預設值時，即可自動向與其聯繫之供應商

傳達訂購之意思表示，相對地，供應商亦得依預設之程式檢驗其庫存而予以承諾

（此即UETA 所稱雙方都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約之情形）。 

傳統意思表示毫無疑問係指人類所為之意思表示，或者上述利用電腦經由網

際網路傳達電子郵件等情形相比較，此種藉由資料處理系統自動作成「意思表示」

並傳達予相對人之情形，主要特徵在於作成「意思表示」並予以傳達之時，並無

任何人類積極之行為介入，而且亦無任何將所作成之表示據為己用之行為出

現 ，故此一情形，是否仍得歸類為特定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即不無疑問。 

雖然如此，今日德國學說仍然稱呼此種情形為電腦意思表示而為自動化意思

表示之下層分類之一，而不似美國UETA 認其為不同於電子意思表示之電子代理

人，而且認為，此種利用資料處理系統自動作成意思表示並傳達予相對人之情

形，在法律上亦係意思表示，因為只要電子資料處理系統係基於特定人之意思而

設置，則電子資料處理系統係依據設置者事先設定之程式，亦即資料處理系統係

由人類決定相關變數之反應，並進而依據輸入之資料作為變數，而依設定之程式

進行設置者所預定之反應。換言之，在此之關鍵並不在於作成意思表示時，有無

具體、現實之人類意思存在；重要的是，人類與電腦分工，電腦作為人類意思之

延伸，電腦之表示行為，仍係基於人類本身之意思，或者更精確而言，電腦意思

表示，至少係間接地以人類之意思為根據。 

關於電子意思表示，本文認為包含電子傳達意思表示與自動化意思表示，因

此二種確是特定人之意思表示，僅其表現方式系以電子化的方式為之，惟電腦意

思表示，應非電子意思表示之一種，為因應將來電腦技術的進步，及電腦人工智

慧的發展，本文認應區分電腦意思表示與電子意思表示的法律地位，採美國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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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方式，認電腦意思表示為電子代理人（electronic agent），其與電子意思表示

的法律地位與效力歸屬120應採不同的方式規範之。 

第二目 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與歸屬 

鑑於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人類使用電子化的方式表達其意思表示的頻率也

越來越高，各國無不明文規範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與歸屬，我國之電子簽章法亦

不例外，惟不同國家之間的規範方式不盡相同，分述如下： 

壹、電子意思表示之定義 

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121稱電子意思表示為「資料訊息（data message）」，新

加坡電子交易法122稱之為「電子紀錄（electronic record）」，澳洲電子交易法123稱「電

子通訊（electronic communication）」，美國 UETA124稱「電子紀錄（electronic record）」，

而我國電子簽章法則稱為「電子文件125」。上述各國之用語雖不同，惟就其文義

觀之，應同指當事人以電子化的方式表達其意思表示，本文認為「電子文件」並

無法表現出技術中立性之立法原則，因「文件」一詞易使人聯想到書面或具體化

之物，而我國契約特別成立要件又有書面要式之規定，使用「電子文件」一詞易

使當事人誤認以電子化意思表示即符合書面要式之要件，故本文認應修正電子簽

章法之用語，改以「電子訊息126」此一技術中立性之名詞稱之，因當事人使用電

子化的方式表示其意思，並非即符合民法所謂之書面，為不使當事人誤解，宜修

                                                 
120 關於電腦意思表示之法律地位與效力歸屬請參見本文前項電子代理人之說明。 
121 United Nations,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6） 

第二條（a）：「資料訊息系指由電子、光學或其他類似方式，例如 EDI、電子郵件、電報、電傳、
電子複製（telecopy）等方法所產生（generate）、發送、接收或儲存之資訊。」 
122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 1998 Article 2 

"electronic record" means a record generated, communicated, received or stored by 
electronic, magnetic, optical or other means in an information system or for 
transmission from one information system to another. 
123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 1999 Article 5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eans: 

（a） a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data, text or images by 
means of guided and/or unguided electromagnetic energy; or 

（b） a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speech by means of guided 
and/or unguided electromagnetic energy, where the speech is processed at its 
destination by an automated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 

124 UETA Article 2 （7） "Electronic record" means a record created, generated, sent, 
communicated, received, or stored by electronic means. 
125 電子簽章法第二條第一款：「電子文件：指文字、聲音、圖片、影像、符號或其他資料，以電

子或其他以人之知覺無法直接認識之方式，所製成足以表示其用意之紀錄，而供電子處理之用

者。」 
126 鄭寶清委員電子簽章法草案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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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 

貳、電子意思表示之法律效力 

在電子商務時代中，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多以電子化的方式為之，因此針對電

子意思表示賦與法律效力，有助於電子商務之發展及確認電子交易相對人之權利

義務，故聯合國國際貿易委員會、新加坡、澳洲、美國、德國、我國及其他國家

陸續規範電子意思表示之法律效力，值得肯定127。 

惟各國之對於電子意思表示效力承認之方式及賦與電子意思表示法律效力

是否須附加條件規範略有不同： 

（一）電子意思表示效力之承認： 

世界各國128對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多採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之立法例，採

間接承認之方式，以美國UETA 第七條129為例，其規定電子紀錄、電子簽章及電

子契約之成立，不得因其使用電子形式而否認其法律效果或執行力，即當事人不

得以意思表示係以電子方式作成，作為主張電子意思表示無效之唯一理由。而我

國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一項則直接承認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其規定：「經相對

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 

有論者認我國之電子簽章法之規範，係屬宣示性質130，其理由謂我國民法對

於意思表示之方法並未設有限制，只要意思能完整到達相對人，並能為相對人理

解即可，不須拘泥於文書，無論口頭對話、明示默示均可，當然也不應特別歧視

電子文件，故即使無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只要當事人能溝通，以電子化之方式

表示意思並無不可，故主張直接刪除本條項。 

                                                 
127 吳詩敏，網際網路上電子商務買賣契約成立之初探，私立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八十九年五月，85頁。 
128 United Nations,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rticle 5, 11, 12；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 1998 of Singapore Article 6, 11；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 
1999 of Australia Article 8；UETA Article 7；UCITA Article 一○七. 
129  UETA SECTION 7 LEGAL RECOGNI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ELECTRONIC SIGNATURES, AND ELECTRONIC CONTRACTS. 

（a） A record or signature may not be denied legal effect or enforceability solely 
because it is in electronic form. 

（b） A contract may not be denied legal effect or enforceability solely because an 
electronic record was used in its formation. 

（c） If a law requires a record to be in writing, an electronic record satisfies the law. 

（d） If a law requires a signature, an electronic signature satisfies the law. 

Source: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rticles 5, 6, and 7. 
130 李瑞生，電子商務交易安全法制之研究，私立東海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

年四月，247、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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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雖認同我國民法對意思表示方式除特別規定外，不須以一定方式表示

之，故以電子化之方式表示其意思，應屬有效之意思表示，惟電子化的表示方式

為新興之表示方式，為使當事人間權利義務關係明確，避免當事人以其係使用電

子化方式為理由，否認其行為之法律效力，仍應以法律賦與其明確之定位，但非

如本國法之規定方式，直接承認其法律地位，因電子意思表示本應具有法律效

力，故本文認應採聯合國之規範方式，即不能以其係使用電子化方式表示意思抗

辯其不具法律效力，即不採宣示作用而採警示作用。 

（二）電子意思表示效力之承認是否須附加要件 

就電子意思表示效力之承認，聯合國貿易委員會、新加坡、澳洲、美國UETA

之立法皆認為以電子方式所為之意思表示，僅為意思表示之不同表達方式，即使

其採間接承認的方式承認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卻不認為應另設要件始承認其效

力。而美國 UCITA131除間接承認電子意思表思與一般意思表示有相同效力外

（Equivalency principle），另外揭示了兩個使用電子意思表示時之原則，第一

UCITA 並未強制規定使用電子化方式為意思表示，亦即締結數位化商品契約時，

非必一定要使用電子意思表示；第二，契約當事人仍然保有其締約方式之自主

權，亦即於使用電子化意思表示時，當事人可以表明何種認證或紀錄形態是其可

以接受的。 

而我國電子簽章法雖直接承認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卻以另設要件之方式承

認其效力，即經相對人同意，才得以電子意思表示為表示方法，惟意思表示之方

法我國民法本無設限制，其表示方法更不須經相對人同意，再者若為無相對人之

單獨行為如何經相對人同意132，於電子簽章法中規定須經相對人同意才得為電子

意思表示，即透過網際網路進行交易時，須先行以非電子化意思表示之方式約

定，才能使用電子化意思表示，此種規定在電子商務交易可謂難以執行，概電子

商務之特色在於交易迅速，直接利用電子化意思表示締結契約，且交易當事人多

未曾謀面，實難要求當事人事先以非電子化意思表示先行同意，才能使用電子意

思表示。 

本文認為承認電子意思表示不須以相對人同意為要件，若認如此對相對人保

                                                 
131  SECTION 一 ○ 七 . LEGAL RECOGNI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 AND 
AUTHENTICATION; USE OF ELECTRONIC AGENTS. 

（a） [Equivalency principle.] A record or authentication may not be denied legal 
effect or enforceability solely because it is in electronic form. 

（b） [Use of electronics not required.] This [Act] does not require that a record or 
authentication be generated, stored, sent, received, or otherwise processed by 
electronic means or in electronic form. 

（c） [Party autonomy preserved.] In any transaction, a person may establish 
requirements regarding the type of authentication or record acceptable to it. 
132 例民法一一九○條之自書遺囑若其以電子意思表示成立一電子遺囑，如何經相對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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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不周，則不妨採美國UCITA之使用原則，認當事人仍有締約方式之自主權（Party 

autonomy preserved）及不強制規定使用電子意思表示為締結電子商務契約之惟一

方式（Use of electronics not required）。 

參、電子意思表示之歸屬 

電子意思表示不似傳統意思表示般容易確定表意人為何，故為避免產生法律

上之不確定性，國際間皆傾向明文規定電子意思表示之法律效力竟歸屬於何人： 

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第十三條133規定 1.當訊息是由（1）發送人本人發出或

                                                 
133 Article 13 

Article 13. Attribution of data messages 

（1） A data message is that of the originator if it was sent by the originator itself.  

（2） As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a data message is deemed to be 
that of the originator if it was sent:  

（a） by a person who had the authority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tor in respect 
of that data message; or  

（b） by an information system programm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tor to 
operate automatically.  

（3） As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an addressee is entitled to 
regard a data message as being that of the originator, and to act on that assumption, 
if: 

（a）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data message was that of the originator, the 
addressee properly applied a procedure previously agreed to by the originator for 
that purpose; or  

（b） the data message as received by the addressee resulted from the actions of a 
person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iginator or with any agent of the originator 
enabled that person to gain access to a method used by the originator to identify 
data messages as its own.  

（4） Paragraph （3） does not apply:  

（a） as of the time when the addressee has both received notice from the originator 
that the data message is not that of the originator, and had reasonable time to act 
accordingly; or  

（b） in a case within paragraph （3）（b）, at any time when the addressee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had it exercised reasonable care or used any agreed 
procedure, that the data message was not that of the originator.  

（5） Where a data message is that of the originator or is deemed to be that of the 
originator, or the addressee is entitled to act on that assumption, then, as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the addressee is entitled to regard the data 
message as received as being what the originator intended to send, and to act on 
that assumption. The addressee is not so entitled when it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had it exercised reasonable care or used any agreed procedure, that the 
transmission resulted in any error in the data message as received.  

（6） The addressee is entitled to regard each data message received as a separate 
data message and to act on that assumption,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it dupl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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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其代理人發出或（3）由發送人設計或代表發送人之自動運作資訊系統（an 

automatically operate information system）所發出時，電子訊息歸屬於發送人；2.當

有下列情形時，電子訊息之收件人有權認為該訊息係來自於發送人：（1）當發送

人與收件人適當採取雙方事先同意用以確認電子訊息是否由發送人發送之程序

時或（2）當收件人收到之訊息係由可以使用（gain access to）「發送人用來確認

訊息係由發送人本人傳送之方法（a method used by the originator to identify data 

messages as its own）」之人發送時，惟若收件人行使合理注意或運用任何雙方事

先同意之程序後，知悉或應知悉該資料訊息非由發送人發出時，則該訊息不可認

係發送人所發出；但當收件人同時收受發送人所寄聲明「資料訊息非由發送人發

出之通知」，且收件人仍有合理時間因應時，收件人則無權認為該訊息係由發送

人發出。即原則上當發送人及收件人依照事先同意之程序發送電子訊息時，及該

電子訊息係由使用「發送人確認訊息係由發送人本人發出之方法」之人發出時，

收件人有權認為該訊息係由發送人發出，惟若收件人同時收到發送人否認之通

知，且收件人對於該否認之通知有合理時間因應時，則收件人無權認該訊息係由

發送人發出。 

由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之規定可知，其規定原則上發送人需對其本人、代

理人及資訊處理系統所發送之訊息負責134，並設若干例外規定。 

新加坡電子交易法之十三條與聯合國之規定幾乎完全相同，僅其於第四項

（c）款增加一概括之例外規定
135，擴充了收件人無權認為該訊息係由發送人發

出之情形。而澳洲電子交易法十五條136除明文規定發送人需對其本人及其代理人

                                                                                                                                            
another data message and the addressee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had it 
exercised reasonable care or used any agreed procedure, that the data message 
was a duplicate. 
134 由此可知，雖然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未明文規定使用自動化資訊系統（美國稱「電子代理

人」）締約之法律效果，卻可以發現其將自動化資訊系統所為之電子化意思表示效力歸屬於其所

有者或設計者，故其亦承認自動化資訊系統所為締約行為之法律效力。 
135 Article 13 4  Subsection 3  shall not apply （ ） （ ） – 

c  if, in al（ ） 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t is unconscionable for the addressee 
to regard the electronic record as that of the originator or to act on that assumption. 
136 Article 15 Attribu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1） For the purposes of a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purported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of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he purported originator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s 
bound by that communication only if the communication was sent by the 
purported originator or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purported originator. 

（2） Subsection （1） is not intended to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a law （whether 
written or unwritten） that makes provision for: 

（a） conduct engaged in by a pers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erson's actual or 
apparent authority to be attributed to another person; or 

（b） a person to be bound by conduct engaged in by another pers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ther person's actual or apparen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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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送之電子通訊負責外，並未提及資訊系統自動作成電子意思表示之情形。美

國UETA第九條及UCITA第二一二條亦對電子紀錄之歸屬為明文規定，UETA137規

定電子紀錄歸屬於為該電子紀錄行為之人，而電子紀錄是否歸屬於行為人須依電

子紀錄之內容及其形成、執行、適用時之客觀環境判斷之，若涉及其他法律，尚

須依其他法律規定判斷之。UCITA138之規範方式則與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同，

認發送人需對其本人、代理人及電子代理人所發出之電子紀錄負責，另規定須由

信賴電子紀錄歸屬於發送人之人負舉証責任。 

由上述各國之立法例可知，原則上各國無不規範電子意思表示之歸屬問題，

僅其規範之範圍有所不同。聯合國承認之範圍最廣，其認當電子訊息係由發送人

本人、代理人、電子代理人發出時，電子意思表示歸屬於發送人；新加坡、美國

UCITA 則與聯合國之規範同；而澳洲未規範使用電子代理人時之效力歸屬；美

國UETA 則僅規範電子意思表示效力歸屬於發送人，至代理人之問題則依其他法

律之規定。我國電子簽章法現行條文則未對電子意思表示效力之歸屬有所規定
139。本文認為在電子商務交易中，交易當事人以電子化之方式表示其意思，則自

然須針對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歸屬，為明文之規定，即規範電子意思表示歸屬於

發送人，並針對電子意思表示例外不歸屬於發送人之情形規範之，惟若發送人使

用代理人為之，則依民法代理之規定處理即可，不須於電子簽章法中再為規定。 

                                                 
137  SECTION 9  ATTRIBUTION AND EFFECT OF ELECTRONIC RECORD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 

（a） An electronic record or electronic signature is attributable to a person if it was 
the act of the person. The act of the person may be shown in any manner, including 
a showing of the efficacy of any security procedur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person 
to which the electronic record or electronic signature was attributable. 

（b） The effect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or electronic signature attributed to a person 
under subsection （ a ）  is determined from the context and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t the time of its creation, execution, or adoption, including the 
parties' agreement, if any, and otherwise as provided by law. 
138 SECTION 212. DETERMINING ATTRIBUTION. 

（a） [When attribution established.] An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display, message, 
record, or performance is attributed to a person if it was the act of the person or its 
electronic agent, or if the person is bound by it under agency or other law. The party 
relying on attribution of an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display, message, record, or 
performance to another person has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attribution. 

（b） [Proving attribution.] The act of a person may be shown in any manner, 
including a showing of the efficacy of an attribution procedure that was agreed to or 
adopted by the parties or established by law. 

（c） [Context determines effect.] The effect of an electronic act attributed to a 
person under subsection （a） is determined from the context at the time of its 
creation, execution, or adoption, including the parties' agreement, if any, or 
otherwise as provided by law. 
139 民國八十七年版之電子簽章草案第九條對於電子文件發送之責任歸屬，採與聯合國電子商務

模範法第十三條相類似之規定，惟於民國八十八年版之草案中加以刪除，卻未附加任何刪除之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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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電子意思表示之生效時點 

以下應說明者，在於利用網際網路所傳達之意思表示究竟係對話或非對話，

以及在非對話意思表示時，何時到達相對人之問題。 

一、對話或非對話電子意思表示140 

依據民法第九十四條與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話而為之意思表示，以相

對人了解時，發生效力；相對地，非對話而為之意思表示，以其通知到達相對人

時，發生效力。對於締結契約之過程，民法第一百五十六條與第一百五十七條進

一步規定，對話為要約者，若未立時承諾，要約意思表示，即失其拘束力；非對

話而為要約者，於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諾達到時期內，相對人不為承諾時，要約

亦失其拘束力。因此對話或非對話意思表示之區分，以及非對話意思表示之達到

相對人之問題，對於利用網際網路締結電子商務契約之情形，亦具有其重要性。 

1.對話意思表示之情形 

雙方當事人利用網際網路之連線，輸入文字並同步經由螢幕立即獲悉他方之

表示141，此種同步聯絡溝通之情形與雙方當事人利用電話聯絡之情形相似，宜認

為係對話為意思表示。因此，若未立時承諾，要約意思表示，即失其效力。 

2.非對話意思表示之情形 

依據民法第九十四條規定，對話人間所為之意思表示，以相對人了解時，發

生效力，同理亦適用於藉助電話在人與人之間所為之要約或承諾，因其意思表示

得直接進入當事人了解的範圍。惟一方或雙方使用電腦，亦即人與電腦，或者電

腦與電腦之間之聯繫、溝通之情形，受限於電腦程式設計、或時間空間等因素，

在相對人有疑問時，無從進而說明本身之意思表示，亦無從對相對人個別詢問其

理解情形如何，因此除在使用即時線上溝通軟體外，在一方或雙方使用電腦，亦

即人與電腦，或者電腦與電腦之間之聯繫、溝通，而有電子意思表示之情形時，

宜認為係非對話意思表示，而非屬於對話意思表示。 

易言之，對話意思表示，係以相對人之間進行直接溝通，為其必要因素，至

於聲音、文字，或者甚至手語，無關緊要，均得認為係「對話」意思表示，而非

僅局限於說話之聲音方式。反之，若非人與人之間之直接進行溝通之情形，即為

非對話意思表示。在網際網路上為電子保險契約，要保人經由電腦所為之電子意

思表示，因保險人或其電子代理人於其電子意思表示到達前並無法了解要保人之

                                                 
140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前揭註 83，85、86頁。 
141 例如使用Microsoft 之MSN messenger,此一軟體即可使當事人於線上直接以文字輸入之方式
對談，或使用電腦視訊之方式，使當事人直接以語音對談。 



 55

意思表示，反之亦然，故本文認為於網際網路上締結契約之行為係非對話之電子

意思表示。 

二、「非對話電子意思表示」生效時點 

我國之電子簽章法雖未對電子意思表示之效力及其歸屬有所規範，惟關於電

子意思表示之收發文時間卻於第七條明文規範之，該條文係參考聯合國電子商務

模範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而立法，以下列出我國及各國關於電子意思表示收發文時

間之規定。 

1.發文時間 

表一 各國電子意思表示發文時間之規範 

法律名稱 電子意思表示發文時間之認定 

我國電子簽章法第七條142 電子文件進入發文者無法控制資訊系統之時間。 

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第十五條143 電子訊息進入發文者或其代理人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中時。

新加坡電子交易法第十五144 電子訊息進入發文者或其代理人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中時。

澳洲電子交易法第十四條145 （1）單一資訊系統：電子通訊進入發文者無法控制之資訊系

統中時。 

（2）兩個以上之資訊系統：電子通訊進入第一個發文者無法

                                                 
142電子簽章法第七條第一項： 

電子文件以其進入發文者無法控制資訊系統之時間為發文時間。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行政機關另
有公告者，從其約定或公告。 
143 Article 15. Time and place of dispatch and receipt of data messages  

（1）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the 
dispatch of a data message occurs when it enters an information system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originator or of the person who sent the data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tor. 
144 Article 15. 
（1）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o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the 
dispatch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occurs when it enters an information system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originator or the person who sent the electronic record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tor. 
145 Article 14.Time of dispatch 

（ 1）  For the purposes of a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if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ters a single information system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originator, the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he dispatch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occurs when it enters that information system. 

（ 2）  For the purposes of a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if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ters successively 2 or more information systems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originator, the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he dispatch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occurs when it enters the first of those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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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之資訊系統中時。 

美國 UETA 第十五條（a）146 （1）電子紀錄適當地被寄送到收文者指定或用以收受電子紀

錄之資訊處理系統，且收文者可以從該資訊處理系統擷取電子

紀錄時。 

（2）電子紀錄以收文者指定之系統可以處理之形式發送，且

當其進入發文者或其代理人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中時或進入

收文者可控制之指定系統或其用以收文之系統時。 

2.收文時間 

表二 各國電子意思表示收文時間之規範 

法律名稱 電子意思表示收文時間之認定 
我國電子簽章法第七條147 （1）收文者指定收文之資訊系統： 

a.電子文件進入該資訊系統時； 

b.若非送至收文者指定之系統，收文者取出該電子文件時。 

（2）收文者未指定收文之資訊系統：電子文件進入收文者資訊

系統時。 

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第十五條148 （1）收文者指定收文之資訊系統： 

                                                 
146 Article 15. 

（a）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sender and the recipient, an electronic 
record is sent when it: 

（1）  is addressed properly or otherwise directed properly to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that the recipient has designated or uses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electronic records or information of the type sent and from which the 
recipient is able to retrieve the electronic record; 

（2） is in a form capable of being processed by that system; and 

（3） enter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sender or 
of a person that sent the electronic record on behalf of the sender or enters a region 
of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designated or used by the recipient which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ecipient. 
147電子簽章法第七條第二項： 

電子文件以下列時間為其收文時間。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行政機關另有公告者，從其約定或公告。 

一  如收文者已指定收受電子文件之資訊系統者，以電子文件進入該資訊系統之時間為收文時
間；電子文件如送至非收文者指定之資訊系統者，以收文者取出電子文件之時間為收文時間。 

二  收文者未指定收受電子文件之資訊系統者，以電子文件進入收文者資訊系統之時間為收文時
間。 
148 Article 15. Time and place of dispatch and receipt of data messages  

（2）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the time 
of receipt of a data message is determined as follows:  

（a） if the addressee has designated 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data messages, receipt occurs:  

（i） at the time when the data message enters the designated information system; 
or  

（ii） if the data message is sent to an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addressee that is 
not the designated information system, at the time when the data message is 
retrieved by the addres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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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資料訊息進入該資訊系統時； 

b.若非送至收文者指定之系統，收文者取出該資料訊息時。 

（2）收文者未指定收文之資訊系統：資料訊息進入收文者資訊

系統時。 

新加坡電子交易法第十五149 同上 

澳洲電子交易法第十四條150 （1）收文者指定收文之資訊系統：資料訊息進入該資訊系統時。

（2）收文者未指定收文之資訊系統：電子通訊引起收件者注意

之時。 

美國 UETA 第十五條（b）151 當電子紀錄進入收受人指定或用以收受電子紀錄之資訊處理系

統且收受人可以從該系統擷取電子紀錄，且電子紀錄須可被該系

統處理時。 

                                                                                                                                            
（b） if the addressee has not designated an information system, receipt occurs 
when the data message enters an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addressee.  

（3） Paragraph （2） applies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place where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s located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data message is 
deemed to be received under paragraph （4）.  

（4） ⋯ 
149 Article 15. 
（2）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the time of 
receipt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is determined as follows: 
a. if the addressee has designated 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electronic records, receipt occurs - 
i. at the time when the electronic record enters the designated information system; 
or 
ii. if the electronic record is sent to an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addressee that is 
not the designated information system, at the time when the electronic record is 
retrieved by the addressee; or 
b. if the addressee has not designated an information system, receipt occurs when 
the electronic record enters an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addressee. 
150 Article 14. 

Time of receipt 

（3） For the purposes of a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if the addressee of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has designated 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the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he time of receipt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s the time whe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nters 
that information system. 

（4） For the purposes of a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if the addressee of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has not designated 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the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originator and the addressee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he time 
of receipt of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s the time when the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comes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addressee. 
151
（b）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a sender and the recipient, an electronic 

record is received when: 

（1） it enter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that the recipient has designated 
or uses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electronic records or information of the type 
sent and from which the recipient is able to retrieve the electronic record; and 

（2） it is in a form capable of being processed by tha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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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及表二之說明可知，我國及新加坡關於電子意思表示收文及發文時間

之規定基本上與聯合國之規定完全相同。在發文時間方面，皆以電子意思表示進

入發文者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中時為發文時間，所謂「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

一般而言，指的是發文者無法直接對所要寄送之電子文件或其他附加訊息再為變

更之資訊系統。惟美國 UETA 之規定與之不同，對於收文時間之認定有兩種情

形：1.當電子紀錄適當地被寄送時，其被寄送到收文者指定或用以收受電子紀錄

之資訊處理系統，且收文者可以從該資訊處理系統擷取電子紀錄時為收文時間；

2.當電子意思表示是可以被收文者之資訊系統所處理之格式時，電子意思表示進

入發文者或其代理人無法控制之資訊系統時或進入收文者可以控制之系統時為

收文時間。意即美國UETA 對於收文時間之認定較嚴格，若電子紀錄僅適當地被

傳送，其要求須收文者可以擷取該電子意思表示時，才為收文時間；而若電子意

思表示是收文者系統可以處理之格式時，則以該訊息脫離發文者系統控制時或進

入收文者系統控制範圍時為發文時間。 

在收文時間，我國亦與聯合國規定同，以收文者是否有指定收文系統而異其

規定，當收文者指定收文系統時，若發文者將電子意思表示發至其指定之系統，

則以進入該系統之時間為收文時間，若非發至其指定之系統，則以收文者取出該

電子文件時為收文時間；當收文者未指定收文系統時，則以電子文件進入收文者

之資訊系統時為收文時間。美國UETA 則未區分收文者是否有指定收文系統，皆

要求該電子意思表示須以收文者之系統可以處理之格式發送，且不僅須電子紀錄

進入該系統，尚須收文者可以從該系統擷取時才為收文時間。 

關於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之效力，我國民法採到達主義，即當通知到達相對

人時，發生效力，民法僅規定採到達主義，並未對於何謂到達為具體之規範，依

學者解釋，「到達」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的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可以了解

的狀態而言152，且所謂達到，僅在於使受領人具有可得了解意思表示內容之可能

性即可，而非以受領人實際了解意思表示之內容為達到之時點。在非對話而為電

子意思表示時，本文認為應與傳統意思表示之生效方式無異，亦應採取到達主

義，即當電子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力，惟在使用電腦系統傳送時，如

何認定電子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的支配範圍，是否應立法明文規範之或僅依民

法採到達主義而不加以具體規範，由世界各國之立法例可知，其採明文具體規範

之方式，而我國之電子簽章法亦同其立法模式，於第七條明文規範之。 

論者有認因意思表示產生拘束力之時點已於民法規定，且第七條立法理由謂

「時間之認定涉及法律行為是否成立及生效之要件」，亦係誤解，因行為時間非

法律行為之成立及生效要件，行為時間之認定僅係意思表示產生拘束力之時點，

                                                 
152 王澤鑑，民法總則，王慕華發行，民國九十年九月，3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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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議刪除電子簽章法第七條153。本文認為，即使電子簽章法第七條之立法理由

文字有誤，且民法已規範我國之意思表示生效係採到達主義，惟電子意思表示係

一新興之法律課題，仍應以法律規範究於何種情形下，電子意思表示進入相對人

可支配之範圍。 

我國電子簽章法參考聯合國之立法例，明文規範發文時間及收文時間，雖我

國意思表示之生效採到達主義而非採發信主義，惟發出具有其功能154，故發文時

間仍有規範之價值，本文認同電子簽章法之規定，以電子意思表示進入發文者無

法控制之資訊系統為發文時間，至美國UETA對於發文時間之規定較為周嚴，應

係其採發信主義之故，我國係採到達主義，故不參考之。 

在收文時間，電子簽章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電子意思表示進入收文者指定或

其擁有之資訊系統時，為收文時間，惟本文認為此種規範方式似僅以電子郵件之

接收為預設之規範對象，故認應參考德國民法於有關「電子交易義務」之第三一

二 e 條第一項第二句規定：「本條第一句第三款之訂購與受領確認，於其所預定

之當事人依通常情況，可得讀取時，視為到達」，即概括規範當事人依通常情況，

可得讀取電子意思表示時，為到達時間，而不以是否進入資訊系統為規範之依據。 

第二款 電子意思表示合致 

第一目 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究竟係要約之引誘或要約意思表示 

在全球資訊網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在法律上究竟僅係要約之引誘或者

係具有拘束力之要約意思表示，於下說明之。 

（一）要約引誘或要約之區別實益 

二者之區別，在法律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為若認為在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

即係要約，則一經相對人表示願意締約或購買即係承諾，則雙方契約成立，經營

者即負有給付義務，若已無存貨或已無從再提供勞務，則經營者可能必須依給付

不能或給付遲延之規定，負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反之，若認為僅係要約

之引誘，則對於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之人，在法律上並無拘束力，而仍得在

相對人表示有意購買時，斟酌具體情形，決定是否接受此項交易，因為相對人之

表示，在法律上僅具有要約意思表示之意義，尚有待經營者為承諾之意思表示，

才成立契約。 

                                                 
153 李瑞生，前揭註 117，279、280頁。  
154 意思表示發出之功能：1.表意人是否有權利能力或行為能力，應就意思表示發出力認定之；

2.意思表示有無錯誤，以發出的時點為準據；3.發出為意思表示的生效要件之一，對未經發出的
意思表示不得為承諾；4.意思表示發出後，表意人死亡、喪失行為能力或其行為能力受限制者，

其意思表示不因之失其效力。參王澤鑑，前揭註 152，367頁。 



 60

再者，要約之引誘與要約意思表示之區別，對於我國法院判斷具有涉外因素

之電子商務契約之準據法，亦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有關涉外契約之準據法，我國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於當事人意思不明時，同國籍者依其本

國法，不同國籍者依行為地法，行為地不同者以發要約通知地為行為地，因此要

約意思表示係由何方當事人發出，對於涉外電子商務契約之準據法，亦具有重要

性155。 

（二）區別之標準 

傳統見解認為，要約的內容須確定或可得確定，要約原則上僅僅局限於針對

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人所為之意思表示156。在全球資訊網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

務，可謂係針對難以計其數之上網流覽者，因此若以此一傳統見解為依據，則設

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僅係要約之引誘，而非要約意思表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商品自動販賣機之設置，在尚有商品存在於商品自動販

賣機之情形157，仍然係要約，而得依據民法第一百六十一條規定由相對人依意思

實現予以承諾，而成立買賣契約。換言之，在此所謂之要約意思表示，並不因為

商品自動販賣機並非針對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人，而予以否認。因此，若僅僅以

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並未針對特定人或不特定人為依據，而認為性質上僅係

要約之引誘，而非要約，似尚嫌過速。因此對於要約之引誘或要約之區分，似仍

宜以二者間之實質區別，判斷之。亦即關鍵之問題在於，對於設置網頁提供商品

或勞務，經由解釋，得否認為即係要約，或者僅係要約之引誘而已。對此，應解

釋當事人之真意，並參酌交易慣例、當事人之磋商過程、表示內容是否具體詳盡、

是否注重相對人性質等，依具體個案判斷之。 

1.要約引誘說 

對於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採取要約說之見解，無異將使「要約」之當

事人承擔至少三方面之風險：首先，相對人可能係無支付能力或無支付意願之

人，或甚至是信用或名聲已屬週知不良之人；其次，若「要約」之表示有誤時，

例如價格低報之情形，要約人亦受拘束，而僅在符合民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之情

形，始得撤銷，而且亦須負擔同法第九十一條之信賴利益之損害賠償責任；最後，

則係商品存貨不足，或無從立即補充之情形，表意人可能必須承擔債務不履行之

責任。因此對於電視購物頻道提供商品或勞務之情形，德國多數學說認為，在客

觀解釋上，經營者僅在於進行要約之引誘而已，並未具有如同要約意思表示般之

                                                 
155 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前揭註 83，98-100頁。 
156 王澤鑑，前揭註 152，173、174頁。 
157 即以能正常運作或有存貨為解除條件，故自動販賣機故障或無存貨時，要約失其效力，雖顧

客投入貨幣，仍不能成立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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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力。在此，若基於電視頻道與設置網頁之相似性，亦即二者均係以電視或電

腦螢幕之影像剌激消費者購買商品或勞務之慾望，而將上述見解轉用到設置網頁

提供商品或勞務，則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性質上似亦僅係要約之引誘而已。 

2.要約說 

相對地，亦有學說認為，對於相對人而言，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似難

以僅僅因為經營者尚須檢驗有意購買商品或勞務之相對人之支付能力，以及經營

者是否能夠依約給付商品或勞務，亦或有待盤點清查，而認為仍僅係要約之引

誘，而非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要約，因為依據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項但書規定，經營者若有不願受其意思拘束之意，亦得自行予以揭示，以免

發生對其不利之結果。 

3.折衷說 

此外，亦有折衷說認為，在此宜參照上述商品自動販賣機之情形而區分，究

竟契約之履行，係自動依程式操作進行，或者尚須經營者之受僱人介入之情形。

此說認為，前者例如有償之電腦軟體、資訊之下載，或者類似付費電視頻道之運

作，逕由相對人依螢幕選項自行操作以觀賞影片等之情形，宜如同商品自動販賣

機，認為設置網頁即係要約158；反之，其他尚有待人類介入契約之履行之情形，

則無須認為係要約。 

（三）小結 

對於上述要約說之見解，應指出的是，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固然提供表意人自行預先聲明不受拘束之意思，而使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

務得以明確地成為要約之引誘，但本條但書亦明文規定，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

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時，同樣亦得認為僅係要約之引誘而已，並未局限

於預先明示不受拘束之情形而已。因此僅以經營者得預先聲明不受拘束之意思，

但是經營者並未明示不受拘束之意思，即認為係要約意思表示，亦有過速之嫌。 

傳統見解認為，商品或勞務之行銷或廣告，例如在報紙、電視、宣傳單等提

供商品或勞務之情形，性質上僅係要約之引誘，而僅在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勞

務，屬於民生必需品，例如水、電、瓦斯、電話、大眾運輸等公用事業，因此原

則上受有締約強制之拘束，以及其他性質上屬於大量交易，經營者本身並不重視

交易相對人為何人之情形，於相對人表示願意締約之時，契約即已成立，無從再

有斟酌是否締約之餘地，而得認為係要約之意思表示外，其他情形，似仍難以認

                                                 
158 Ernst, Stefan, NJW-CoR 1997, 165 unter I 1;黃茂榮，電子商務契約的一些問題，植根雜誌第十

六卷，第一七頁（總頁第二六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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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品或勞務之行銷或廣告本身即已係要約之意思表示。此一理由，就設置網頁

提供商品或勞務，與電視購物頻道、電視、報紙、廣告單等商品行銷之行為具有

類似性之部分，而得轉用於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之情形，故宜認為設置網頁

提供商品或勞務僅係要約之引誘而已159。 

再者，基於上述，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之情形，與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二項前段規定，貨物標定賣價陳列者，視為要約之情形，亦屬有別。尤其在設

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之情形，經營者並非如同貨物標定賣價陳列之情形，至少

仍可提供其標定賣價而陳列之貨物作為買賣標的物，尚難以認為設置網頁提供商

品或勞務者，即有因此而受其「要約」意思表示拘束之意。因此設置網頁提供商

品或勞務，並非即為貨物標定賣價陳列，或者具有與其相類似之意義，而得認為

即係要約。 

在網際網路上設置網頁提供商品或勞務，究屬要約或要約之引誘本文認首先

須視設置網站者是否有明確之表示，若其有明確表示願受要約之拘束，或表示其

僅為要約之引誘，則依其表示。若設置網站者未明白表示，則依民法第一五四條

第二項之判斷，原則上認為其係要約之引誘，而非屬要約，故須由消費者提出購

買之要約後，再由網站架設者為承諾之意思表思，此時電子意思表示合致，電子

契約始告成立。惟若其提供者之商品為數位化商品（digital products），因消費者

可以於網站上直接下載商品，與「貨物標定賣價陳列」之情況相同，故依民法第

一五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可視為要約，此時網站之架設者受其要約所拘束，當消

費者為承諾之電子意思表示時，電子契約成立。 

第二目 網路投保意思表示合致時點 

在保險契約，通常以要保人填寫申請書為要約（保險法第三條參照）保險人

核保的意思表示為承諾（保險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參照）。而在網際網路上保險

人設置網頁，提供保險商品，此行為係要約或要約之引誘，本文認如保險人已於

網頁上明示其願受要約之拘束或表示不受要約之拘束，則從其表示；若未明白之

表示者，在傳統保險契約之訂立時，通常認要保人填寫申請書為要約（保險法第

三條參照），惟在網路上，若保險人已將契約標的詳盡表示160，除保險人於網頁

上載明「保留核保權」者外，應認其為要約161，而非要約之引誘，故保險人須受

                                                 
159 Thomas J. Smedinghoff, Online Law: The SPA’s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on the Internet, 1996, 
page 81-82. 
160 如當事人、保險標的、保險事故、保險期間、保險金額、保險費等契約必要之點都列明者。 
161實體商品於網站上「陳列」者，其僅陳列照片而非實物，恐有商品數量不足之問題，不得以民

法第一五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認其為要約，故本文認實體商品於網站上定賣價「陳列」者，非要約，

係要約之引誘。惟保險係提供一種服務，亦無數量之問題，若已載明保險契約之要素，且未保留

核保權，應認保險人願受其網頁提出之保險契約內容所拘束之意思表示，故本文認保險人於網頁

上標定保險費及保險金額陳列保險商品係要約之電子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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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所拘束，即不得拒絕要約受領人之承諾，主張契約不成立，亦不得將之撤銷、

擴張、限制或變更。故保險人於網頁上提出其保險商品之行為，未保留核保權者，

本文認其為以電子意思表示為要約，要保人於網站上填寫完投保資料，按確認鍵

送出，則係以電子意思表示為承諾，此時電子意思表示合致；若保險人於網站上

保留核保權162，此時保險人於網站上提出其保險商品則為要約之引誘，當要保人

填寫資料並按下確認鍵時，係傳送電子要約，而保險人以電子代理人所為之核保

行為，則為承諾之電子意思表示，此時電子意思表示始合致。 

第三款 電子意思表示之擬制合致 

保險契約為不要物契約，不以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要件，在

電子保險契約亦然，故保險費之未交付不影響電子保險契約之成立。在保險人於

網頁上提出其保險商品之行為，未保留核保權之情形，因保險人提出保險商品係

要約，而要保人填寫投保資料為承諾，此時，電子保險契約已告成立，要保人交

付保費與否，皆與電子意思表示合致無關。惟若保險人於網站上保留核保權163，

此時保險人於網站上提出其保險商品則為要約之引誘，在實務上，為確認當事人

之身份及付款能力，當要保人填寫投保資料時，保險人通常多要求要保人填寫信

用卡資料，並同意以該信用卡支付保險費164，當要保人按下確認鍵時，雖係傳送

電子要約，卻也同時以信用卡支付保險費，此時雖保險人尚未同意承保，本文認

因保險人已先行收取保險費，應認電子意思表示已擬制合致，故當要保人於網站

上先以信用卡支付保險費時，保險事故若於保險人尚未同意承保前發生，保險人

亦應負保險責任165。 

 

 

 

 

                                                 
162 如易安網上蘇黎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強制汽車保險，其載明保留核保權，故其在網頁上之保險

商品展示，係要約之引誘。 
163 如易安網（http://www.ezanla.com）上蘇黎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強制汽車保險，其載明

保留核保權，故其在網頁上之保險商品展示，係要約之引誘。 
164 以易安網（http://www.ezanla.com）為例，若要保人不輸入信用卡資料則無法於網站上投保。 
165在財產保險，依保險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保險人在簽發暫保單或保險單前，只要

已收取保險費，雖未表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施行細則擬制保險契約已經成立，而令保險人負

保險責任。 

在人身保險依壽險示範條款第二條及送金單「生效日但書」關於保險人收取保費後即擬制合致保

險契約成立之約定。詳細說明參本文第 26-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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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電子保單 

第一款 電子文件是否為民法上之書面要式 

第一目 前言 

經由網際網路所為之電子意思表示，得認為其具有法律上意思表示之性質，

已如上述。我國民法秉持契約自由原則，基本上法律行為不須踐行一定方式，故

若法律對於法律行為，並未規定書面方式，則意思表示既無須以書面為之，表意

人亦無須簽名，意思表示即得以發生效力。僅當法律規定須踐行書面要式時，才

須以書面為之，因此，探討網際網路上之意思表示是否必須簽名，如何簽名，是

否符合書面以及文書之要件等，似僅當法律規定法律行為應以書面為之，始有必

要。 

惟經由電子媒體傳送之意思表示，具有極高之操縱可能性166，電子意思表示

是否如其表示所稱係由特定表意人所為，幾乎可謂毫無確定性。且此種不確定

性，並非僅存在於受領人而已，即使是表意人亦須擔心其表示之內容是否遭竄

改、增刪等。在電子意思表示傳輸過程中，由於網際網路之開放性，在人為介入

下，任何人均可能成為非其所為之電子意思表示之表意人，即使真正的表意人亦

可能爭執其所為意思表示內容經過竄改、變更；相對地，受領人亦可能任意爭執

其所受領之意思表示之內容。因此，雙方當事人利用網際網路締結電子商務契

約，無論法律並是否規定應以書面為之，對於雙方當事人，皆極易發生如何確認

電子意思表示確係表意人所為，並得將特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歸屬予表意人之問

題。 

換言之，電子商務契約中電子意思表示之關鍵問題，一方面在於如何確認意

思表示果係表意人所為，而排除非由表意人所為意思表示之情形；另一方面，如

何使表意人無從任意否認相關意思表示內容係由其所為，乃電子意思表示最根本

之問題。電子意思表示，是否確實出自表意人，並且無誤、未經竄改或遭攔截，

以及安全地傳送予相對人等，確係利用網際網路締結電子商務契約，最為重要之

基礎。 

第二目 現行電子簽章法規範之電子文件 

民法第三條有關書面文字書寫之目的在於明確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關係，也

促使當事人慎重其事，避免作出輕率之判斷167，或作為証據之用；而親自簽名之

規定，目的在於確認意思表示之主體為何人，並進而得將意思表示歸屬於表意

人，或者換言之，依據當事人之親自簽名，而將意思表示作為簽名者之意思表示。

                                                 
166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期未報告，前揭註 96，112頁。 
167 黃茂榮，民法總則-判解註釋增訂版，民國七十一年，植根法律，6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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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民法所指之「書面」，應指以文字書寫於紙本上，並由當事人於紙本上親自簽

名，始該當法律要求之書面要式。 

一、在電子簽章法通過之前 

對於非依律應使用文字之情形，當事人得使用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並無疑

義，問題僅在於有當事人有爭執之時之主張與舉證。 

我國民法基於契約自由原則，民法規定應使用文字或書面，並應進而簽名之

情形，似可謂不多。對於法定之書面要式規定，例如民法第七六○條規定，即屬

即為書面要式之規定，須依民法第三條之規定以文字為之並親自簽名；另當事人

可自行約定，以書面為之法律行為之情形（參見民法第一六六條），若一方或雙

方當事人利用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是否符合法定或約定之書面要求，即不無疑

問。 

1.依法令規定應使用書面之情形 

對於依法令規定應使用書面之情形，在電子簽章法施行以前，應採否定說，

認為電子文件並非書面。因為書面之文書，無論是由何人寫成、印成或重製成，

或使用何種文字，亦不論文書係由何種材料製成，只須得以繼續地維持文書符

號，而將人類具有法律上意義之想法予以形體化，並進而由表意人予以簽名即

可。利用網際網路所為之意思表示，即使如同部分德國學說見解認為係有體但暫

時性之意思表示，而且亦得包含人類具有法律上重要性之想法，例如意思表示。

但是電腦或網際網路上之意思表示，並非以文字符號，而是以數位符號之形式儲

存在資訊儲存體，若僅顯示在螢幕上，僅係數位儲存之資料之重製而已，並無從

在具體化表意人之意思表示後，維持其繼續性，或者確保其不變性；再者，此一

意思表示，人類若非藉助電腦設備亦無從選取閱讀，因此並非人類所能直接理解

者。此外，網際網路上之意思表示，若進而使用印表機予以列印，亦僅係原始數

位儲存資料之複件之顯現而已，而且精確而言，亦僅係意思表示受領人自己複製

者；當然，更重要的是，受領人列印原始數位儲存之資料，亦無從包含表意人之

簽名，因此若欲符合民法文書之概念，必須表意人親自簽名始可168。故電子意思

表示，無論是僅係電子傳送，或者自動化作成，或者電腦意思表示，均無從符合

民法之法定書面方式規定。 

2.依當事人約定應使用書面之情形 

若係依約定應使用書面之情形，在電子簽章法施行以前，亦應採否定說，因

                                                 
168 Vgl. Geis, Ivo, in: Hoeren/Sieber, （Fn. 1）, § 13.2, Rn. 3; Malzer, DnotZ 1998, 103 Text nach Fn. 
23; Geis, Ivo, NJW 1997, 3001 bei Fn. 9.在此，Geis認為螢幕顯示之文字，係無體地重現數位儲存

之文件，但 Ernst, NJW-CoR 1997, 166 unter II 1; 反之，Ultsch, NJW 1997, 3007 Text nach Fn. 7則
認為電子郵件之意思表示之通知，縱係暫時，亦係有體的。轉引自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研究

期未報告，前揭註 96，註 176，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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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子文件並非書面。但是當事人得約定得使用電子化之方式締結契約，即約定

使用文件為其締結契約之方式，惟此時並非約定以書面為締約方式。 

二、電子簽章法施行後 

所謂電子文件，依據我國電子簽章法第二條第一款，並未局限於文字，而係

採取極為廣義之規定，包括文字、聲音、圖片、影像、符號或其他資料，以電子

或其他以人之知覺無法直接認識之方式，所製成足以表示其用意之紀錄，而供電

子處理之用者。 

同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同條

第二項規定，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

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換言之，我國電子簽章法對於

電子文件之使用，分別依其究竟是否係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而區分，首先，

若屬非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之情形，得經相對人同意，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

法；其次，即使係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之情形，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

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同意，亦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關於第四條第一項，本文於討論電子意思表示之法律效力時已說明，我國民

法並未規定當事人一定要踐行何種方式，故當法律未規定應以書面要式為之之法

律行為，基於契約自由之原則，當事人自可以電子意思表示為之，且基於電子商

務交易之特性，不宜先經相對人同意。 

至於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

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之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由此項規定可知，立法者似認若 1.電子意思表示之內容可完整呈現；且 2.電子意

思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且 3.經相對人同意使用電子意思表示者，則該電子意思

表示即符合民法所規定之書面要式，即等同於民法所稱之「書面」，惟本文認為

電子簽章法所定義之電子文件僅係意思表示之一種形態，即當事人以電子化的方

式為意思表示，電子文件僅係電子意思表示，即使經相對人同意使用電子化意思

表示，且該內容可以完整呈現並於日後可取出供查驗，亦非民法所稱之「書面」，

舉例說明，若當事人同意以電話此種方式來締結契約，並加以錄音使其談話內容

可以完整呈現，且日後可取出供查驗，並不表示以電話締約就符合民法之書面要

式。此亦係本文主張不應將電子意思表示稱為「電子文件」，而應以「電子訊息」

等較中性之名詞稱之的原因，才不致造成使用電子文件（電子意思表示）即為使

用書面之誤會。 

由上可知，即使符合了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的三個要件，也並非民法第

三條169所規範之「書面」，因民法所規定之書面須以文字為之，並由當事人親自

                                                 
169 依法律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不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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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以文字書寫之目的在於明確當事人之權利義務及將來可作為証據之用，而

親自簽名則為了表示該意思表示係由簽名人作成，目的在於確認意思表示之主體

為何人，並進而得將意思表示歸屬於表意人。酌其立法理由，得知法律規定須使

用文字作成法律行為的目的，是為「證明」法律行為成立，及權利義務的存在。

例民法第四二二條規定不動產逾一年以上者，應以字據訂立，其立法理由為「防

日後之爭論」。民法第七六Ｏ條規定不動產物權設定移轉，應以書面為之，其立

法理由亦為「以文字為之，俾有依據，而免爭執」。因此，依我國民法立法旨趣

觀之，書面不應與簽名分離，書面應是行為人使用文字並簽名附麗於文字的一種

狀態。其立法目的則是期藉書面形式強化證明行為的作成或存在，以維持法律關

係的安定性。 

民法規範書面要式之目的有二，一係使締約內容清楚呈現，二係確認意思表

示歸屬於何人，而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僅規範該電子意思表示可以

完整呈現且日後可供查驗，並未規範該電子意思表示係歸屬於何人，卻逕行認其

為符合書面要式，即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本文認此種規範方式將影響締

結法定書面要式契約之當事人，因法律規定須以書面為之之契約本係為促使當事

人慎重其事、並可以之為証據或防止詐欺偽造，且用以確定契約之當事人，即確

認意思表示係歸屬於何人，而現行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並無法達到

確認電子文件究係歸屬於何人，若僅因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且日後可取出查驗，無

論是否可以確定表意人究為何人，即賦與其書面要式之效果，恐使非表意人須受

該電子意思表示之拘束，或使電子意思之受領人誤與非表意人締結對當事人權利

義務影響甚鉅之法定要式契約，無法達到法定書面要式契約保護契約當事人之功

能。 

第三目 電子簽章之效力 

一、使用電子簽章之目的 

如前言所述經由電子媒體傳送之意思表示，具有極高之操縱可能性，電子意

思表示是否如其表示所稱係由特定表意人所為，幾乎可謂毫無確定性。且此種不

確定性，並非僅存在於受領人而已，即使是表意人亦須擔心其表示之內容是否遭

竄改、增刪等。換言之，電子商務契約中電子意思表示之關鍵問題，一方面在於

如何確認意思表示果係表意人所為，而排除非由表意人所為意思表示之情形；另

一方面，如何使表意人無從任意否認相關意思表示內容即係由其所為，乃電子意

思表示之最根本問題。電子意思表示，是否確實出自表意人，並且無誤、未經竄

改或遭攔截，以及安全地傳送予相對人等，確係利用網際網路締結電子商務契

約，最為重要之基礎。 

而電子簽章之使用將係決解此一不確定性之方法，各國皆立法明文規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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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170，所謂電子簽章，可能引人誤解，以為果真有所謂簽名之行為，但是此僅

係假象，因為民法所謂之簽名，係指當事人親自書寫自己姓名之行為（民法第三

條第一項），而電子簽章，既無簽寫之行為，亦無姓名附加或顯現於文件或螢幕，

所謂電子簽章並非將簽名、蓋章電子化之意。而是為確保文件內容的完整及辨識

行為人的身分，而使用之電子文件加密的方法 。不過，電子簽章一詞，似已相

沿成習，並已使用在我國或其他各國立法，因此仍予以沿用 

電子簽章，其目的在於確認意思表示之主體為何人，進而得將意思表示歸屬

於表意人，此外，並進而察知意思表示內容是否曾經變更等。故我國電子簽章法

第二條第二款規定：「電子簽章：指依附於電子文件並與其相關連，用以辨識及

確認電子文件簽署人身分、資格及電子文件真偽者。」 

二、數位簽章之運作 

電子簽章可用不同的方式為之171，數位簽章僅係電子簽章之一種，惟數位簽

章之發展較為成熟，我國之電子簽章法於第二條第三款172規範數位簽章之定義，

本文亦以數位簽章之運作為討論重點。 

所謂數位簽章173是一經由數學演算法針對特定電子文件所產生出的數位資

料，藉由加密技術（Encryption）將之與電子文件合而為一，收文者同時亦可以

用解碼技術（Decryption）比對出發文者之身份及電子文件是否有遭到竄改或更

動。該數學演算法即是將原始電子文件以單向雜湊函數（Hash function）運算出

一訊息摘要（message digest），此訊息摘要經過公開金鑰174（Public key）加密法及

表意人之私密金鑰（Private key）加密法加以運算175，即成為數位簽章。相對人可

                                                 
170 如聯合國電子商務模範法第七條、新加坡電子交易法第八條、美國 UETA第二條第八款及第
九條、德國性質上屬於綱要法之資訊服務及通訊服務法（多媒體法）第三章之下之電子簽章法。 
171 如美國 UETA 第二條第八款即對電子簽章為範圍相當廣的定義，其認電子簽章為附屬於

（attached to）紀錄或是邏輯上與紀錄有關聯（logically associated with）的電子聲音（sound）、記

號（symbol）或過程（process），而為某人所執行（executed）或是接受（adopted），而此人有簽章

於該紀錄的意圖（with the intent to sign the record）。亦即只要當事人有簽章於電子紀錄的意圖，皆

認其為電子簽章而賦與其手寫簽名的效力。 
172數位簽章：指將電子文件以數學演算法或其他方式運算為一定長度之數位資料，以簽署人之私

密金鑰對其加密，形成電子簽章，並得以公開金鑰加以驗證者。 
173 林祝興、張真誠，電子商務安全技術與應用，旗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年二月初

版，3-9頁。 
174
所謂「金鑰」實際上僅是一長串難以記憶的數字，可以儲存於電腦的硬碟、磁片或 IC 卡片中。
私密金鑰須由發文者自己妥善保管，公開金鑰則是儘可能讓所有的收文者知悉。公私金鑰間雖具
有唯一對應性，但由公開金鑰並無法推知私密金鑰的內容。 
175 加密技術分為兩種，一為對稱型加密技術（Symmetric encryption），即電子訊息的加密及解密
均以一相同的鑰匙為之，最常見者為 DES（Digital Encryption Standard）演算法，例如銀行自動

提款機之提款卡密碼即屬之。一為非對稱型加密技術（Asymmetric encryption），即電子訊息之加
密與解密是以不同的鑰匙為之，最常見者為 RSA加密法，其最重要之基礎為公開金鑰基磐（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即使用公開金鑰加密，後用私密金鑰解密，反之亦可。參閱陳群顯，電

子簽章法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學院法律專業碩士班碩士論文，38-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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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認証機構得知表意人之公開金鑰，藉由數位簽章的技術，驗證訊息摘要之真

實性與電子文件原稿之完整性，經確認後，表意人即無法否認電子文件的內容，

故數位簽章具有不可否認性。 

此須注意者，若表意人使用其私密金鑰加密電子文件，傳送給相對人，相對

人再使用表意人之公開金鑰解密，此種方式雖可確認表意人之身份，卻因任何人

都可取得表意人之公開金鑰而無法確保交易過程中資料的隱密性；相反者，若表

意人使用相對人之公開鑰加密電子文件，傳送給相對人，相對人再使用自已的私

密金鑰解密，則雖交易資料可以保密，但無法驗証表意人之身份，因網路上每個

人者可以此方式，自己或假冒他人身份傳送訊息給相對人。故只有同時合併使用

此兩種方法方可達到保密與確認表意人之身份，即表意人在傳送電子文件前先用

自己之私密金鑰加密，再用相對人之公開金鑰加密一次，才將資料傳出，而相對

人只要用表意人之公開金鑰及自己的私密金鑰依序解密，即可取得原始電子文

件，如此即可確認表意人之身份及確保電子文件不被他人得知。 

我國電子簽章法第二條第三款對於數位簽章之規定，顯然著重於表意人之確

認，因其對數位簽章之定義為以簽署人之私密金鑰對其加密，形成電子簽章，相

對人並得以公開金鑰加以驗證者，惟任何人都可以簽署人之公開金鑰解密，取得

該電子文件，故並不具保密性。 

三、「附加電子簽章的電子文件」之效力 

我國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所謂依法令規定應以書面為之，如其內容可完

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僅針對

得否使用電子文件而為規定，本文不認其符合民法書面之規定，因其無法確認表

意人，故不符合法定書面要式。而電子文件欲確認其表意人為何，依上所述須附

加電子簽章，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依法令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經相對人同

意，得以電子簽章為之，此所謂依法令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文義上同於民法第

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所謂，依法律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不由本

人親自書寫，但必須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情形。但是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必須先經相對人同意，始得以電子簽章為之。 

本文認為僅有附加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始為民法所謂之書面，因民法之文

書係由文字與簽名所構成，文字之使用係為「證明」法律行為成立、權利義務的

存在及作為証據之用，而本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電子文件內容可完整呈現，

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可以達到此功能，而簽名之功用係為確認表意人，

於電子意思表示中，確認表意人之方式即上文所述之電子簽章，故本文認為僅有

附加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始該當民法法定要式行為之「書面」。聯合國

UNCITRAL「電子簽章模範法」會議及許多國際立法（如美國伊利諾州、新加坡

等）除了立法規範「電子文件」法律效力外，更制定出所謂「安全電子文件」規

定（然而，亦有法律規範中僅存有「電子文件」法律效力之規定，如美國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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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香港等地），並區分彼此法律效果，賦予「安全電子文件」具有與書面相

同之推定（Presumption）效力。區分出「安全電子文件」之立法其理由在於，經

由某些認可之安全信賴相關程序而製作出的電子文件，具有更高可靠信任度，所

以賦予這些符合規定電子文件更強大法律效果。安全電子文件，在訴訟程序賦予

法律推定為真之效力，欲否定除另有反證始能推翻之176。本文認附加電子簽章之

電子文件，始該當民法法定要式行為之「書面」，亦與國際立法意旨相同，認法

定書面要式須為某些經認可之安全信賴程序製作出之電子文件。 

電子簽章之於電子文件的關係，如同傳統文字與簽名的作用，兩者相輔相

成，不得分割。然而，電子簽章法卻將書面與簽名分離，分別規定於第四條及第

九條，且規定須經當事人同意始得以電子文件為之，而電子文件完成後，又須經

當事人同意，才能使用電子簽章。本文認應將第四條第二項修正為：「依法令規

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經相對人

同意，得以附加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為之。」，因唯有附加電子簽章之內容可完

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之電子文件，才符合法定書面之要式之立法目的與

精神。 

另應注意者，同法第十條規定，以「數位簽章」簽署電子文件者，應符合下

列各款規定，始生前條第一項之效力：一 使用經第十一條核定或第十五條許可

之憑證機構依法簽發之憑證，二 憑證尚屬有效並未逾使用範圍。我國對於電子

簽章法並未規範一定要使用何種技術方式，而數位簽章為電子簽章之一種，使用

「數位簽章以外之電子簽章技術」，並不須要任何程序即有第九條第一項之法律

效果，若使用數位簽章之技術，卻須經認證，而數位簽章又是目前確認電子文件

表意人較為成熟的技術方式，故本文認第九條第一項之立法方式並不妥適，其規

定只要使用電子簽章就有法律上簽章之效果
177
，卻未規範使用何種形式或何種安

全標準之電子簽章，而使用數位簽章卻須符合第十條之規定，易使表意人以「數

位簽章以外之電子簽章」來逃避法律關於認證之規定。 

至當事人約定使用書面要式者，因其為意定要式，故法律不要求其於電子文

                                                 
176 李科逸，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國際最新立法趨勢之略述。 

http://stlc.iii.org.tw/04-1-1.htm 
177 德國電子簽章法將電子簽章分為三類：1.通常之電子簽章（第二條 Nr.1 之一般電子簽章、Nr.2
之進階電子簽章）；2.合格之電子簽章（第二條Nr.3）；3.經驗証之電子簽章（第十五條 Abs.1）。
對於依法應使用書面之情形，德國新電子簽章法本身並未就所謂「電子方式」規定其亦符合法定
之書面要求，但是德國民法第一二六條第三項規定，若法律別無不同規定，則得以「電子方式」
取代書面方式。在此之重要前提，在於必須當事人間明示或依可得推知之行為同意使用「電子方
式」，並且可得預期電子意思表示之達到。 

又依據德國民法第一二六 a 條第一項規定，表意人須在電子文件附加其姓名，並且必須附加依據
電子簽章法所為之「合格之電子簽章」。至於締結契約之情形，依據德國民法第一二六 a 條第二
項規定，必須個別當事人對於同一內容之電子文件」，以前項所稱「合格之電子簽章」程序進行
電子簽章。電子意思表示，若未遵守此一要求，意思表示為無效。參閱電子交易法制相關議題之
研究期未報告，前揭註 83，117-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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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附加電子簽章，惟既約定使用書面要式，則表意人是否確係如其所稱之發文

者，以及電子文件內容是否正確且未經竄改，應係當事人約定使用書面要式欲達

到之目的，故當事人亦可約定於電子文件附加電子簽章。 

第二款 電子保險契約之要式性 

第一目 書面要式是否為電子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要件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本文認為保險契約本質上為諾承契約，保險人既同意要

保人之聲請，即屬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依民法第一五三條之規定保險契約即為成

立。在電子保險契約，無論係由要保人要約178或由保險人要約179，契約當事人以

電子化方式達到意思表示合致，電子保險契約即告成立，不待電子保單之作成或

實體保險單之簽發，故不須適用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一項之規

範，即電子保單之作成或實體保險單之簽發非電子保險契約之特別成立要件。故

締結電子保險契約僅須依同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意思

表示為締結電子保險契約之意思表示，惟本文認為要保人於網際網路上締結保

險，其著重者為網路之便利性及即時性，若要求事先須經相對人同意始得使用電

子意思表示，將造成要保人與保險人之不便，且又不得以電子意思表示為同意使

用電子文件之表示，要求保險人事先以傳統意思表示方法取得要保人同意使用電

子文件之表示，在電子商務實務上幾乎不可行，故本文建議使用電子意思表示締

結保險契約應不須事先經相對人同意。 

第二目 保險業管理辦法第四條之一 

電子保險契約既非書面要式契約，自不須符合電子書面要式，即不須以附加

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為之180，惟因保險契約內容繁雜，為免時間久遠，發生權利

義務內容混淆之虞，且為確定當事人彼此間之權益，避免舉証困難，保險法第四

十三條規定保險人負將保險契約作成保險單或暫保單之義務。 

在網際網路上締結保險契約，保險人亦負作成保險單或暫保單之義務，目前

保險實務上仍然簽發實體之紙本保險單，惟我國電子簽章法已正式施行，為配合

保險業者電子商務之發展，並同時兼顧消費者權益之保障及其方便性，使保險業

從事電子交易作業有所依據，故保險司於去年（九十二年）九月三十日提出保險

                                                 
178保險人於網站上保留核保權，此時保險人於網站上提出其保險商品則為要約之引誘，當要保人

填寫資料並按下確認鍵時，係傳送電子要約，而保險人以電子代理人所為之核保行為，則為承諾

之電子意思表示，此時電子意思表示始合致。 
179保險人於網頁上提出其保險商品之行為，未保留核保權者，本文認其為以電子意思表示為要

約，要保人於網站上填寫完投保資料，按確認鍵送出，則係以電子意思表示為承諾，此時電子意

思表示合致。 
180 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僅規定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之電子文件，符合法
定書面之要式，惟本文認為附加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足認其符合書面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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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理辦法第四條之一修正草案181，賦與電子保單明確之法源，並於同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20059764 號令，增訂發布保險業管理辦法第四

條之一，該條文共有二項，第一項：「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簽發之保險單或暫

保單，得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明文規定保險單或暫保單可以電子化之方式為

之，賦與電子保險單法源依據，第二項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簽發保險單或暫

保單，應以數位簽章簽署；其紀錄保存、內部安全控制及契約範本等作業管理規

範，並應事先由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報主管機關備查。」，其目的在於透過

網路認證機構認證及確認保戶身分，以杜絕交易糾紛，亦即保險人使用電子化方

式作成保險單須附加數位簽章，此規範與本文之主張相同，咸認使用電子文件

時，僅有當電子文件附加數位簽章，始為「法律認應以書面為之之法律行為」，

且須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之方法為之（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

二項參照）。 

惟保險業管理辦法第四條之一之增訂，並不代表電子保險契約為要式契約，

其仍為諾承契約，於雙方當事人電子意思表示合致時成立，僅保險單或暫保單可

以用電子文件為之，且為確保該電子文件之表意人為何及該電子文件未經任意竄

改，應以附加數位簽章之電子文件為之，基於促進保險電子商務之發展及保障要

保人及保險人之權益，本文贊同電子保險單或暫保單須以附加數位簽章之電子文

件為之。 

第三目 小結 

電子保險契約為不要式契約，故不須符合電子簽章法有關書面要式之規定，

惟保險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保險人作成保險單或暫保單，為因應電子商務時代，保

險司亦增訂保險業管理辦法第四條之一，使保險單或暫保單可以電子文件為之，

且為確認締約雙方當事人之身份及為免電子保單被竄改，應以附加數位簽章之電

子文件為之，雖電子簽章法關於法定書面要式之電子文件並未規定須附加數位簽

章，本條文係電子簽章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適用。 

                                                 
181
保險業管理辦法第四條之一修正草案總說明 

按保險單或暫保單傳統上應作成書面文件，記載相關事項交與要保人收執作為證明文件，為
保險法第四十三條所明定。由於電子商務技術日新月異，網路交易可預見將普遍運用於一般商業
交易，所謂「電子文件」在電子簽章法已有明文規定，而網路交易型態已有電子簽章法相關規範
可資遵照；惟為配合保險業電子商務之發展，並同時兼顧消費者權益之保障及其方便性，應隨著
科技發展而逐步開放實施電子化之險種，實有必要就本法第四十三條有關電子保險契約作成方式
之規定予以調整，使保險業從事電子交易作業有所依據，並授權主管機關以命令方式訂定其投保
之險種。（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第一項） 

  其次，以電子文件方式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須配合透過網路認證機構認證及確認保戶身

分，以杜絕交易糾紛。因此對於保險業內部管理規範方面，應依據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等規

定，由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電子交易內部安全控制機制，及保存電子交易紀錄資料之規範；同

時應配合認證機構之機制，訂定電子契約範本供消費者參考等網路作業管理規範報主管機關備

查。（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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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結論 

因我國電子簽章法並未規定電子契約之成立要件，而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如

上所述為當事人、標的、意思表示合致三者，在網站上締結保險契約時，如果滿

足上述三要件，應認該電子保險契約成立。以易安網為例，要保人投保時，要保

人須先登入該網站，要保人為當事人之一方，其次選擇所要投保之保險公司，而

保險人為契約之他方，故當事人此一要件滿足；在投保過程中，顯示出保險標的、

保險期間、保險事故、保險金額、保險費，標的此一要件亦滿足；最後當要保人

在投保過程中，經過核保電子程式層層檢查點之把關，最後產生保險單號碼，若

保險人未保留核保權此時要保人與電子代理人意思表示合致，保險契約因滿足了

三個成立要件而成立。若保人保留核保權，則要保人在網站上填寫資料係屬要

保，待保險人核保後始達意思表示合致而成立電子保險契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