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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暨法学院副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 （编者按：本文行文依作者写作方式，尽量保持论文原

貌。 本文未作特殊说明者，皆为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规定。 ）

〔1〕台湾民法第148条规定：“（第1项）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 （第2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

方法。 ”

〔2〕本条事后经改列为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

叶启洲*

特别策划：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实务问题研究

一、问题之提出

诚信原则为私法关系之最基本原则，〔1〕而因保险契约

所承担的风险，其评估、控制与发生与否，受到要保人的

诚信影响甚大， 所以保险法制在传统上对于要保人在诚

信上的要求比其他契约类型更高，因而被称为“最大诚信

契约”或“最大善意契约”。 但因为保险契约也是一种无形

的金融商品，而要保人大多不具备保险的专业知识，加上

消费者保护意识的强化， 近年来各国立法趋势对于保险

人在诚信上的要求也明显提高。 诚信原则不仅在立法层

面上直接影响保险法的制定与修正， 也在个案的裁判实

务中，影响法律以及保险条款的解释，甚至对法律或保险

条款的解释作进一步的修正或补充。 由于法律条文有限，
而争议案例的变化无穷， 以诚信原则作为争议案例的处

理原则，自然有其相当的重要性。 不过，也因为诚信原则

乃极为抽象的上位概念， 在运用诚信原则调整法律或保

险条款的解释适用时，必须相当小心谨慎，以免影响法律

关系的明确性与安定性，甚或违反既有的法律政策。
台湾司法实务在过去20年间的 保 险 争 议 案 例 处 理

上，已多次藉由诚信原则的运用，来调整或补充法律或保

险条款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与漏洞。 这些判决大致上已

适当地解决了系争案例的不公平问题， 但也有少部分案

例，其处理结果尚有商榷余地。 限于篇幅，本文仅整理介

绍5种案例类型，作为此一议题后续研究的基础。
二、诚信原则与保险契约的成立

（一）案例事实
甲以自己为被保险人， 欲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保险金

额为500万元之人寿保险。 甲填妥要保书后，连同第一期

保险费交与乙公司之业务员丙， 丙立即将要保书与保险

费送回公司进行核保手续。 不料于乙公司同意承保之前，
某甲即因车祸死亡，乙公司见甲已死亡，遂不同意承保。
甲之继承人丁甚为不满， 便起诉请求乙公司给付保险金

500万元。
（二）判决摘要

“台湾最高法院”1970年台上字第3153号判例认为：
“保险契约(保险单或暂保单)之签订，原则上须与保险费

之交付，同时为之。此观保险法施行细则第27条〔2〕第1项之

规定甚明。 若保险人向要保人先行收取保险费，而延后签

订保险契约；则在未签订保险契约前，发生保险事故，保

险人竟可不负保险责任，未免有失公平。 故同条第2项、第

3项又作补充规定，以杜流弊。 其中第3项之补充规定，既

谓：‘人寿保险人于同意承保前， 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

险费之金额。 保险人应负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

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 ’足见此

种人寿保险契约，系于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
附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停止条件，使其发生溯及的效

力。 如果依通常情形，被上诉人应‘同意承保’，因见被保

险人柯某已经死亡，竟不‘同意承保’，希图免其保险 责

任；是乃以不正当行为阻其条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条

第1项规定，视为条件已成就。 此时被上诉人自应负其保

险责任。 ”
（三）评析
保险契约虽非要物契约， 但投保时预收第一期保险

费（或预先签立银行账户扣款同意书），则为台湾保险实

务的常态。 为了避免出现承保前的空窗期，台湾保险法施

行细则第4条（即原第27条）第3项规定，“人寿保险人于同

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 保险人应

负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

一期保险费之金额时开始。 ”此一规定虽立意良善，但其

适用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为前提。 而实际上保险人在同

意承保前若知悉保险事故已发生， 衡情通常不会同意承

保以增加自己的负担。 而此种情况对于被保险人来说甚

为不公， 因为要保人既然已经完成投保手续且交付保险

费，何时承保仅取决于保险人的核保作业，仅因保险人未

完成核保而影响被保险人的保障，显然不符合诚信原则。
“台湾最高法院”也意识到此一问题，而在被保险人符合

可保条件的前提下， 适用台湾民法第101条第1项拟制条

诚信原则在台湾保险纠纷裁判实务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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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钦贤教授认为，此时应依诚信原则直接拟制保险契约已成立生效，令保险人负契约上责任。 参阅氏著：“论承诺前被保险人之死亡与人寿保

险契约之成立──评‘台湾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153号判例”，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2期。

〔4〕关于此处保险人之缔约上过失责任，请参阅拙著：“从保险单、预收保险费论保险人之缔约过失责任”，载《法学丛刊》第179期；另收录于拙著：

《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4页以下。

〔5〕现行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行政院金管会2010年6月3日金管保品字第09902077400号函修正）第3条第2项、第3项。

〔6〕台湾保险法第58条规定：“要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之事故发生，除本法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于知悉

后五日内通知保险人。 ”

〔7〕台湾高雄地方法院2008年度保险字第45号判决。

〔8〕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10年度保险上更（一）字第4号判决。 本件判决之进一步评释，请参阅叶启洲：“拖延申请保险给付与权利滥用”，载

《台湾法学杂志》第182期。

〔9〕台湾保险法第64条规定：“（第1项）订立契约时，要保人对于保险人之书面询问，应据实说明。 （第2项）要保人故意隐匿，或因过失遗漏，或为不

实之说明，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之估计者，保险人得解除契约；其危险发生后亦同。 但要保人证明危险之发生未基于其说明或未说明之事

实时，不在此限。 （第3项）前项解除契约权，自保险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后，经过1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或契约订立后经过2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

得解除契约。 ”

特别策划：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实务问题研究

件已成就的方式，视为保险人已同意承保，来要求保险人

负责。 学说上对于保险人应负责任的理论依据虽然有所

不同，〔3〕但认为保险人应负责任的结论，则与“台湾最高法

院”判例无异。
笔者认为，“同意承保” 即为契约的承诺，“台湾最高

法院”以之作为保险契约的“条件”，似有不合。 又径以诚

信原则拟制保险契约已成立生效， 固为可考虑之解释方

法之一，但有破坏契约理论之疑虑。 因此，是否必须从契

约责任来检讨保险人责任，颇值商榷。 今保险人既然预收

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合于承保条件下，仅因被保险人已死

亡即拒绝承保， 确实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依台湾民法第

245条之1第3款之规定，要保人或受益人即可对保险人主

张缔约上过失之损害赔偿责任。 此一缔约上过失责任，也

是以诚信原则为理论基础。 其损害额之计算，亦可以应取

得而未取得之保险金请求权为其计算范围。 〔4〕

保险主管机关为避免再度出现本件案例之窘况，遂

于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中规定：“本公 司如于同意承保

前，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时，其应负之保险责

任， 以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

开始。 前项情形，在本公司为同意承保与否之意思表示前

发生应予给付之保险事故时，本公司仍负保险责任。”〔5〕保

险主管机关企图用示范条款之规定， 避免出现预收保费

后之核保期间内发生事故， 保险人却藉词规避责任的用

意相当明显，但此一作法误解了示范条款的功能与效力。
因为示范条款仅具有行政指导的性质， 除非在个别已成

立的保险契约中已引用示范条款作为 该保险契约之内

容，否则对于保险契约之双方当事人均无直接的拘束力。
而在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前，双方既然尚未成立契约，则无

论是上述示范条款之规定或者是保险人依据示范条款所

预拟的契约条款，均不能作为决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保险主管机关上开作法， 将徒生法律关系解释上的疑义

而已。

三、诚信原则与据实说明义务及事故发生之通知

（一）案例事实
甲于2005年11月10日、 同年月22日以自己为被保险

人，先后向乙、丙两家保险公司投保定期寿险，保险金额

分别为新台币500万元、250万元。 嗣后甲在保险期间内于

2005年12月25日因肺癌合并多重转移死亡， 受益人丁于

2007年12月14日向乙、丙公司申请理赔遭拒，丁乃于2008
年5月8日将对乙、 丙公司之部分保险金债权分别让与A、
B，并将债权让与之事实通知乙、丙公司。 A、B遂起诉请求

乙、丙公司给付保险金及按年息10%计算之利息。
乙、丙公司均抗辩：甲系恶意带病投保，除对于书面

询问事项故意隐匿且为不实说明，行为亦违反公序良俗、
诚信原则及对价衡平原则，系争保险契约应属无效。 又受

益人丁故意拖延至订约逾2年后始申请理赔，其行使保险

金请求权已构成权利滥用且违反诚信原则，乙、丙公司已

分别为解除系争保险契约之意思表示， 自无给付保险金

之义务。 再丁未依台湾保险法第58条〔6〕规定实时为通知，
致乙、 丙公司未能于2年之除斥期间内解除系争保险契

约，因而受有未能及时解约之损害，丁对此项损害应负赔

偿责任，爰与上诉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相互抵销。
（二）判决摘要
一审法院 〔7〕以本件保险金请求权之消灭时效已完成

而驳回原告请求。二审法院〔8〕未采纳时效抗辩，但认为：保

险法第64条第3项 〔9〕就保险契约解除权之行使设有2年除

斥期间限制之目的，固在维持法律关系之安定性，惟倘容

许少数恶意之要保人或受益人不当利用保险法第64条第

3项2年除斥期间，恶意等待2年除斥期间届满后始行使保

险金请求权，显系恶意使保险人无法于2年除斥期间内行

使解除权，应认此种情形构成权利滥用而应受到禁止，盖

倘不予以禁止而仍得请求保险金， 将使风险不当转嫁予

大多数之要保人共同负担， 如此将使要保人负担之保险

费节节升高，如此显非保险制度之目的。 因此，为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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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30-131页。

〔11〕 亦即将2年除斥期间的规定， 限于保险事故未于订约后2年内发生者， 始有其适用。 参阅江朝国：“保险法第64条据实说明告知义务之探

讨———以第64条第3项除斥期间之适用为中心”，载《法令月刊》，第51卷第10期；叶启洲：“拖延申请保险给付与权利滥用”，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8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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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理分担，充分发挥保险制度应有之功能，保险契约之

当事人均应本诸善意与诚信原 则缔结及履行保险契约

（包括行使保险金请求权）， 始能免于任何一方将保险契

约作为谋利之工具，妄图不当之利益。 本件受益人丁于向

其他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既知得同时向乙、 丙公司申请

保险金理赔，且明知甲带病投保不能申请理赔，竟故意拖

延于系争保险契约订立经过2年后始于2007年12月14日

申请理赔， 益见丁系藉由恶意拖延行使系争保险金请求

权之方法以获致保险金，其权利的行使未依诚信原则，构

成权利滥用，自不受法律保护而生失权效果。 是受益人丁

对被上诉人应无本件保险金请求权可言， 并驳回原告A、
B之请求。

（三）评析

1.恶意带病投保与保险契约之效力

本件保险人虽然抗辩要保人甲系恶意带病投保，除

对于书面询问事项故意隐匿且为不实说明， 行为亦违反

公序良俗、诚信原则及对价衡平原则，系争保险契约应属

无效云云。 但保险法第64条原本即系基于诚信原则及对

价平衡原则所为之具体规范， 并将违反告知义务之法律

效果规定为保险人得解除契约， 则纵要保人确有带病投

保之不诚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即应依该条规定定之。 且保

险法上并无契约之订立如违反诚信原则即为无效之规定

或一般原则， 如仅以要保人之行为有违反诚信原则即认

为保险契约无效，将使该条之规范作用落空。 因此，法院

未采纳保险人之上述契约无效的抗辩，应属妥当。

2.要保人告知义务与保险人之调查义务

要保人确实故意违反告知义务时， 保险人虽不得主

张契约无效或将其给付义务转为损害请求受益人赔偿，
然此种情形将产生要保人在恶意违反告知义务使得保险

人承担其原本所不欲承担的危险， 如仍令保险人负给付

之责，是否妥当，仍有研究余地。
从保险人对于危险之正确估计，亦应负有调查义务〔10〕

的角度来看，若保险人本身怠于调查危险，使其在要保人

违反告知义务时亦承担保险给付之责， 固然有其相当之

依据。 然基于法律不保护恶意者之基本原则，因怠于调查

而令保险人承担不利之后果， 应仅限于要保人并非恶意

违反告知义务时为限。 在要保人恶意违反告知义务时（尤

其是明知自己不符合可保条件时），若仍以保险人违反调

查义务为由而强制其负保险给付之责， 将发生恶意者较

怠惰者受到更高之法律保护的结果， 且形同以危险共同

体醵集之资金填补恶意者之损害， 此种结果实为保险制

度滥用，似非妥当。 因此，于要保人恶意违反告知义务时，
不宜仅因保险人疏于调查即肯定其受保护之必要性。 本

判决认为 “倘容许少数恶意之要保人或受益人不当利用

保险法第64条第3项2年除斥期间，恶意等待2年除斥期间

届满后始行使保险金请求权，显系恶意使保险人无法于2
年除斥期间内行使解除权， 应认此种情形构成权利滥用

而应受到禁止，盖倘不予以禁止而仍得请求保险金，将使

风险不当转嫁予大多数之要保人共同负担， 如此将使要

保人负担之保险费节节升高， 如此显非保险制度 之目

的”， 在方法上虽然不如对保险法第64条第3项的除斥期

间的适用作目的性限缩，〔11〕但其判决结论仍值赞同。
四、诚信原则与保险条款之事前审阅期间

（一）案例事实
甲以其配偶乙为被保险人，于1998年4月21日向丙保

险公司投保养老保险。 嗣后乙于2003年间因病接受心脏

移植手术， 手术后之生活起居及活动皆赖家人随时在旁

照料，经医院鉴定已属身心障碍者保护法规定之“身心极

重度障碍”之人，并领有内政部核发之身心极重度障碍手

册。 乙于2004年主张其符合保险契约附表第7项约定之残

废项目， 请求丙公司给付保险金60万元。 丙公司拒绝给

付，并抗辩：被保险人乙不符合保险契约附表残废项目第

7项“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机能极度障害，终身不

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须

他人扶助者”及注五“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
全须他人扶助者系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
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经常需要他人加以

扶助之状态” 之残废程度， 故该公司无给付保险金之义

务。 乙再主张本件保险契约订约前，丙公司未依消费者保

护法第11条之1先供其审阅全部契约条款， 故依同条第2
项规定，该附表对其不利部分，不构成契约内容。

（二）判决摘要
台湾桃 园 地 方 法 院2005年 度 保 险 字 第29号 判 决 认

为： 被保险人依保险契约约定本得于契约订立并取得保

险单后10日内无条件撤销保险契约。 其既未依上开期限

行使其契约撤销权， 并持续投保系争保险契约逾7年后，
发生本件保险事故时，始为上开主张（作者按：即主张消

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1第1项、第2项），自违反诚信原则，
是原告主张被告不得主张系争保险契约、 附表及其附注

对于原告不利部分条款之效力，自无可采。
上诉之后， 台湾高等法院2006年度保险上易字第20

号判决支持一审见解，认为：“按消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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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2款规定，“企业经营者”系指“以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提供服务为营业者”。

〔13〕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系指“以消费为目的而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者”。

〔14〕叶启洲：“人寿保险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契约审阅期间之问题研析”，载《保险专刊》第28卷第1期。

〔15〕同上注。

〔16〕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10条规定：“（第1项）金融服务业与金融消费者订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之契约前，应向金融消费者充分说明该金

融商品、服务及契约之重要内容，并充分揭露其风险。 （第2项）前项金融服务业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之说明及揭露，应以金融消费者能充分了解方式为

之，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风险等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之重要内容；其相关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

特别策划：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实务问题研究

第1项固规定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定型化契约前，应

有30日以内之合理期间，供消费者审阅全部条款内容。 惟

该条项所谓30日以内之合理期间， 参照同条第3项规定，
仍应参酌定型化契约条款之重要性、 涉及事项之多寡及

复杂程度等事项，为合理判断，并非所有定型化契约均应

一律给予30日之审阅期间。 经查，系争保险契约系属定型

化契约，为两造所不争执，而系争保险契约之要保人即上

诉人之妻刘某某于决定是否与被上诉人签定系争保险契

约前，依一般情形判断，既得自行决定是否签约，并得依

其自由选择欲投保之保险契约种类， 并非完全受制于定

型化契约之险种， 又上诉人复未举证证明要保人于订约

时，有何无从选择缔约对象及无拒绝缔约余地之情形，或

有其他显失公平情事。 另系争保险契约、附表及其附注均

系依保险主管机关财政部审核核准之示范条款所订定，
而被上诉人于1998年4月21日与要保人签定系争保险契

约时， 已依规定提供要保书填写说明及保险单条款复印

件供要保人参酌，当时要保人并无异议，被上诉人于要保

人投保后，并依系争保险契约第3条第1项约定，无条件提

供10日之契约撤销权期间， 供要保人自行决定是否撤销

投保系争保险契约之意 思表示。 足认系争保险契约于

1998年4月21日签定时，上诉人及要保人业已审阅了解系

争保险契约之约定内容，并知悉其得依系争保险契约第3
条第1项之约定，于系争保险契约之保险单送达要保人之

翌日起10日内， 无条件撤销其与被上诉人签定系争保险

契约之意思表示。 该项要保人得无条件撤销系争保险契

约之权利，显与上开消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1给予消费者

合理契约审阅期间之规定相当， 应解为被上诉人就系争

保险契约业已给予要保人或上诉人合理审阅期间， 与消

费者保护法上开规定并无违背。 且依该条第2项后段关于

要保人撤销之意思表示生效前所发生之保险事故， 仍在

保险人即被上诉人承保范围内之约定判断， 其给予被保

险人之保障， 显较非属保险契约之一般定型化契约更为

周全， 从而自不得以关于一般定型化契约之所谓合理审

阅期间之规定，遽予否认系争保险契约之效力。 况系争保

险契约之要保人既未依上开期限行使其契约撤销权，并

持续投保系争保险契约逾7年后， 发生本件保险事故时，
始为上开主张，自违反诚信原则，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

不得主张系争保险契约、 附表及其附注对于上诉人不利

部分条款之效力， 自无可采。 被上诉人主张系争保险契

约、附表及其附注之相关约款均属有效约定，自属有据。 ”
（三）评析
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1规定：“（第1项）企业经

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定型化契约前， 应有30日以内之合理

期间，供消费者审阅全部条款内容。 （第2项）违反前项规

定者，其条款不构成契约之内容。 但消费者得主张该条款

仍构成契约之内容。 （第3项）中央主管机关得选择特定行

业，参酌定型化契约条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项之多寡及复

杂程度等事项，公告定型化契约之审阅期间。 ”
在保险契约关系中，除少部分的特殊情况下（例如保险

合作社），保险人大多符合消费者保护法所称之“企业经营

者”定义（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2款）、〔12〕而要保人亦大

多符合该法之“消费者”定义（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1
款），〔13〕保险契约亦符合“定型化契约条款”之定义（台湾消

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7款），从而多数类型的保险契约应有台

湾消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1关于定型化契约条款审阅期间

的适用。 但因为台湾保险主管机关并未针对保险契约公告

契约审阅期间，故保险契约之合理审阅期间如何认定，颇有

疑义；加上将“条款不构成契约之内容”此一法律效果若适

用于保险契约，将可能出现许多不恰当的结果。 例如：因为

审阅期间的规定将造成契约延后成立的结果， 要保人与被

保险人将在契约审阅期间内将自行承担保险事故发生的风

险；〔14〕若保险人不符合审阅期间之规定，要保人据以主张与

承保范围直接相关的契约条款 （例如除外条款、 等待期间

等）不构成保险契约内容，亦将造成不同要保人之间的不公

平待遇的结果，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以及危险共同体中其他

成员的利益；〔15〕因为台湾消费者保护法并未就违反审阅期间

的法律效果设有行使期间的限制， 也可能出现消费者订约

并取得全部契约条款多年后， 才主张不利于己之条款不构

成契约内容的现象，实与诚信原则有违。
因此，保险契约虽符合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定型化契

约”之定义，且台湾保险法中亦无明文排除台湾消费者保

护法中审阅期对保险契约的适用， 但法院仍基于诚信原

则， 否定被保险人依台湾消费者保护法来排除不利于己

的保险条款，此一见解，应值赞同。 事实上，在金融消费者

保护法第10条、〔16〕 第11条增订金融服务业之说明义务与

赔偿责任之后， 应同时排除消费者保护法中审阅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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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契约的适用，较为妥当。
五、诚信原则与保险事故发生之可归责性

（一）案例事实
要保人暨被保险人甲， 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人寿保险，

约定保险金额为新台币500万元，并以其父丙为受益人。 嗣

甲于承保期间内，因骑乘机车在中山高速公路上，遭同向

在后行驶之汽车撞及，致头部外伤死亡。 丙向乙请求给付

保险金，乙则拒绝给付，并抗辩：甲将机车骑上高速公路，
系严重违反交通规则之行为， 其因而为他车撞及死亡，乃

属预料中事，实与自杀无异，且其行为有违最大善意原则，
乙就此种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之情形，无需给付保险金。

（二）判决摘要
本件保险人一、二审均败诉，但上诉第三审后，“台湾

最高法院”1997年度台上字第2141号判决 〔17〕则表示：“保

险契约，乃最大之善意契约，首重善意，以避免道德危险

之发生，凡契约之订立及保险事故之发生，有违背善意之

原则者，保险人即得据以拒却责任或解除契约”，进而将

原判决废弃发回。
经更审后再上诉至“台湾最高法院”后，“台湾最高法

院”1998年度台上字第2551号、2001年度台上字第1257号

判决即不再采同一见解。 2001年度台上字第1257号判决更

表示：“查保险事故以具有偶发性为要件，保险人所承担之

危险以非因故意而偶发之危险为限。 是以危险直接因被保

险人之故意行为所致者，保险人固可不负赔偿责任，惟若

危险之发生系因被保险人之过失行为所致，保险人即应负

赔偿责任。 本件被保险人张某信虽系故意骑机车行驶于高

速公路， 但系因诉外人苏某进以时速130公里超速驾驶汽

车追撞其所骑机车后逃逸， 因未获从速救治而告死亡，则

张某信被追撞致死系出于意外，其保险事故之发生应属偶

发性，而非因其故意行为所致，上诉人自应负赔偿责任。 ”
（三）评析
保险契约的最大善意特性不但影响保险契约之订立，

而且持续于存续期间内支配保险契约，更影响保险事故发

生后义务之履行，其影响层面至为广泛。 但是，保险作为一

种分散危险之经济制度，亦须兼顾其填补被保险人所受损

害，亦即消化个人损失之功能。 因此，保险法并未将所有违

反最大善意原则之情况均规定为“保险人免责”。
为兼顾保险作为分散损失之经济制度的功能，立法者

已区分被保险人等违反最大善意原则之态样与程度，分别

赋予不同之法律效果。 因此，最大善意原则之适用即非漫

无限制， 而必须在不违反此等具体规定及其立法精神之

下，作为法理，由法院于个案中审慎加以运用，以免因过度

强调最大善意原则， 却破坏保险制度之分散损失功能，妨

害保险契约目的之达成。 〔18〕因此，在保险法上并不存在“凡

契约之订立及保险事故之发生， 有违背善意之原则者，保

险人即得据以拒却责任或解除契约”之一般性原则。
被保险人基于故意、 重大过失或轻过失等事由所导

致的损害，保险人应否负承保责任，虽与诚信原则息息相

关， 但这已牵涉保险契约之主观承保范围 （主观除外危

险）的问题。 对此，台湾保险法第29条第2项已明定：“保险

人对于由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之过失所致之损

害，负赔偿责任。 但出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之

故意者，不在此限。 ”则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行为所致损

害，保险人是否得免责，即不可单纯地以最大善意原则问

题看待之， 而却应尊重保险法对主观承保范围所为的立

法决定。 被保险人之重大过失，依通说及向来实务见解既

然均认为仍属保险人应负责的范围内， 自然不应再以其

行为违反最大善意为由，而使保险人免责。 因此，上述“台

湾最高法院”1997年度台上字第2141号判决的见解并不

妥当，应以后来的1998年度台上字第2551号、2001年度台

上字第1257号判决为妥。
六、诚信原则与责任保险中的利益冲突

（一）案例事实
甲拥有汽车一辆， 除依法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

外，并与乙保险公司订立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契约，
约定保险金额为300万元。 某日甲之子丙（19岁）驾驶该汽

车外出，不慎撞及行人丁成伤。 丁诉请甲、丙二人负连带

赔偿责任，于诉讼中，丁提出新台币252万元之要约，甲通

知乙公司参与后，乙公司表示仅愿于220万元范围内同意

该和解，致甲、丁间之和解不成立。 两造续行诉讼后，法院

判决甲、丙应连带赔偿丁315万元（省略尾数）及迟延利息

确定。 嗣后乙公司仅支付300万元之保险金。 甲因认权益

受损，诉请乙公司赔偿甲、丙所额外负担之赔偿责任、迟

延利息、诉讼费用及第三审律师费。 乙公司抗辩其所负责

任以保险金额为上限为由而拒绝之。
（二）判决摘要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2008年度保险上易字第5号判

决支持一审决定，认为：保险人仅愿赔偿220万元，而置对

于被保险人有利之和解条件于不顾，使被保险人无法与被

害人达成和解， 终致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应连带赔偿315万

〔17〕本件判决之详细评释，请参阅叶启洲：“论保险契约之承保范围与最大善意原则”，载《月旦法学杂志》第48期；另收录于拙著：《保险法专题研

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39-62页。

〔18〕桂裕先生虽谓违反最大善意原则者，“保险人得据以拒却责任或解除契约”，但其系以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第64条）及特约条款（第66条）为论

述对象。 参见氏著：《保险法》，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台湾最高法院”欲以之推论出“所有违反最大善意原则者，保险人均得据以拒却责任或解

除契约”之结论，尚嫌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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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宗荣：《新保险法》，作者发行，2007年，第397页；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496页；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

公司2011年版，第305页。

〔20〕王卫耻：《实用保险法》，文笙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

〔21〕施文森：《汽车保险及其改进之研究》，1991年自版，第123-128页。

〔22〕施文森：“保险法部分修正条文之研讨”，载《保险法论文第一集》，1988年自版，第295页。 刘宗荣教授亦采同一见解，参阅氏著：“论保险人无

正当理由拒绝同意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和解———评台南高分院2008年度保险上易字第7号判决”，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92期。

〔23〕陈雅萍：“论责任保险人于危险事故发生时之参预权与其为被保险人利益之防御义务”，国立政治大学保险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6月，第

5、103-104页。 王卫耻先生甚早即参考英美法例提倡保险人之防御义务，并对现行法第91条未将抗辩定为保险人之义务多所批评，参阅氏著：《实用保

险法》，文笙书局1981年版，第213-214页。

〔24〕同注〔22〕，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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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法定迟延利息， 远超出原可预期成立之和解金额，堪

认保险人拒绝同意被保险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者，并无正

当理由。 保险人应同意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同意和解，难认

保险人已依系争保险契约之债务本旨， 履行系争保险契

约。 保险人未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应依民法第226条第1
项对被保险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赔偿范围包括被保险人与

被害人间诉讼所支出之诉讼费用、律师费，以及应对被害

人支付的迟延利息。 但不包括被保险人对被害人所负超过

保险金额的赔偿责任（315万元-300万元=15万元）。
（三）评析

1.责任保险中的利益冲突

台湾保险法第93条规定：“保险人得约定被保险人对

于第三人就其责任所为之承认、和解或赔偿，未经其参与

者，不受拘束。 但经要保人或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参与而

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借故迟延者，不在此限。 ”依此，保险人

得于保险条款中为和解参与权之约定， 一般责任保险实

务上亦均有此一和解参与权条款。 和解参与权之目的，在

于避免被保险人因为定有责任保险契约， 而随意对于第

三人（受害人）承认超过实际责任范围之赔偿责任，或与

第三人达成不合理之高额和解或赔偿， 致有害于保险人

及危险共同体之利益，〔19〕故有其正面之意义。
但因保险人依保险契约应负之责任， 原则上以保险

金额为限， 而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通常并无上

限，故可能发生保险人藉由拒绝同意和解条件，来迫使被

保险人以诉讼来确定其赔偿责任， 若判决结果低于原和

解条件，保险人即可获得减少给付之利益；但若判决结果

高于原和解条件，则主张其保险责任以保险金额为上限，
使被保险人自行承担超过保险金额的损害赔偿责任。 此

种情况为责任保险所隐藏的利益冲突问题， 应予适当解

决。 若容许保险人以被保险人之利益在诉讼上冒险，来追

求自己降低责任之利益，显然有违反诚信原则之虞。

2.保险人之适当和解义务

为避免保险人滥用和解同意权， 致损及被保险人之

利益之结果，台湾学说上曾提出数种解决方法。
有参考英美保险法通例认为：“保险人有参与和解之

权，相反自被保险人立场言，此亦系其应尽之义务。 上述

保险人之和解义务，系来自双方当事人之共同利益关系，
固尤甚于纯粹之契约关系……”；〔20〕有学者不但直接肯定

保险人负有和解义务，〔21〕 并主张应将保险法第93条后段

修正为“依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和解方案，保险人应付之

赔偿金并未逾越保险金额， 而因保险人无正当理由拒绝

同意，致和解不成立；如诉讼结果，被保险人应负之赔偿

金额，超过保险金额者，保险人对于该超过部分，亦应负

赔偿责任。 ”〔22〕

此外，亦有参考德、日学说，从责任保险之机能出发

而认为责任保险人依据保险契约之给付义务， 并不限于

责任确定时之给付保险金， 更包括于责任确定过程中对

第三人赔偿请求之防御（防御义务）在内。 〔23〕此项防御义

务之具体内容，系指为被保险人进行适当抗辩，如第三人

提出适当之和解条件， 则保险人应有同意该和解条件之

义务（又称为“和解义务”），否则即属不适当之防御。
上述各种学说见解的说明角度虽略有差异， 但结论

上均肯定责任保险人负有适当和解的义务， 本文亦赞同

之。 此项义务之基础在于诚信原则以及责任保险之权利

保护机能，可解为系责任保险契约上之附随义务。 〔24〕若和

解条件并无明显偏离被保险人实际上应负 之赔偿责任

时，保险人即有同意该和解条件之义务。 惟个案中之和解

条件是否明显偏离被保险人之实际责任， 应依客观情况

个别认定，不宜仅以和解条件未逾保险金额，即认为保险

人有同意该和解条件的义务。 但因保险人通常较被保险

人更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故应承担此一判断风险。 若事后

法院判决认定之赔偿责任数额高于原和解条件， 保险人

应举证证明其义务违反并无过失， 始能免负违反适当和

解义务的责任。

3.违反适当和解义务之效果

保险人违反适当和解义务时之法律效果如何？ 被保

险人之请求权基础何在？ 影响被保险人于诉讼上之权益

甚巨。
（1）侵权行为

曾有判决认为， 保险人对于符合保险人及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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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台湾云林地方法院2008年度保险字第3号判决。

〔26〕依前注判决所载，被保险人曾主张：“美国实务上亦认为，保险人如已控制和解之决定权，而于考虑和解之要约时未尽善意，则对于被保险人

因此所受之损失，应负赔偿责任。 又责任保险人非法拒绝和解，美国判例上均视为侵权行为，但若于某种情形下，保险人拒绝和解，兼有违约及侵权行

为之性质者，被保险人得择一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语。

〔27〕例如：王卫耻先生认为：“保险人之和解义务，系来自双方当事人之共同利益关系者，固尤甚于纯粹之契约关系，故如保险人违背此义务时，

被保人既可提出侵权行为之诉，亦可提出债务不履行之诉，但二者仅可选择其一，并须受有关法律时效及不同赔偿范围之限制。 ”见氏著：《实用保险

法》，文笙书局1981年版，第214-215页。 另施文森教授于介绍美国法时即表示：“多数法院认为保险人若已控制和解之决定权，而于考虑和解要约时未

尽善意，则对于被保险人因而所受损失负赔偿责任。 责任保险人非法拒绝和解，于美国判例上均视为侵权行为。 但若于某种情形下，保险人之拒绝和

解兼有违约及侵权行为之性质者，被保险人得就二者中择一行使其赔偿权。 ”参阅氏著：《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271-274页。

〔28〕同注〔20〕，第108页。

〔29〕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2008年度保险上易字第5号判决认为保险人应依“给付不能”负赔偿责任，似有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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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和解拒绝同意者，被保险人得依台湾民法第184条

第1项之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25〕此一见解除了可能系受被

保险人主张之影响外，〔26〕 或亦系因学说上有提倡应参考

美国法以侵权行为处理，故采此见解。 〔27〕

惟台湾民法第184条第1项前段系规定：“因故意或过

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 ”本项之首要

构成要件为“权利”之侵害，而保险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同

意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和解， 并未侵害被保险人之 “权

利”，纵被保险人因而负担较高之损害赔偿责任，亦仅属

“纯粹经济上损失”，不符本项之构成要件。 而同条项后段

之侵权行为，须为“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

于他人”为必要。 被保险人因负担较高额之赔偿责任，固

属受有“损害”。 所谓“善良风俗”，通说系指国民的一般道

德观念，则保险人拒绝同意和解，尚不至于到达违反一般

道德观念之程度，故违反适当和解义务时，亦不构成民法

第184条第1项后段之侵权行为。 〔28〕又因保险人之适当和

解义务系自诚信原则以及责任保险契约之机能与目的解

释而来，现行法律并无具体之明文规定，故保险人违反适

当和解义务时，亦未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从而亦无构

成民法第184条第2项之可能。
（2）债务不履行

适当和解义务既可认为系责任保险人依保险契约所

负有之附随义务， 保险人违反此一义务致被保险人受有

损害时，即构成不完全给付。 〔29〕因被保险人所受之损害除

了因给付迟延对第三人应给付之迟延利息外， 尚包括其

对第三人所负担且逾越原和解条件数额之赔偿责任，故

被保险人得依民法第227条第1项、第2项向保险人请求债

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惟保险人应依债务不履行负责者，
仅限于被保险人因此对第三人所负担之迟延利息及逾越

和解条件之责任， 不包括该诉讼中之诉讼费以及律师费

用，因为依保险法第91条规定，保险人本即应负担此等诉

讼上之必要费用。

4.令保险人负担超过保险金额之责任，有无违反对价

平衡原则

依前述理论处理结果， 保险人依约给付之保险金加

计不完全给付之损害赔偿后， 其最终所负之责任将逾保

险金额。 然保险人系依保险金额核计保险费，被保险人如

可获得超过保险金额之补偿， 是否有违保险契约之对价

平衡原则？ 就此笔者采否定见解，因为对价平衡原则仅适

用于保险给付， 而保险人在保险金额之外的债务不履行

赔偿责任，则系因其违反适当和解义务所生，与其承担危

险之对价无关。 责任基础既有不同，自然不能均以对价平

衡原则衡量之。 况且此部分的责任并非当然存在，保险人

本可藉由适当履行其和解义务而避免债务不履行赔偿责

任的发生。 因此，在责任保险人违反适当和解义务时课予

其不完全给付之赔偿责任，无违对价平衡原则。
七、结语

从本文整理的案例类型可知， 诚信原则在保险契约

履约纠纷的处理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其不仅可用

以加强保险消费者的保护， 也可以用来排除部分要保人

滥用保险制度来获得不当利益， 有助于保险制度的长远

发展与运作。 经由实务上运用诚信原则处理的若干案例，
也可以凸显保险法不够完善的部分， 进而作为将来保险

法修正时的重要参考。 就本文所举案例观之，要保人订约

时违反据实说明义务， 事后并故意拖延请求给付保险金

来规避保险人解除契约的可能性， 应该在法律中明文加

以排除； 台湾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定型化契约条款的事前

审阅期及其违反效果， 不符合保险之特性与一般要保人

之利益，且有遭滥用的可能性，应排除其对保险契约的适

用；被保险人因重大过失致保险事故发生者，应依保险法

中有关主观除外危险的规定处理之，不宜上纲至诚信（善

意）原则，导致架空法律规定；责任保险人利用和解同意

权使被保险人承担超额赔偿责任的风险， 来追求自己降

低责任的机会，不符诚信原则，应从理论上课予保险人适

当和解之附随义务，若有违反，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负损

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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