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保險行銷之法律意義 

第一節 概說 

保險行銷之目的，即是藉由種種管道，與要保人訂立保險契約。行銷

學上，著重於如何與潛在保戶建立起種種接觸之管道，以爭取訂立保

險契約之機會，故其銷售過程可分為保戶開拓→爭取面談→建立信任

→發現需要→建議→說明→促成→後續追蹤→遞送保單→售後服務

→保戶開拓，此一流程又稱為銷售循環。 

保險行銷過程中，上述銷售循環中的任一流程，皆具有行銷學上之重

要性，但保險行銷之真正目的，乃在於「促成」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之

保險契約，而要保人與保險人之契約至何種程度才算到達「促成」之

地步﹖就法律之觀點而言，保險契約之權利與義務皆由保險契約之成

立與生效起始，故「保險行銷」，用法律面的觀點來解釋，即是促使

保險契約成立與生效之種種方法與過程。 

然而，在保險行銷之過程中，以壽險行銷為例，保險人幾乎均要求在

保單簽發之前，先行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因此，保險行銷之過程中，

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性者，除了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之外，保險費之

收取亦屬保險行銷過程中重要之一環。而保險費之法律性質，學說上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其在保險行銷過程中實具有舉足輕重之重要

性，本文擬於以下將各家學說介紹之，並提出一己之淺見。 

由於保險行銷之主要目的，就法律面之觀點而言，乃在於成立保險契

約，因此，本章論述之重點，集中於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之探討以

及保險費之交付在保險契約之成立過程中所具有之重要性。 

第一項 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保險實務上，在保險契約促成之前，皆由保險業務員對於保險消費者

提出保險建議書，並且進一步對保險建議書提出說明，保險業務員所

提出之建議書，及其對建議書上所列保險商品內容所作之說明，究竟

具有何種法律上之重要性，換言之，保險建議書之提出及其對建議書

之說明，究竟是保險契約之要約，抑或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引誘？若為

要約，則建議書上所列之內容及業務員對其所作之說明，在保險消費

者為同意購買保險商品之意思表示時，即成為保險契約內容之一部



份。反言之，若為要約引誘，則建議書上所列之內容及業務員對其所

作之說明，並不具保險法上之重要性，其內容亦非保險契約之一部

份，倘有不實或錯誤之情形，保險消費者亦無從依保險契約之關係，

請求保險人負責，亦即，保險建議書之內容及業務員對建議書之說

明，倘有不實之情形，其風險須由保險消費者一方承擔。 

對於保險行銷在法律上之意義所採取之解釋不同，對保護保險消費者

之周延度亦有不同，保險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保護保險消費者之必要

性毋庸置疑，但保護消費者須保護至何種程度方屬合理，則為保險契

約法上之重要課題。 

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既是保險行銷之主要目的，故保險行銷究竟

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抑或為要約引誘，對於保險契約如何成立及何時

成立，如何生效及何時生效，即具有重大之關連性。對於保險契約之

成立與生效，學說上容有不同之看法，本文將於後文介紹之。 

第二項 保險費之交付 

保險行銷之過程中，保險公司在簽發保單之前，多會要求要保人先行

交付保險費，保險費之交付，對於保險契約之成立及效力具有何種影

響力，保險費在保險契約法上究竟屬於何種定位，均屬有待探討之問

題，學說上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於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行銷

一大法律問題，本文除於本文介紹各家學說之外，乃不揣簡陋發表一

己之淺見。 

第二節 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 

第一項 統一說 

由於保險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

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

後簽訂。」一般多將要保人之要保解為要約，而保險人之同意承保解

為承諾i。 



壹. 保險契約成立 

一. 要保人要約 

保險契約，依慣例皆由要保人扮演要約提出之角色，通常多填寫要保

申請書，向保險人為保險契約要約之意思表示，且同時履行保險法上

之契約前告知義務及說明義務，要保人以填寫申請書之方式為要約

時，一般而言，有關契約內容之事項皆已包括在申請書內，重要者如

保險費、保險客體、保險事故種類、保險金額，所適用之保險單條款，

及保險期間等ii。 

二. 保險人承諾 

要保人於合法之要約行為完成之後，保險人之承諾須以意思表示向要

保人為之。然若有其他行為可確定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保險契約亦

為成立，譬如保險單或保險費收款單之寄予等iii。 

另有認為，要保書若經保險人審核其所載之內容，符合其可保條件，

則「視為」對該準備訂立保險契約之要約已被承諾iv。 

三. 要約與承諾一致 

要保人提出保險契約之要約，而保險人據以為承諾為保險契約成立之

一般原則，而例外者，若保險人將要約之內容擴張、限制、或變更而

為承諾，則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v，又遲到之承諾亦視為新要

約，要保人必須為承諾之意思表示，保險契約，始為成立。此承諾之

意思表示亦可經由保險費之交付得知vi。 

亦即保險契約成立之時點，除非有保險人將要約之內容擴張、限制、

或變更而為承諾，及承諾遲到之例外，原則上在保險人為同意承保之

意思表示時，或有其他行為可確定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時，保險契約

成立。 



貳. 保險契約生效 

由於生效要件之具備為常態，生效要件之欠缺為變態，故保險契約具

備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後，原則上保險契約即成立且生效，亦即成立

與生效之時點通常為一致vii。 

保險契約生效之時點與成立之時點相同，在此說中，以保險人同意承

保之意思表示到達要保人時，保險契約成立且同時生效。 

參. 小結 

在本說之下，保險行銷不過是保險契約之要約引誘，保險行銷之過程

及方式縱有不合理或不實之處，或許有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問題，但保

險建議書之內容及業務員對建議書之說明，由於尚非訂立契約之要

約，故縱有不實之情形，其不實之部份亦不因此而成為保險契約之一

部份。 

第二項 非統一說 

在保險契約洽定的過程中，雙方當事人所為之眾多意思表示，何者構

成要約，何者構成承諾，應就實際情形判定之，不能一概而論viii。多

數學者多將要保人之要保解為要約，而將保險人之同意承保解為承

諾。此一見解於保險人在要保書上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

保，不生效力」等類似文義之情形，固可如此解釋ix，但若要保書上

無此類似文義之記載，則屬有待商榷。 

壹. 保險契約成立 

一. 保險人保留核保權 

1. 要保人要約 

若保險人在要保書上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

等類似文義之時，代表保險人欲保留其核保權，故要保人之要保僅為

保險契約之要約。 



2. 保險人承諾 

若保險人在要保書上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

等類似文義之時，則要保書之提出為保險契約之要約，保險人同意承

保之意思表示為保險契約之承諾。 

3. 要約與承諾一致 

要保人以要保書所為之保險要約與保險人以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所

為之保險承諾達於一致時，保險契約即為成立，然若有其他行為可確

定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保險契約亦為成立，譬如保險單或保險費收

款單之寄予等，此與上述統一說並無分別。 

二. 保險人未保留核保權 

1. 保險人要約x 

A.. 保險人招攬保險而未保留核保權 

依契約法原理，第一個意思表示之發動，除表意人聲明不受拘束或依

其性質可認無受拘束之意思，而得視為要約引誘之外，應視為要約，

而有拘束表意人之效力(民法154 I)。故保險人使用其業務員(保險法8 

I)或透過其代理人(保險法8 )向要保人招攬保險，若保險人印製之要

保書並未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或類似文字，

即要保人並未保留核保權，則其招攬保險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54條

規定，即構成要約。 

B.. 以販賣機、廣告回函、機場櫃台等方式銷售保險 

在國外，保險公司以販賣機(vending machines)、廣告回函(direct mail)

或在機場或其他地點設置櫃台(desk in airport or other places)等方式銷

售保險，可謂極為普遍，此等直接行銷方式在我國亦逐漸出現xi，通

常係保險人將保險之主要內容印製成一張要保書或投保卡，要保人閱

讀後欲投保時，僅需在要保書或投保卡上簽名，留存一聯，將另一聯

投入櫃台或寄回保險公司，即完成投保手續。因此，保險人招攬保險

之意思表示，即構成保險要約。 



C.. 保險人發出未保留核保權之續保要保書 

保險公司為維持業務並服務客戶，常在保險期間即將屆滿前寄發續保

要保書給客戶，要求客戶續保。此等要保書通常載明續保契約之主要

內容，並聲明如要保人同意續保，僅需將續保要保書簽名後寄回保險

公司即可。如續保契約之內容(如保險標的、保險金額、保險事故、

保險費及保險期間等)有所變動，續保要保書上通常載明「本續保契

約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或核保通過)，不生效力」；如其他契約均與原

保險契約相同，僅保險期間更新者，則可能無類似之聲明。若保險人

未在續保要保書上保留核保權，則其向要保人寄發續保要保書應解為

要約。 

2. 要保人承諾xii 

A.. 保險人招攬保險而未保留核保權 

保險人若未保留核保權，而透過其業務員或代理人向要保人招攬保

險，要保人如同意承保，即填寫保險人印製之要保書並在要保書上簽

名或蓋章，則要保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構成承諾。 

B.. 販賣機、廣告回函、機場櫃台等方式銷售保險 

若保險公司以販賣機(vending machines)、廣告回函(direct mail)或在機場

或其他地點設置櫃台(desk in airport or other places)等方式銷售保險，要

保人在要保書或投保卡上簽名，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即構成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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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C.. 保險人發出未保留核保權之續保要保書 

若保險人未在續保要保書上保留核保權，則其向要保人寄發續保要保

書應解為要約，而要保人簽名同意續保，應解為承諾，續保契約於要

保人簽名寄回續保要保書時，意思表示合致。 



3. 要約與承諾一致 

在保險人保留核保權之情形中，保險契約由要保人提出要約之意思表

示，經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後，若要約與承諾合致，則保險契約

於承諾之意思表示到達要保人後，保險契約成立。 

若保險人未保留核保權，而有種種招攬行為時，其保險行銷手法上所

為之意思表示，如已包括保險契約成立所需之必要之點，則其意思表

示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要保人得據其以為承諾，若要約與承諾合致，

保險契約於要保人承諾之意思表示到達保險人之時成立。 

貳. 保險契約生效 

由於生效要件之具備為常態，生效要件之欠缺為變態，故保險契約具

備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後，原則上保險契約即成立且生效，亦即成立

與生效之時點通常為一致xiv。 

因此，在保險人保留核保權之情形下，以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

到達要保人時，保險契約成立且同時生效。而若保險人未保留核保

權，而有種種招攬行為時，其保險行銷手法上所為之意思表示，如已

包括保險契約成立所需之必要之點，則保險契約於要保人承諾之意思

表示到達保險人之時成立且同時生效。 

參. 小結 

在本說之下，保險行銷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引誘抑為保險契約之要約，

端視保險人是否保留核保權而決定。 

若保險人在要保書上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

等類似文義之時，代表保險人欲保留其核保權，故要保人之要保僅為

保險契約之要約，保險行銷之過程及方式縱有不合理或不實之處，或

許有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問題，但保險建議書之內容及業務員對建議書

之說明，縱有不實之情形，其不實之部份亦不因此而成為保險契約之

一部份。 

若保險人印製之要保書並未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

效力」或類似文字，即要保人並未保留核保權，則其招攬保險之意思



表示依民法第154條規定，即構成要約，保險建議書之內容及業務員

對建議書之說明，皆為保險契約內容之一部份，倘有不實之情形，其

不實之部份亦成為保險契約之內容，保險人須對其負保險契約法上之

責任。 

第三項 學說評析 

壹. 統一說 

一. 優點 

1. 解釋一致 

無論保險行銷之方式如何，對於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之過程與時

點，均作同一之解釋，不至於有矛盾產生，並減少判斷上之困難。 

2. 深具特色 

無論保險行銷之方式如何，一律將要保人解釋為要約一方，而保險人

為承諾之一方，並且對於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之過程與時點，均作

同一之解釋，等於部份排除契約法判斷契約行為之基本原則。在本說

之下，契約法中關於要約與承諾之規定，在保險契約上，幾無適用之

餘地，如此，保險契約在契約法之領域中自成一格，別具特色。 

二. 缺點 

1. 缺乏法理基礎 

主張此說者，所持之理由大多認為，依照慣例，保險契約皆由要保人

扮演要約提出之角色，通常多填寫壽險要保書，然後由保險人據此決

定是否為承諾之意思表示xv。 

此說以慣例為理由，而一律將要保人解釋為要約一方，而保險人為承

諾之一方，排除契約法中關於要約與承諾規定之適用，法理基礎似嫌

薄弱，何況保險行銷形態日新月異，以舊有之慣例，解釋新型態行銷

方式下所成立保險契約之要約與承諾，以及保險契約成立與生效之過

程與時點，不僅不合理，而且過於僵硬。 



2. 忽略交易實情 

保險公司以販賣機(vending machines)、廣告回函(direct mail)或在機場或

其他地點設置櫃台(desk in airport or other places)等方式銷售保險，可謂

極為普遍，通常係保險人將保險之主要內容印製成一張要保書或投保

卡，要保人閱讀後欲投保時，僅需在要保書或投保卡上簽名，留存一

聯，將另一聯投入櫃台或寄回保險公司，即完成投保手續。此時要保

人填寫及寄回要保書或投保卡之行為，難道還是保險要約嗎？如果還

是要約，為何保險契約一經要約即可成立與生效？ 

交易形態日新月異，以舊有之慣例，強行解釋新型態之交易，有漠視

交易形態之轉變，忽略交易實情之嫌。 

承諾自由之不當限制 

若將保險人之同意承保解為保險契約之承諾，則保險契約成立與生效

之時點，係在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到達要保人之時。 

在壽險實務運作上，要保人須繳交第一期保險費，保險公司方有可能

承保。在人壽保險中，倘若要保人已交付第一期保險費，而於保單送

達要保人之前發生保險事故之時，保險人可否不為保險契約之承諾？

換言之，保險人對於要保人之保險要約，是否有任意承諾之自由？本

例情形若採肯定之見解，則保險人並不因此而負保險理賠之責。若保

險人既已收取保險費，卻因保險事故在契約成立之前發生，而故意不

為保險契約之承諾，此時保險契約無由成立，被保險人無法取得保險

之保障，此種結果，似與一般人之法律感情不合。而若採否定之見解，

似又否認契約自由之原則，茲將其情形分述如下 

A.. 契約自由原則xvi 

契約自由之原則為契約法之指導原理，契約自由者，指當事人得依自

己意願參與契約之訂立，同時自由決定契約內容之意。一般以為，其

內涵包括下列四項： 

a.. 訂立自由 

即訂立契約與否，任由當事人意志決定，法律不加干涉，又可分為要



約自由及承諾自由。 

b.. 相對人選擇自由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相對人訂立契約，不負與特定人非定契約不可之義

務。 

c.. 內容自由 

契約之內容，得由當事人任意決定，只要不違背公序良俗即可。 

d.. 方式自由 

契約之成立，是否採取一定方式，原則上由當事人決定，法律不加干

涉。 

 

根據契約自由之原則，保險人對於保險契約當然有其承諾與否之自

由，惟貫徹契約自由之原則，若產生流弊之時，即有加以限制之必要，

此為契約社會化之理念xvii。惟在我國保險法及民法之上，並無具體條

文得限制保險契約之承諾自由，若欲強行以此理念解釋上述不合理現

象，必將動用債法最高指導原理�誠實信用原則。一旦動用此一原

則，無異對於現行保險契約法，契約自由之公平性所為之否定。 

B.. 69年台上字3153號判例 

69年台上字3153號判例要旨：保險契約之簽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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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甚明。若

保險人向要保人先行收取保險費，而延後簽訂保險契約，則在未簽訂

保險契約前，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竟可不負保險責任，未免有失公

平。故同條第二、三項又作補充規定，以杜流弊。其中第三項之補充

規定，既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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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此種人壽保險契約，係於預收

相當於第一期保險金額時，附以保險人「同意承保」之停止條件，使



其發生溯及的成立效力。如果依通常情形，被上訴人應「同意承保」，

而因見被保險人柯清松已經死亡，變為「不同意承保」，希圖免其保

險責任；是乃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一百零一條第

一項規定，視為條件已經成就。此時被上訴人自應負其保險責任。 

C.. 學者看法 

主張統一說者，有認為我國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為

所謂的「承諾前死亡」擔保條項xviii。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為承諾前

死亡之問題，認為保險人在知悉事故發生後決定是否承諾之階段，不

得以已發生事故為理由而拒絕承諾，應與無發生保險事故之通常情形

的同一判斷基準而決定是否承諾，於此種階段保險人並無承諾之自由
xix。 

亦有以為，在須經核保之保件，要保人之要保固為要約，惟保險人之

是否同意承保，應視該保件客觀上是否符合該保險人之可保條件而

定，保險人並無完全決定之權利xx。要保書若經保險人審核其所載之

內容，符合其可保條件，則「視為」對該準備訂立保險契約之要約已

被承諾xxi。 

猶有甚者，認為保險人如實際上收受保險費或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

者，除因欠缺生效要件，所致之無效，撤銷或效力未定之情形外，保

險契約應視為已經成立xxii。但此說將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混為一

談，並不足採。 

另有認為，保險契約之成立，尚有所謂意思表示依擬制合致而成立者
xxiii，所謂擬制合致，指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實際上雖尚未達於一致，但

在法律上卻擬制已經合致。其情形可分產、壽險說明之： 

財產保險 

現行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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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保險人在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前，只要已收取保險費，雖尚未表

示同意承保，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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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險 

財政部(64)台財錢第20276令規定： 

「人壽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之保險費時，應於預

收保險費後五日內為同意承保與否之表示，逾期未為表示者，即視為

同意承保。」 

此函直接擬制保險人同意承保，至為顯然xxiv。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二條規定： 

「本公司對本契約應負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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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憑證。 

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之保險費而發生

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本條第二項亦擬制保險人收取第一期保險費為保險契約成立，故雖尚

未簽發保險單表示同意承保，仍須負保險責任xxv。 

財政部(64)台財錢第 20276令規定已於 90年廢止，擬制成立的法理基礎更顯不
足。 

管見 

年台上字 3153號判例評析 

本判例否認保險人有任意承諾之自由，誠值贊同，而此判例所持之看

法，是否已足以解決上述情形在契約自由與公平正義原則之間，所產

生之矛盾？本文於此，則持否定之見解，其理由如下： 

I 停止條件只與保險契約生效與否有關 

條件係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的成就與否，決定法律行為效

力的發生或消滅的一種附款xxvi。而停止條件為限制法律行為發生效力

的條件，附停止條件的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xxvii。因此，

停止條件成就與否僅與法律行為是否生效有關，與法律行為是否成立

並無關聯。 



在契約法上，是以兩個相對立之意思表示合致為成立要件，若契約中

附有停止條件，則此停止條件亦是此達於合致之意思表示之一部份，

契約必須成立，契約之附款�停止條件方能成立，契約有溯及生效或

不生效之可能，卻無溯及成立或不成立之觀念。因此，停止條件成就

而使契約發生溯及成立效力之說法，不知所據為何。 

契約溯及生效，至多只能溯及至契約成立之時生效，不能溯及至契約

成立之前生效，任何契約，成立時點必在生效時點之前，本例中，保

險人尚未為保險契約之承諾，保險契約自然尚未成立，契約成立之前

所發生之保險事故，保險人自不負理賠之責，即使以契約效力溯及之

理論，亦不可能使保險人之責任溯及至保險契約成立之前，而對保險

契約成立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負理賠責任。 

II 施行細則4條III無適用之餘地 

若堅持要保人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提出者，而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之承諾

者，則保險契約，須在保險人承諾到達要保人之時方才成立，承諾未

到達之前，保險契約尚未成立，有關保險契約之任何權利義務並不存

在，保險人在要保人為保險要約並交付第一期保費之後，未為保險承

諾之前，保險責任並不存在，即使此時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亦無保

險理賠之義務，蓋因此時保險契約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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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本例之情形，保

險人既惡意不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保險契約並未成立，如何產生

溯及至預收第一期保險費時開始生效之效果？ 

b.. 學說評析 

由上可知，多數學者不認為保險人有完全承諾之自由，而其法理依

據，卻僅有學者以擬制合意之觀點能加以解釋，但管見以為，擬制合

意惟法律方能為之，主張該說之學者對「擬制合意」一詞所為之定義

亦為此xxviii，但其所舉之財政部(64)台財錢第20276令及「人壽保險單

示範條款」第二條卻為行政命令，且財政部(64)台財錢第20276令已

於90年廢止，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關於人民

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

之」，行政命令並無創設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事項之效力，因此以擬制



合意為解釋依據，認為保險契約在要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險費時保險契

約即已「視為」成立，在法理基礎上，尚有疑義。 

本文以為，保險人無承諾之自由在法理上之根據並不明確，即使現行

壽險保單示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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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條款在保險人同意承保之前，亦即保險契約成

立之前並不發生效力，本條款立意雖好，但在契約成立之前，所有契

約條款皆未成立，亦無生效之可能，因此並無用武之地。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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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為解釋之依據，

亦面臨相同之困難，有逾越母法之嫌疑，其次，保險法施行細則在法

律位階上僅為行政命令，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關

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

命令定之」，因此能否以此命令做為違背契約法原則之解釋依據，而

限制保險人之承諾自由，並令保險人在契約成立之前即負危險承擔之

責任，解釋上並非無疑。 

c.. 小結 

I. 缺乏法理基礎 

學說主張被保險人於承諾前死亡之情形，應限制保險人之承諾自由，

此種觀點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本文甚感贊同，但惜法理基礎薄弱，

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 

II. 導致不合理結果 

即使認為保險人在此情形下無承諾與否之自由，必須強制其承諾而使

保險契約成立，但此種解釋將產生一問題，即保險事故之發生係在保

險契約成立之前，若欲使保險人負保險給付之責，必須承認保險契約

生效之時點，係在保險契約成立之前，更明確的說，保險契約之生效

時點，係落在要保人為保險要約之時。 

依據契約法之原則，契約之成立必在契約生效之前，或者契約之成立

與契約生效同時，契約無先生效而後成立之理，但在保險契約上確有



例外，即所謂「追溯保險」，而追溯保險係在通信技術尚未發達之時

代，於當事人善意訂立契約時，社會要求其與在通常保險期間內發生

事故者，為同樣之法律處理為其根據xxix。而本例之情形，與追溯保險

顯然有別，不宜為相同之解釋。質言之，契約生效時點必在契約成立

之後或與契約成立同時，不得與追溯保險為相同之解釋。 

III. 思維模式之再檢討 

依據本說所產生之不合理處已如上述，契約自由原則與公平正義原則

之間在此說之下的確已產生無法解決之衝突，契約先成立而後生效之

法理原則，在此說下亦已面臨動搖之窘境，保險契約之成立，一律由

要保人要約，保險人承諾之思維模式是否有堅持之必要，亟待商榷。 

規避要約拘束力 

採取本說者，所有保險招攬行為或保險行銷手法，因皆在要保人提出

保險要約之前，故解釋上，一律都是保險要約引誘，所有險件都需經

要保人提出保險要約，而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之後方始成立，此

種解釋過於武斷且不符交易實情，茲分述如下︰ 

A.. 直效行銷 

保險公司以販賣機(vending machines)、廣告回函(direct mail)或在機場或

其他地點設置櫃台(desk in airport or other places)等方式銷售保險，已成

為保險行銷之重要方式，通常係保險人將保險之主要內容印製成一張

要保書或投保卡，要保人閱讀後欲投保時，僅需在要保書或投保卡上

簽名，留存一聯，將另一聯投入櫃台或寄回保險公司，即完成投保手

續，此等行銷方式稱之為直效行銷。要保書及投保卡上通常記載。此

時要保人填寫及寄回要保書或投保卡之行為，顯然已是保險承諾，此

等行銷方式顯然已是保險要約，於此，統一說於邏輯上顯然無法自圓

其說。 

B.. 傳統行銷 

保險公司於傳統上通常是透過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於統一說，

保險業務員之保險招攬行為為保險要約引誘，本文基於下列理由，反



對此種解釋 

a.. 保險業務員業經授權 

保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為係經保險公司授權並無疑義，有疑義者，係在

招攬行為之內涵及保險人授權之範圍，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對此有

明文界定。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內之行

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

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左列之行為： 

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單條款。 

二、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三、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四、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 

 

由此條文得知，保險業務員在其授權範圍內所為之行為，視同保險人

之行為，保險業務員既有解釋保險商品及保險單條款之權限，其解釋

正確者，故無可議，但保險業務員在保險行銷之過程中，若對保險商

品之內容做出誇大不實之解說或對保險單條款做出不盡相符之解

釋，其不利益應由保險人方面承擔方屬合理，因為保險業務員在對保

戶解說保險商品及保險單條款之時，視同保險人對保戶所為之解說，

其不利益自當歸其承擔。 

但若依統一說，保險行銷之所有招攬手段皆屬保險要約引誘，即使其

手段有何不當之處，保險人亦不受其限制，蓋保險人並未為保險要

約，故無要約之拘束力，保險人對所有不實行銷行為，皆無庸負保險

契約上之責任。 



即使要保人因保險業務員對保險商品所為之不實說明而產生欲與保

險公司訂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及表示意思，最後為表示行為時，其

與保險公司所訂之保險契約，亦與當初保險業務員所詮釋者並不相

符，要保人對於最後與保險人簽訂之保險契約，並無訂立之效果意

思，此種解釋之結果，對於保險交易之安全實為極大之戕害。 

保險契約通常為定型化契約，要保人對契約內之專業術語及艱澀之內

容，多數不具閱讀及了解能力，其對保險契約條款之了解方式，通常

只能透過業務員之解說，而保險公司對保險業務員亦有授權，如此，

若認為保險業務員之行為僅為保險要約引誘，似乎有輕忽保險業務員

在保險交易上應有之重要性，保險人方面亦有逃避要約拘束力規範之

嫌疑。 

由上述分析可知，若依統一說，保險業務員所為之任何不正當手段以

促成保險契約之成立者，保險人對其不正當行為皆無須負保險契約上

之責任，如此解釋，豈非鼓勵保險人放任其保險業務員為欺騙保險消

費者之行為。另外，保險業務員之素質參差不齊，其對保險商品之解

說不確實或對保險單條款說明錯誤，有時並非基於其故意或過失，此

種保險商品之解說不確實或對保險單條款說明錯誤之不利益，應由保

險人一方承擔方纔合理。因此，若採統一說，必將導致保險人對保險

業務員之增員更加肆無忌憚遂行其擴張策略，不顧保險業務員之素質

及忽略對所屬業務員之監督管理，而保險業務員在保險行銷過程中所

扮演之重要性已如前述，若保險人只以業務能力為導向，採用保險素

養不佳之業務員，對於保險消費者之權益保護為一大損害。 

b.. 保險建議書之法律性質 

依據一般壽險契約之行銷態樣而言，通常保險業務員均會對保戶先提

出所謂保險建議書，保險建議書中，通常包含保險期間、保險事故種

類、保險契約部份條款、保險客體、保險金額、被保險人得請求之保

險給付以及保險費等，然後保險業務員再對其所建議之保險組合為進

一步之解說，保險消費者之一方僅能聆聽其解說或對其內容提出問題

而請求解答，對於該業務員所建議之保險組合中之保險費、保險條

款、保險事故種類及保險期間等，並無議價及協商之餘地，其可意思

決定之空間，僅有要求不同之保險組合及保險金額之自由，事實上對

於組成該建議書上之各分別內容並無協商議價之空間，實務上，一般

壽險行銷之過程中，保險消費者通常皆未能先行收到保險條款並事先

閱讀，故其對該保險組合之所有了解皆來自於保險建議書之記載。 



保險契約之成立，必須保險要約與保險承諾之意思表示在保險契約內

容必要之點已達合致，而保險契約必要之點，學說上認為有保險費、

保險事故種類、保險客體、保險期間xxx及保險金額xxxi。保險建議書之

內容既已包含所有保險契約必要之點，且要保人已無協商議價之餘

地，要保人若欲訂立保險契約，僅能選擇接受或不接受其所提出之內

容，依據統一說，要保人欲訂立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為保險要約，此

時，保險要約之自由已受相當大之限制，而僅存要約與否之自由，要

約內容決定之自由已全然喪失，要約人無要約內容之決定自由，實難

想像。 

若要保人選擇接受並對保險人為欲訂立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時，依據

統一說，由要保人提出要保書對保險人為保險要約，保險人根據其要

約之保險種類予以承諾，保險契約因此成立，由於保險要約之一方為

要保人，因此要保人須受其所提出之保險要約之拘束，而保險人並不

受其保險業務員提出之保險建議書所記載內容之拘束，因保險建議書

之內容僅為要約之引誘，並非保險要約，故非保險契約之內容，保險

人當然不受其拘束，倘若保險建議書之內容與保險條款並不相同而有

不實記載之情形，保險人亦不受其拘束，此種解釋之下，交易之安全

在保險契約中幾乎蕩然無存。 

意思表示必須具備效果意思、表示意思及表示行為xxxii，保險要約及保

險承諾亦為意思表示，故亦須具備此要件，依據統一說，要保人為保

險要約之提出者，故其要約之意思表示須有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

思、表示意思及表示行為，而保險要約之效果意思，即是其所欲成立

之保險契約之內容，要保人對保險契約內容之了解，來自於保險業務

員所提出之保險建議書及其對該保險組合所為之解釋，故其保險要約

之效果意思應與該保險建議書及業務員對其所為之解釋相同，而保險

人所為之承諾意思表示之效果意思，則是根據其預先擬定之保險定型

化契約條款，此時倘若保險建議書及保險業務員對該建議書所為之解

釋，與保險契約定型化條款有所衝突，則保險要約之效果意思與保險

承諾之效果意思並不合致，嚴格說來，此時謂保險契約因此成立，似

有可議之處。 

C.. 小結 

實務上，保險行銷之方式不僅多元化，且日益更新，倘若堅守要保人

要約，保險人承諾之原則，已無法解釋瞬息萬變之保險行銷策略，況

且此種原則缺乏法理基礎已如上述，其次，保險契約為定型化契約，



要保人之一方並無與之議價及協商之能力，再者，保險契約條款用詞

艱深，多由專業之士所擬定，其內涵非為一般保險消費者大眾所能完

全理解，必待素質良好之保險業務員詳細解說條款，方能使保險消費

者產生欲訂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保險消費者欲訂立保險契約之效

果意思若為保險要約，則須受要約之拘束力，反觀保險業務員說明保

險商品及解說條款之行為，為保險消費者欲訂立契約之效果意思來

源，卻不受任何拘束，此種解釋，將導致保險消費者權益嚴重受損，

本文無法贊同。 

貳. 非統一說 

一. 優點 

1. 符合交易實情 

保險行銷方式不同，保險要約、保險承諾及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自

有可能不同，就各種行銷方式及個別契約為判斷，自然較能符合交易

之實情。 

2. 符合契約法原理 

在保險契約洽定的過程中，雙方當事人所為之眾多意思表示，何者構

成要約，何者構成承諾，就其實際情形判定之，此種解釋，完全按照

契約法之原理為判斷基準，較具法理基礎。 

二. 缺點 

1. 解釋不一致 

保險契約之要約與承諾，完全依照交易過程之實際情形為判定，如

此，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時點，在判斷上，對保險消費者而言，容

易產生混淆的情形。例如，前述在要保人已交付保險費投保死亡保

險，而在保險人未為同意承保之表示前，被保險人已身故之情形，倘

若要保人在投保當時所為之意思表示為保險要約者，則因保險事故發

生之時，保險契約尚未成立，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反之，倘

若要保人在投保當時所為之意思表示為保險承諾者，則保險事故發生

之時，保險契約已經成立，保險人必須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同一保險事故，卻因保險人是否保留核保權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解釋

結果，保險消費者在投保當時，並無能力意識到保險人是否保留核保

權，會對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具有如此大之影響，保險人在要保書

上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等類似文義，對於

廣大消費者大眾而言，不過是一段敘述性之文字，而這段文字卻有使

保險人保險要約之意思表示變成為保險要約引誘之意思通知，要保人

之保險承諾變成為保險要約之法律效果，如此解釋，對保險消費者而

言，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時點，將成為不清楚之概念，倘若發生前

段所述之問題時，保險消費者在理解上，會以為保險公司在相同之事

故上，有時候會理賠，有時候不會理賠，如此，對保險契約之保障功

能產生疑慮。 

無法解決承諾前死亡之問題 

本說認為，依契約法原理，第一個意思表示之發動，除表意人聲明不

受拘束或依其性質可認無受拘束之意思，而得視為要約引誘之外，應

視為要約，而有拘束表意人之效力(民法154 I)。故保險人使用其業務

員(保險法8 I)或透過其代理人(保險法8 )向要保人招攬保險，若保險

人印製之要保書並未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

或類似文字，即要保人並未保留核保權，則其招攬保險之意思表示依

民法第154條規定，即構成要約。 

因此，若保險人印製之要保書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不

生效力」或類似文字，保險人透過其業務員向要保人為招攬保險之表

示，只構成保險要約引誘，而要保人之填寫要保書為投保之意思表示

為保險要約，保險人之同意承保為保險承諾，此種情形下與統一說之

推演結果即無二致。 

在要保人繳交保險費且為保險要約之意思表示後，被保險人於保險人

為保險承諾前死亡之情形，亦與統一說遭遇相同之難題，亦即，保險

人有無承諾與否之完全自由，保險契約生效之時點可否在契約成立之

前。此諸問題皆無法獲得合理之解釋。 

3. 核保通過≠同意承保 

本說認為保險人使用其業務員(保險法8 I)或透過其代理人(保險法8 )

向要保人招攬保險，若保險人印製之要保書並未載有「本保險非經本

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或類似文字，即保險人並未保留核保權，

則其招攬保險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54條規定，即構成要約，要保人



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構成承諾xxxiii。 

反言之，倘若保險人印製之要保書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司同意承

保，不生效力」或類似文字時，業務員或代理人向要保人招攬保險之

行為及所為之表示僅為保險要約引誘，要保人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僅

為保險要約，須經保險人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保險契約方始成立。 

同意承保與核保通過並非相等之概念，核保係保險人對險件為危險測

量及危險估計之必要程序，「核保通過」與否，端視該險件之危險狀

態是否符合保險人所訂立之承保條件，其結果係一事實狀態，並非意

思表示，而是否「同意承保」係基於保險人之主觀意願，所為之意思

表示，兩者概念並不相同，質言之，「核保通過」並不代表保險人「同

意承保」，核保通過與否固然為保險人是否同意承保之重要參考指

標，但核保通過並不能使保險人負有同意承保之義務。 

保留保險契約之承諾權，與保留核保權並非相同之概念，保留保險契

約之承諾權者，保險契約須經保險人為保險承諾方纔成立，而保留核

保權之形態可能有兩種，第一種情形，保險人保留核保權亦保留承諾

權，亦即保險契約須經保險人核保通過之後，再為保險承諾，保險契

約方始成立與生效；第二種情形，保險人僅保留核保權而未保留承諾

權，此種情形，要保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構成承諾，保險契約成立，

而於保險人核保通過時，保險契約生效。 

「核保通過」與「同意承保」為不相同之概念，已如上述，此說以保

險人是否保留核保權為判斷保險行銷手法是否為保險要約之標準，邏

輯上並不正確。 

第四項 管見 

壹. 保險行銷之法律地位 

關於保險契約之成立，保險契約之要約人與承諾人究竟為何，學說上

容有上述統一及非統一兩說之見解，統一說著重交易慣例，由交易慣

例主張應採一般性原則，認為由要保人提出保險契約之要約，而保險

人據以為承諾為保險契約成立之一般原則，而例外者，若保險人將要

約之內容擴張、限制、或變更而為承諾，則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

約xxxiv。 

而非統一說著重交易實情，認為保險商品交易形態日新月異，保險契



約當事人雙方，究竟何者為要約，何者為承諾，應就契約成立之實際

情形判定之，不可一概而論xxxv。 

統一及非統一二說均有所據，且各有其優點已於前文說明，本文之基

本立場較為贊同非統一說之觀點，亦認為必須尊重交易形態之改變而

為不同之解釋，畢竟保險行銷態樣之轉變及多元化，為保險市場上之

事實，若強以過去之慣例，統一解釋契約之成立過程，不免有漠視交

易實情之嫌。但本文並不贊同以要保書上是否有載明「本保險非經本

公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等類似文義為判斷標準。 

契約之傳統分析法，將契約成立前協商過程中之眾多意思傳達分為要

約引誘、要約、反要約及承諾，但現今大多數保險契約之成立形態，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方幾無協商能力，契約之內容完全由保險人一方

所決定，並無協商空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僅能決定是否接受，而且

契約之完整內容係由保險人提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之成

立上，係處於被動之地位，但要約之意思表示在契約之成立上，屬於

主動之意思表示，而保險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保險契約要約之意思表

示，必須提出保險定型化契約之所有條款，他方始能據其條款為承諾

之意思表示，保險契約方能根據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達於意思合致

而有效成立。 

保險契約之要約既為主動之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所須必備之成立要

件，自須一應俱全，本文以為，欲判斷保險契約成立過程中之眾多意

思表示，何者為要約，應視交易之實際狀態中，表意人是否有提出保

險契約要約之完整能力及事實而定，因此，管見以為保險行銷之法律

性質究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引誘，抑為保險契約之要約，首先須考慮要

保人是否有提出保險契約要約之完整能力及事實，其次須視交易之實

際狀態而定。倘若要保人無此提出保險契約要約之完整能力及事實，

保險契約欲有效成立，保險契約之要約者必為保險人一方，如此，保

險行銷之法律性質在此意義之下，即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而若要保人

有提出保險契約要約之完整能力及事實，則要保人為保險契約之要約

者，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之承諾者，保險行銷之法律性質即為保險契約

之要約引誘。 



貳. 保險行銷之法律分析 

一. 意思表示之成立xxxvi 

要約與承諾係屬意思表示，因此須具備意思表示必備之要件始能成

立，意思表示云者，將企圖發生私法上一定效果之意思表示於外部之

行為。由是可知，意思表示係由二個因素構成之，一為內心之意思，

一為此項意思之外部表示。內心意思如何難以測知，須經由表示行為

而使其在外部上可以認識。「意思」依其「表示」而成形，二者合為

一體，構成意思表示，故意思表示可分為客觀要件及主觀要件，茲將

其情形分述如下 

1. 客觀要件 

係指外部之表示行為而言，即在客觀上可認為其在表示某種法律效果

意思，例如﹕在契約書上簽名，在拍賣場舉手，在自助餐廳取食物食

之，將硬幣投入自動販賣機等是。 

2. 主觀要件 

指內心之意思而言。在通常情形，表意人客觀所表示者，與主觀上所

希冀者固屬一致，但意思與表示不一致者亦屬有之。因此產生一項基

本問題，即表意人方面須具備何種主觀要件，始可將外部之表示認為

係其「意思表示」，而賦予一定之法律效果。傳統學說為便於在概念

上易於處理內心意思與外部表示不一致之各種情況，特將意思表示之

主觀要件分為行為意思、表示意識及效果意思，茲分述之︰ 

A.. 行為意思 

即表意人自覺的從事某項行為，如少女羞澀點頭答應男友之求婚，或

路人舉手招呼計程車。書立契約賤賣古董，雖遭脅迫，仍係基於行為

意思，為倘以藥物麻醉或催眠他人，執其手簽名於文書之上，則被麻

醉之人係受物理上之脅迫，失其知覺，僅供加害人之機械作用，當無

行為意思之可言。 



B.. 表示意識 

或稱為表示意思，即行為人認識其行為具有某種法律行為上之意義，

如發信訂貨，打電話表示解除契約，坐計程車等屬之。反之，不知身

處拍賣場而舉手招呼朋友，行為人根本不自知其行為在法律上有何意

義，即不具表示意識。 

C.. 效果意思 

即行為人欲依其表示發生特定法律效果之意思。效果意思與表示意識

應嚴以區分，於後者，行為人認識其表示具有「某種」法律上意義，

而於前者，行為人企圖依其意思之表示發生「特定具體」之法律效果，

例如甲寫信給乙，欲以二百萬元購A屋，甲知其發信具有某種法律

上意義，是為表示意識，而欲以二百萬元購A屋，則為效果意思，

倘甲誤書乙三百萬元購B屋時，其仍具有表示意識，但其所表示者，

與其「效果意思」即屬不一致。 

二. 契約之成立 

1. 契約成立之方法xxxvii 

A.. 要約、承諾一致 

即一方為訂約之意思表示（要約），另一方為允諾訂約之意思表示，

二者趨於一致之訂約方式。其為最常見之契約成立方法。 

B.. 要約交錯 

即當事人互為同一內容之要約，或稱交錯要約或要約吻合。要約交

錯，民法雖無明文，但學理上均肯定其為契約成立方法之一。 

C.. 意思實現 

意思實現者，要約生效後，因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契約即為成立，

要約受領人無庸再進一步為承諾之契約成立方法。 



2. 契約之成立要件xxxviii 

契約為法律行為類型之一，法律行為之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即當事

人、標的、意思表示者是，斯三者亦為契約之成立要件。惟契約之所

以有別於其他法律行為，乃在於其係基於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茲之合

意，學理上稱之為意思表示一致。意思表示之一致，一般分為客觀合

致及主觀合致說明之。 

A.. 主觀合致 

主觀合致，指一方之意思表示，有願與他方之意思表示相結合成立契

約之意思而言，亦即雙方均有締結某一特定類型契約之意思，始屬主

觀合致。 

B.. 客觀合致 

契約因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立，係契約本質之當然，此項合意必須

及於契約之全部內容，包括必要之點及非必要之點。所謂必要之點，

指某種契約不可欠缺之要素，例如在買賣，為標的物及其價金，在僱

傭，為勞務之提供及報酬。所謂非必要之點，包括常素(及某種原素

常構成某種契約之內容，例如出賣人之瑕疵擔保)及偶素(即某種法律

事實，因當事人特別表示，而成為契約之內容，例如附條件及期限。) 

民法第153條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

於非必要之點，未經意思表示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然此規

定在定型化契約之情形下，其功能似有受到限縮，如交易上常見之契

約(例如保險契約、委建合建契約)，其內容雖甚複雜，當事人對於每

一個條款均須合意，契約始能成立xxxix。 

三. 定型化約款訂入定型化契約xl 

依定型化契約之主體是否為營業種類型為主體，可將契約分為「定型

化消費者契約」及「定型化商業性契約」。消費者契約之主體為「消

費者」與「商人」，交易標地物是「物品與服務」者，主體間「交涉

能力」及「注意能力」差距甚大。商業性契約之主體均為經營及營業

種類之「商人」，交易標的物在營業項目之範圍內，因此主體的「交



涉能力」及「注意能力」沒有差別或差別甚小。由於契約思潮已由傳

統「商業利益」為主轉換為以「消費者利益」為主，因此在研究定型

化約款訂入定型化契約時，因此在研究定型化約款訂入定型化契約

時，英德諸國悉以此標準加以區分，對「消費者契約」採嚴格態度，

對「商業性契約」採寬容態度。 

據上所述，定型化約款之訂入「定型化消費者契約」與「定型化商業

性契約」可分別稱為「定型化約款訂入定型化消費者契約」及「定型

化約款訂入定型化商業性契約」，至於定型化約款之經「個別商議」

而訂入契約者，不論為消費者契約或商業性契約均成為「個別商議契

約」，有民法之規定可資規範。 

定型化約款訂入消費者契約之要件 

在消費者契約，商人必須(1)提醒消費者注意其欲以定型化約款訂立
契約(2)給予相對人合理機會使消費者能了解定型化契約之內容(3)消
費者同意以該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三者具備時，該定型化約款才訂

入定型化契約。茲析述如下: 

提醒相對人注意定型化約款 

定型化約款使用人有義務就特定法律行為提請相對人注意其欲以定

型化約款訂立契約之事實。提請相對人注意定型化約款訂立定型化契

約須達到合理程度，提請相對人注意之方法依特定交易種類之具體環

境可使用個別提請注意或公開張貼公告提請注意。提請注意之語言或

文字必須明白清楚。 

給予消費者合理機會了解定型化約款內容 

約款使用人必須給予相對人合理機會，使其有充分時間了解定型化約

款之內容。 

消費者同意以該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 

相對人同意使用該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該同意得以明示或默示之方

法為之，但無論如何，須相對人「同意」使用該定型化約款為要件。 



定型化約款訂入商業性契約之要件 

定型化約款訂入商業性契約與訂入消費者契約主要不同有二(1)定型
化約款之訂入商業性契約適用一般民法之訂約理論。(2)定型化約款
可以因「系列交易理論」、「特定種類之商業實務」或「商業慣例」之

適用而訂入契約。 

由於商業性契約之主體均是商人，就其營業項目之法律行為有相當之

經驗以及知識，有足夠注意能力了解定型化約款之內容，有足夠交涉

能力變更定型化約款之規定，因此在訂立契約之過程中，無須特別保

護，只要適用民法契約理論即可。 

而當事人因多次交易均使用同一內容之「定型化約款」，使當事人產

生信賴關係，因此定型化約款非明白地被排除，不待約定即當然訂入

契約，此為「系列交易理論」。 

若以「定型化約款」已成為某種交易之「既成慣例」，則不論他方當

事人是否已經知悉或應該知悉此種慣例，定型化約款均成為契約之一

部分。 

四. 保險定型化約款訂入契約 

 保險契約為定型化契約，而保險定型化約款欲成為契約之一部分，
須受前段所述要件之限制，因此保險定型化約款欲成為保險契約之一

部分須視保險人之相對人為消費者或商人，而受有不同之規制，茲分

述如下: 

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 

學說上對消費者之解釋大致相同，所謂消費者指(1)非因經營商業而
訂立契約(2)他方當事人在其營業範圍內訂立契約(3)契約通常係提供
私人使用消費之貨品或服務之類型xli。依此定義，人身保險契約為保

險消費契約，殆無疑義。而在非人身保險之中，一般火災保險，汽車

保險，汽機車強制責任險等在實務上歸類為個人保險類別的險種，大

多皆為保險消費契約，其保險定型化約款欲有效訂入保險契約，保險

人皆須履行(1)提醒消費者注意其欲以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2)給予相
對人合理機會使消費者能了解定型化契約之內容(3)消費者同意以該
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等三項要件。 



保險人與商人 

保險人與商人為契約主體的險種，如產品責任險，公共意外責任險，

僱主意外責任險等實務上歸類為企業保險之險種，多為此種類型，但

並非絕對，如企業為其營業場所購買火災保險，其性質為保險消費契

約，而契約為其營業場所購買公共意外責任險則為保險商業性契約，

相同當事人，相同標的物，但目的不同則有可能成立不同性質之契

約，解釋上還是要依(1)是否因經營商業而訂立契約(2)是否他方當事
人在其營業範圍內訂立契約(3)是否契約係提供私人使用消費之貨品
或服務之三標準來判別，保險人之相對人若為商人，則其定型化約款

之訂入保險契約只須依民法上之原理判斷即可。 

五.保險契約之成立 

保險契約成立之方法 

由於保險契約為附合契約，定型化契約，保險人之相對人若為消費者

時，為保險定型化消費契約，此時保險契約之成立，應以符合保護消

費者之精神為原則，故本文特將無協商條款內容與議價能力之保險消

費者與有議價協商能力之商人分別其情形而為討論。 

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 

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主體若為保險人與消費者時，則要保人一方無保

險契約之要約能力，蓋要約為契約成立之主動的意思表示，而保險契

約為定型化契約，其內容多為保險人委請專家學者擬訂或由主管機關

主動制訂以供保險人採用之標準條款，其內容充斥著各種艱澀難懂之

保險及法律專業術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方在缺乏專業知識之前提

下，缺乏閱讀保險契約條款之意願，更遑論在閱讀之後能了解其所代

表之意義及法律效果。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一方，既然無能力自行由

條款之內涵了解其所代表之法律意義，又何從由條款中產生保險契約

要約之意思表示所需具備之效果意思，既無效果意思，其表示行為自

非完整無瑕疵之意思表示，因此，管見以為，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主

體若為保險人與消費者時，保險行銷之種種方法，多為保險契約之要

約，茲將其情形述之如下︰ 



保險人要約 

以人壽保險為例，人壽保險為保險消費契約殆無疑義，依據一般壽險

契約之行銷態樣而言，通常保險業務員均會對保戶先提出所謂保險建

議書，保險建議書中，通常包含保險期間、保險事故種類、保險契約

部份條款、保險客體、保險金額、被保險人得請求之保險給付以及保

險費等，然後保險業務員再對其所建議之保險組合為進一步之解說，

保險消費者之一方僅能聆聽其解說或對其內容提出問題而請求解

答，對於該業務員所建議之保險組合中之保險費、及保險條款等，並

無議價及協商之餘地，實務上，一般壽險行銷之過程中，保險消費者

通常皆未能先行收到保險條款並事先閱讀，故其對該保險組合之所有

了解皆來自於保險建議書之記載及業務員之解說。 

換言之，保戶一方對於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多來自於保險業

務員對契約條款及其所提出之保險建議書所為之解說，契約成立之

前，幾乎皆未能事先閱讀保險契約條款之內容，即使事先閱讀，亦不

能完全了解其所代表之法律意義，必須經過保險業務員以較為淺顯之

文字及語言對契約條款進一步說明，方能產生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

意思，亦即保戶之一方對於產生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係屬被

動性質，須經保險人進一步之解說方能形成。 

意思表示之第一要件，須有無瑕疵之效果意思始可xlii，而保險契約為

定型化契約，當事人對於每一個條款均須合意，契約始能成立xliii，而

契約欲依要約與承諾一致而成立，首要要件，必須要約意思表示達於

完整且無瑕疵，在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為保險人與消費者之情形下，

以壽險契約之成立為例，消費者根本未能事先拿到契約條款，況且對

複雜及專業用語的契約條款，並無己力理解的能力，蓋要約須有完整

之效果意思、表示意識、行為意思及表示行為，而此種情形下，消費

者既無己力理解保險契約條款之能力，關於要約意思表示中之效果意

思即有欠缺，對契約條款內容之理解尚屬不能，何有提出之可能。因

此，管見以為，消費者並無提出完整且無瑕疵之要約意思表示之能力。 

b.. 要保人承諾 

就壽險行銷之現狀而言，無論經由保險業務員之傳統行銷或直效行銷

之方式所成立之保險契約，保險消費者並未主動且無能力主動提出保

險契約之要約，而保險業務員對保險消費者之保險招攬行為不僅主



動，且其保險招攬行為及對契約條款所為之解說亦經保險人之授權
xliv，根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

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內之行為，因此，保險人之種

種行銷方式，在此意義之下，即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意思表示。 

要保人在保險人方面所為之詳細解說下，產生訂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

思後，所為同意訂立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為保險契約之承諾。 

c.. 要約與承諾一致 

保險人所為之要約與要保人所為之承諾若達於一致，則保險契約即時

成立。 

B. 保險人與商人 

契約主體若為保險人與商人，由於雙方交涉機會與協商能力較為相

當，如再保險，貨物運送保險契約，律師事務所與保險人訂定之律師

責任險，企業為其產品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僱主所投保僱主意外責任

險等均是，當事人雙方皆有保險契約要約之完整能力，此時端視何方

有保險要約之事實，保險契約在他方為保險承諾，且要約與承諾達於

一致時保險契約成立。 

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 

民法 153條之適用限制 

民法第153條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

於非必要之點，未經意思表示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然保險消費契約為定型化契約，當事人雙方對於保險契約必要之點，

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此種情形並不存在，因此無

推定成立保險契約之可能。定型化契約之內容包含契約所有必要之點

與非必要之點，沒有分別提出之可能，僅必要之點與非必要之點之效

果意思致強度不同，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之效力與非必要之點合致

之效力有優劣之別。 



在定型化契約之情形下，如交易上常見之契約(例如保險契約、委建

合建契約)，其內容雖甚複雜，當事人對於每一個條款均須合意，契

約始能成立xlv。 

又在定型化約款訂入消費者契約要件之規制下，保險人須(1)提醒消
費者注意其欲以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2)給予相對人合理機會使消費
者能了解定型化契約之內容(3)消費者同意以該定型化約款訂立契
約。三者具備時，該定型化約款才訂入定型化契約，因此，本文認為，

保險消費契約的定型化約款欲訂入保險契約，則保險契約之要約人必

須恆為保險人一方，而於保險人提出契約內容之後，尚須履行上述三

項要件，定型化約款方能訂入契約，而上述(3)消費者同意以該定型
化約款訂立契約之要件滿足時，即為消費者一方為保險契約之承諾。 

倘保險消費者一方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則保險人一方無論如何承諾，

由於其未能滿足(1)提醒消費者注意其欲以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2)給
予相對人合理機會使消費者能了解定型化契約之內容(3)消費者同意
以該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等三要件，定型化約款是無法訂入保險契約

已如上述，因此，保險消費契約既為消費者契約又為定型化契約，其

意思表示合致過程唯有由保險人要約，要保人承諾，要約與承諾一致

而成立之形態方能使保險定型化約款訂入保險契約，因此，保險消費

契約成立之意思表示合致過程，由於其定型化消費者契約之特性，民

法 153條第二項並無適用之可能。 

保險定型化約款之合致 

交易上常見之契約(例如保險契約、委建合建契約)，其內容雖甚複雜，

當事人對於每一個條款均須合意，契約始能成立xlvi，此為契約法之原

則下推論所得之當然結果，惟保險契約條款之內容繁雜，充斥著法律

及保險之專業用語，保險消費者欲對每一條款深入解析，勢必曠時費

日，但定型化契約貴在迅速，因此，傳統之契約成立形態，已不敷解

釋保險定型化契約之成立過程，惟當事人對於每一個契約條款均須合

意，契約始能成立之原則，仍須維持，因此，有學者將保險契約條款

分成三類，即保險消費者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保險消費者賦予一般

同意之條款及保險消費者並未知悉且未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xlvii，藉以

解釋保險契約條款達於合意之過程，茲分述如下： 



a. 保險消費者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xlviii 

一般消費者在購買保險時，其所在意之事項為保險人能提供那些保障

以承擔其危險；為了獲得保障，應該繳納多少保險費；保障期間多久

等。保險人為了吸引消費者購買保險，自然必須根據消費者關注之事

項，就其所願提供之保障範圍、保險期間、保費多寡等事項，督促其

展業人員或代理人向消費者詳加說明，使消費者能夠與其他保險人所

提供之保障作一比較，以決定是否向其購買保險。根據此種銷售過

程，我們可以得知，一般消費者對於個別保險契約中所特有之條款，

例如有關保險費、承保範圍之金額限制、承保期間之長短以及保險契

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等條款，會因保險人之展業人員或代理人之主動

說明而有所認識，從而賦予特殊之同意xlix。 

因此，所謂被保險人曾賦予特殊同意之契約條款，係指經過其展業人

員或代理人主動說明，而且消費者是在經過保險人之解釋說明後，基

於對此類條款之認知，而使其成為契約之內容。依據傳統之契約理

論，此種類型之契約條款，因為被保險人曾賦予特殊之同意，可以有

效地定入契約，對雙方當事人皆有拘束力。 

b. 保險消費者賦予一般同意之條款l 

保險之經營具有高度之專業性與技術性，保險契約條款之用語又係艱

澀難懂之專業術語，一般消費者與保險人皆知悉消費者不可能詳細地

閱讀保險契約條款，了解其法律效果。此種認知，使得被保險人除了

對其所知悉之契約條款賦予一特殊之同意之外，更對由保險人單方面

所提出之非不合理或惡劣之條款賦予一概括地同意，同時，此種非不

合理或惡劣之條款不得改變或削減被保險人曾賦予特殊同意之契約

條款之合理意義li。 

由於保險契約條款為標準式條款，使得保險契約係由兩個個別契約組

成，一為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而成之契約，另一為附隨於上述契約之補

充性契約。就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而成立之契約，被保險人對其契約條

款賦予特殊之同意；就該補充性之契約而言，被保險人僅賦予一般性

之同意，其條款僅於不削減由當事人協商而成之主要契約之效力且非

為顯不公平時，方能發生一定之效力。Llewellyn教授認為，消費者所

未閱讀但為印刷鮮明之條款不得削減由當事人協商而成之契約主要

條款之意義。此種印刷鮮明之條款，若被解為消費者曾賦予一般同意



時，可允許其具有執行力，因此種契約條款通常為契約之必要部份。

不論為書面契約或口頭契約，法院均須探究僅賦予一般同意之條款是

否能配合賦有特殊同意之條款，以決定該條款之效力lii。 

對於不會影響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協商而得之承保範圍，且為成立一個

實際並有效之保險契約所必須之程序性條款，縱使非為被保險人所知

悉，亦可基於被保險人曾賦予之一般性同意而承認其效力。此種條款

可能規定繳費方式、寬限期間、索賠程序、締約時告知義務、危險發

生時通知義務等條款。保險契約條款大部分屬於此種條款，事實上，

此種條款為保險契約發生效果之必要手段。欠缺此種條款，保險契約

勢必無法有效地運作liii。 

c. 保險消費者並未知悉且未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

liv 

由於危險種類繁多，當保險人允諾承擔危險時，並非意味著對任何危

險事故致使保險標的毀損滅失而引起之損失皆須負責。在保險合理經

營技術之要求下，某些危險事故、某些損失、某些標的並不具可保性，

如巨災危險、自然耗損或易於遭受實質危險或道德風險之財產lv。對

於不具可保性之事項，保險人須以除外條款或限制條款將其排除於承

保範圍之外。 

所謂除外條款，係止於保險契約中載明非屬於承保範圍事項之條款，

舉例而言，一般除外事項有：本質為巨災性質因而欠缺可保性之危險

事故，如戰爭危險；因產品之使用必然產生之現象，如自然耗損；為

避免因重複給付而使被保險人獲有不當利益而排除其他保險所承保

之財產；因契約所生之責任；因勞工補償法規所生之責任。所謂限制

條款，係指規定保險契約終究承保範圍保險人所願負擔之最大金額之

條款。  

在絕大多數保險契約中，保險人於主要承保範圍條款所決定之承保範

圍，皆會大於其實際所願提供之保障，而後再以除外條款或限制條款

來縮減承保範圍至保險人實際所欲承擔之危險。因此，除外條款與限

制條款之目的不同於程序性條款，其本質乃是為了縮減由契約中原以

訂定之條款所擴張之承保範圍。由於此種條款縮減了保單之承保範圍

所欲包含之損失範圍，因此，保險消費者未就此類條款賦予一般性之

同意。同時，此種條款亦與消費者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相衝突lvi。 



此種形態之條款因未經消費者特別同意，並且會影響消費者已經賦予

特別同意之承保範圍條款之效力，因此，非為有效契約之一部，不得

承認其效力，必須在消費者，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有所知悉並賦予特

殊同意之後，才能承認其效力。為了確保此種形態之條款不會影響到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已經同意之條款的效力，保險人利用此種限制性條

款來拒絕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索賠請求，應只限於保險契約成立前，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曾就此種限制性條款賦予特殊同意之個案。 

 

六. 保險契約之生效 

核保權之法律性質 

核保權為保險人對於保險業務為風險選擇之權利，核保程序為透過客

觀之標準檢視保險業務是否符合保險人所定之可保條件及核算承擔

該風險所須收取的對價，至於其在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的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管見以為核保不通過為保險契約之解除條件。其理由如

下: 

核保通過與否為事實 

核保程序有其準則，保險業務是否核保通過乃為一可確定之事實狀

態，而非意思表示，因此保留核保權並不全然等於保留承諾權，在通

常情形下，保險業務是否能通過核保程序固然為保險人決定是否承擔

危險之重要依據，然並非絕對，實務上保險人先行承擔危險，事後核

保之情形所在多有，由此可知，保險人承保與否與核保權的保留並無

絕對關係。 

實務運作 

─暫保約定 

產險實務上，在未經核保程序之前，暫保單的簽發事所平常，而暫保

的意義就是由保險人先行承擔危險，於評估保險業務之可保性及正式

核算保險費後，再另行簽發保單，從表面看來，保險契約似乎是在核

保程序之後，才由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但實際上保險人的危險承擔



責任，卻早從暫保約定時即已開始，由此可知，保險人是否決定承擔

風險的時點，不一定是在保險業務通過核保程序之後，或有認為暫保

約定與保險契約是兩個不同形態的保險契約，若如此，則暫保約定之

形態的保險契約為何不須先經過核保程序。 

保險人保留核保權，而在簽發暫保單後，核保程序之前發生保險事

故，核保之後發現該保險業務根本不具可保條件，保險公司該如何負

責?保險公司是否該根據暫保約定負危險承擔之責?凡此，皆是認為保

留核保權等同保留承諾權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若依管見，則保險契約自暫保約定時成立，蓋危險承擔之事實係此時

發生，而於核保不通過時解除條件成就，保險契約溯及失其效力。 

─先行收取保險費 

壽險實務上，先行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幾乎已成壽險行銷上之慣例，無

論在體檢件或非體檢件皆如此，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債務之履

行，保險契約倘未成立，又何來債務之履行?契約在債務履行之後，

嗣後體檢結果發現被保險人不符可保條件，此體檢不通過之結果若非

保險契約解除條件之成就，又何從使已經開始履行債務之契約失效? 

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 

保險人並非對每一種危險狀態皆願意承保，其有選擇危險團體構成分

子同質性之權利並不待言，故保險人得保留其核保之權利，保險人保

留核保權之方式，通常係在其印製之要保書上載有「本保險非經本公

司同意承保，不生效力」或類似文字，此段文字究竟具有何種法律上

之重要性，前述非統一說之見解，認為要保書上若印有此段文字，則

保險業務員所為之保險招攬行為即成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引誘，要保書

之提出為保險契約之要約，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為保險契約之

承諾lvii。本文分析該說之真義，顯然認為此段文字係保險人欲保留其

契約之承諾權。 

而管見以為，保險人對其所欲承保之險件有核保之權利，但核保權並

非承諾權，保留核保權並非保留承諾權，核保須有一定之標準，在此

標準之下，核保通過與否為保險人決定承保與否之根據，而核保通過

與否為一事實狀態，與承諾與否不可一概而論，蓋承諾與否為主觀意

欲所為之意思表示，而核保通過與否端視該險件之危險狀態是否符合



核保標準而定，保留核保權與保留承諾權並非相等概念。 

保險契約雙方主體若為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原則上由保險人為要

約，要保人為承諾且要約與承諾一致，保險契約即為成立與生效，此

為本文之淺見，若此，核保權具有何種法律意義，管見以為，核保不

通過，為保險契約之解除條件。 

在保險契約雙方主體為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之情形下，保險契約已因

保險人之要約與要保人之承諾一致而成立與生效，嗣後若該險件未能

通過核保標準，則該保險契約溯及失其效力。 

. 保險人保留核保權 

保險人若欲保留核保權，而於契約中載有「本保件非經本公司核保通

過，保險契約不生效力」之文字，其真意乃表示其在保險契約中欲附

以「本保件若經本公司核保不通過，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之解除條

件。 

產物保險 

核保係保險人對險件為危險測量及危險估計之必要程序，產險件中若

在投保之有關文書中，載有「本保件非經本公司核保通過，保險契約

不生效力」之文字，其真意乃「本保件若經本公司核保不通過，則保

險契約失其效力」，表示保險人欲保留核保權，保險契約在要保人為

投保之意思表示到達保險人時成立與生效，但該產險件若核保不通過

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人身保險 

人壽保險人通常以投保之保險金額高低將人壽保險契約區分為體檢

件與非體檢件，體檢不通過，保險人即不為承保，是否須體檢，由保

險人根據其危險控制程序上，是否具有必要性而決定，體檢件即是對

人身保險契約保留核保權之一種方式，保險人雖未以明文表示保留核

保權，但一般人皆能明瞭保險公司為體檢之意義，因此保險人若對被

保險人提出體檢之要求，即是欲保留核保權之表示。 



I. 體檢件 

保險契約在要保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時成立與生效，惟被保險人若體

檢不符保險公司之承保標準，則保險契約溯及失其效力。 

II. 非體檢件 

人身保險若為非體檢件，且未以其他方式明白表示欲保留核保權，則

保險契約在要保人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到達保險人時，保險契約成立

且生效。 

B.. 保險人未保留核保權 

保險人若未保留核保權，無論產險或壽險，只要當事人雙方為保險人

與消費者時，由於消費者無要約能力，保險契約之要約皆由保險人一

方所為，消費者只要一對保險人為投保之意思表示，保險契約即時成

立與生效。 

3. 保險人與商人 

保險當事人雙方若為保險人與商人，則須就實際狀況判定之，要約與

承諾之意思表示一致時，保險契約即為成立與生效，倘若核保未能通

過，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須注意者，倘若保險人欲以核保通過與否

作為承諾與否之參考要件，亦即核保在承諾之前，則其核保不具任何

法律上之意義。 

參.立論基礎 

一. 保險契約結構 

將保險契約條款依其性質做出分類，本文甚感贊同，蓋保險契約條款

用語艱澀，保險消費者一方實在無法完全理解其內容，但保險契約欲

成立，又必須雙方對所有條款達成合意方可，而欲達成合意，其前提

須契約雙方當事人對契約條款均有完全之理解，而保險定型化契約錯

綜複雜，具有高度之技術性及專業性，欲求保險消費者對保險契約條



款之完全理解實屬不能，若將保險契約在一個整體之下討論，保險契

約勢必不可能達成合意，故將構成保險契約之所有條款做出分類，討

論雙方當事人對種種條款合意上的強度，再根據其合意強度討論整體

保險契約之效力實屬必要，學者將保險契約條款分成三類，即保險消

費者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保險消費者賦予一般同意之條款及保險消

費者並未知悉且未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lviii，其分類所採之標準，係根

據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對該條款在合意上之強度，但其對保險契約條

款如何達成合意之過程卻未述及，本文擬在以下討論保險消費契約之

成立過程。 

1. 要約與承諾 

A.. 要約與承諾為意思表示 

要約與承諾皆為意思表示，故意思表示所需之成立要件，要約與承諾

皆須具備方可，意思表示之客觀要件為表示行為，其主觀要件為行為

意思、表示意識及效果意思。 

通說上認為，效果意思非意思表示之必備要件lix，僅須依其表示行為，

足以由外部將其推測即可，此稱為表示上之效果意思，與內心之效果

意思有別lx。 

在保險契約之要約或承諾之意思表示上，所謂的效果意思所指即為對

保險契約之理解，依據前述通說之見解推論，保險消費者雖對保險契

約條款之內涵欠缺完全之理解，但其對保險契約之要約或承諾之能

力，卻未受其效果意思欠缺所限制。 

B.. 要約與承諾之差異 

a..主動與被動之差異 

要約者，乃以締結契約為目的，而喚起相對人承諾之意思表示，而要

約為主動之意思表示，承諾為被動之意思表示lxi。承諾乃答覆要約之

同意的意思表示lxii。 

觀其定義，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在效果意思要求之程度上亦有其差

別，要約為主動之意思表示，基於保險契約為定型化契約之特殊性，

要約必須已能確定契約之內容，而承諾為被動之意思表示，只要對要



約之意思表示為同意之表示即可，無庸提出契約條款之內容，只要對

要約之內容表示同意，即為有效之承諾。 

效果意思之差異 

通說雖認為，效果意思非意思表示之必備要件，但本文以為，契約既

以合意為基礎，則構成契約之要約與承諾之意思表示，亦必須有其合

意，而欲達成合意，要約與承諾之意思表示，皆須內含效果意思，蓋

因合意者，效果意思之合意也，若無效果意思，其表示行為即使外觀

上已達合致，亦僅為兩個無法律意義之行為，無合意之可言，亦即一

個意思表示行為，無論如何皆須具備效果意思，只不過效果意思之強

度不須達於完全，茲分述如下： 

要約須有完整效果意思 

要約為契約成立之主動意思表示，由於保險消費契約為定型化契約，

其內容包含保險必要之點與非必要之點，其訂立契約之意思表示必同

時包含二者，否則保險契約無由依定型化約款之內容而成立，故保險

契約之要約須已具備契約完整之內容，而關於契約之內容亦須有完全

之效果意思，就契約之成立過程觀之，首先有要約人提出完整之契約

內容，而承諾人為完全同意要約內容之意思表示時，契約依要約之內

容而成立，因此，契約內容必須在要約之階段即已確定，否則承諾之

意思表示即無所附麗，契約亦無由依定型化約款之內容達成合致。 

保險契約為具高度技術性及專業性之契約，其內容已完全定型化，保

險契約之要約必須提出完整之契約條款，方為有效之要約，而所謂的

「提出」契約之內容，本文以為，非為機械性之「提出」一動作，而

是具有契約法上意義之「提出」，而欲使其「提出」具有法律上之意

義，必須以提出者之提出行為有完整的效果意思為基礎，換言之，本

文以為，要約之意思表示必須具有完整無缺之效果意思。 

II.承諾須有概括效果意思 

承諾之意思表示，由於係同意要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因此，只需具有

概括性之效果意思即可，無庸對契約為完整之理解，僅須對要約內容

之重要事項，如：保險標的、保險事故、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及保險

費之約定有完整之效果意思即可，至於程序性之條款，僅須賦予一般



性之同意即可，亦即僅須具備概括的效果意思即可。 

契約以意思表示合致為基礎，定型化契約若依要約與承諾而成立者，

由於要約為主動而承諾為被動之意思表示，因此，必先有內容完整之

要約，而後有同意要約內容之承諾，契約因要約與承諾合致而成立。 

在保險定型化契約之情形下，保險契約之要約意思表示，不僅須有欲

訂契約之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中尚須包含保險定型化契約之所有內

容，亦即須包括保險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提出，而提出條款之一方必須

對其意思表示具有完全之效果意思，通常在保險消費契約之下，保險

消費者多不具備提出保險契約條款之完整效果意思，況且契約內容皆

為保險人一方所擬定，因此，本文認為，在保險消費契約之情形下，

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者，消費者為保險契約之承諾者。 

2. 保險契約合意 

由於保險契約條款為標準式條款，使得保險契約係由兩個個別契約組

成，一為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而成之契約，另一為附隨於上述契約之補

充性契約。就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而成立之契約，被保險人對其契約條

款賦予特殊之同意；就該補充性之契約而言，被保險人僅賦予一般性

之同意，其條款僅於不削減由當事人協商而成之主要契約之效力且非

為顯不公平時，方能發生一定之效力lxiii。 

而保險消費者賦予特殊同意之條款，由於雙方當事人對此種條款之內

容皆有完整之效果意思，因此，其效力係強於保險消費者僅賦予一般

性同意之條款。 

A.. 完整合意 

一般消費者在購買保險時，其所在意之事項為保險人能提供那些保障

以承擔其危險；為了獲得保障，應該繳納多少保險費；保障期間多久

等。保險人為了吸引消費者購買保險，自然必須根據消費者關注之事

項，就其所願提供之保障範圍、保險期間、保費多寡等事項，督促其

展業人員或代理人向消費者詳加說明，使消費者能夠與其他保險人所

提供之保障作一比較，以決定是否向其購買保險。根據此種銷售過

程，我們可以得知，一般消費者對於個別保險契約中所特有之條款，

例如有關保險費、承保範圍之金額限制、承保期間之長短以及保險契

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等條款，會因保險人之展業人員或代理人之主動



說明而有所認識，從而賦予特殊之同意。 

換言之，關於此等重要事項之條款，由保險人向保險消費者主動說明

之後，使保險消費者產生完整之效果意思，進而為效果意思完整無缺

之承諾意思表示，此種要約與承諾之效果意思皆完整無缺且達於合意

之型態，本文稱為完整合意，以與下述之概括合意為區別。 

B.. 概括合意 

保險之經營具有高度之專業性與技術性，保險契約條款之用語又係艱

澀難懂之專業術語，一般消費者與保險人皆知悉消費者不可能詳細地

閱讀保險契約條款，了解其法律效果。此種認知，使得被保險人除了

對其所知悉之契約條款賦予一特殊之同意之外，更對由保險人單方面

所提出之非不合理或惡劣之條款賦予一概括地同意。 

換言之，對於此類條款，由於保險消費者之素養不足以理解此等具有

高度技術性及專業性之艱澀用語，因此，對於此類條款並無完整之效

果意思，其對該類條款之理解，僅及於該類條款之作用係輔助前述完

整合意之條款，因此其效果意思僅有此一概括認識，其承諾之意思表

示既僅基於此等概括之效果意思，因此，此類條款之效力自不能與前

述具有完整合意之條款相抵觸，蓋因此類條款之合意強度不及完整合

意條款，本文稱此類條款之合意型態為概括合意。 

3. 小結 

保險契約為要約與承諾達於一致所成立之契約，而保險契約之內容具

有高度技術性及專業性，並為典型的定型化契約，且其條款之內容充

滿保險及法律之專業術語。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若為保險消費者與保

險人時，由於要約之意思表示須已有提出保險契約之完整內容，且對

保險契約之內容須具有完整之效果意思，因此，本文認為，保險消費

者之素養不足以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意思表示，換言之，保險消費者無

保險契約之要約能力。 

保險消費契約欲有效成立，必須由保險人方面做出效果意思完整之要

約意思表示，保險消費者因保險人方面之展業人員或文宣上關於保險

契約重要事項相關之條款所作之說明，產生完整之效果意思，而對於

保險契約程序性條款或輔助重要事項之條款產生了概括之效果意

思，進而為保險契約之承諾，完整效果意思所為承諾而達於合意之型



態稱之為完整合意，而概括效果意思所為承諾而達於合意之型態稱之

為概括合意。 

完整合意條款之效力高於概括合意條款，蓋因其合意之強度不同，效

力上自有優劣之分，概括合意條款之條文倘有顯不公平或削減完整合

意條款之情形時，該條款已逾越保險消費者承諾意思表示之概括效果

意思授權範圍，其條款應解為未達於合意故未成立。 

本文將保險契約條款做出完整合意條款及概括合意條款之區別，本意

在解釋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關於保險契約條款之合意過程，及以合意

強度之優劣解釋條款抵觸時之解釋原則，保險定型化契約雖為一個整

體契約條款，但其個別條款間確實有合意強度不同之分別，保險契約

須經合意方能成立之原則不可動搖，而合意亦不能流於形式化，因此

本文認為保險契約要約之意思表示須具有完整之效果意思，而承諾之

意思表示至少須具有概括之效果意思，而現今保險契約之成立型態，

卻是兩種程度不相同之效果意思交叉合意所產生之一個個條款，若合

意之強度確實不同，其效力又豈無優劣之分。 

在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為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之情形時，本文以為保

險消費者之填寫要保書並非保險契約之要約，主要所持理由，因保險

契約條款之制定者為保險人一方，且條款之用語艱深，保險消費者無

完全理解之能力，既無完全理解之能力，自無完整之效果意思，無完

整之效果意思，又怎能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填寫要保書之行為，若不

以完整之效果意思為基礎，其填寫之行為並不具任何契約法上之意

義，若認為要保人不具完整效果意思之填寫要保書行為即為保險契約

之要約，無異忽視契約為雙方合意之法律行為之基本性格。其次，現

行保險行銷之態樣，皆由保險人一方擔任主動之角色，由保險業務員

從事保險之招攬工作，保險招攬行為若不解釋為要約意思表示，保險

人方面即有規避要約拘束力之虞，保險行銷手段若有不實之情形，保

險人不須就其不實招攬行為負保險契約上之責任，形成惡質之保險行

銷文化。另外，在保險消費契約中，保險人必須履行(1)提醒消費者
注意其欲以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2)給予相對人合理機會使消費者能
了解定型化契約之內容(3)消費者同意以該定型化約款訂立契約。三
者具備時，該定型化約款才訂入定型化契約，此三要件中，既已指出

定型化約款之使用須經消費者「同意」，則條款之「提出」者為保險

人，條款之「同意」者為消費者，基於此等保險定型化消費契約之特

殊要求，保險消費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過程，除由保險人要約，要保

人承諾以外幾已別無可能。再者，保險行銷之實務上，保險人多要求

在交付要保書時同時交付第一期保險費，保險費為保險消費者對保險



人所負之債務，倘若此時保險契約尚未成立，保險人何能要求要保人

交付保險費，保險人既要求要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險費，自是基於保險

契約所生之債權要求要保人履行債務，因此，保險人對要保人為交付

保險費之請求，即是承認保險契約業已成立。 

二. 交易實情 

1. 壽險行銷流程 

依據現行壽險契約行銷市場上之實情，保險人通常要求要保人在填寫

要保書之後，繳交第一期保險費，由保險業務員將險件送交公司核

保，核保通過後，再簽發保單予要保人。 

2. 交付保險費之法律意義 

保險契約為債法上雙務契約之一種，保險費為保險人承擔被保險人所

面臨風險之對價，換言之，交付保險費之義務，為要保人因保險契約

之成立，對保險人所負之債務。而交付保險費，就債法角度觀之，為

要保人對保險契約債務之履行，而契約之債務，係在契約成立之後方

始產生，保險契約若未成立，保險人何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 

3. 要求交付初期保費之隱藏意義 

行銷方式及被保險人投保程序為保險人單方面所制定，簽發保單之前

先行交付保險費亦為保險人方面所要求，而保險費之交付為要保人保

險契約債務之履行，因此，保險人要求保險契約當事人他方履行債

務，即是承認保險契約業已成立，保險人為具有豐富保險及法律知識

之一方，對其要求具有何種法律上之重要性，自不能推諉為不知，而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方，若知道保單之效力須等到要保書受准後才開

始，必不願先行交付保險費，若不認為保險契約在交付保費前業已成

立，此時，保險人之要求要保人交付保費，即是藉其強大之經濟力，

強迫要保人先行交付，如此解釋，強烈違反誠信原則。 

在New Jersey州於Allen v.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lxiv一案中，該

案被保險人於繳付第一期保險費後死亡，但其要保申請尚未為保險公

司接受。被保險人繳付保險費後，保險人曾出具一紙附條件之收據，

其上載明，保單之效力於要保申請為保險人接受後，溯及交付第一期



保險費時開始。New Jersey州最高法院認為，依照上述條款之文義解

釋，在要保申請為保險人之總公司接受以前，該收據並未對被保險人

提供一暫時性保護。然而，法院同意下級法院之判決，該判決主張此

種附條件之收據對一般大眾而言，並非全無疑義。因為若被保險人知

道保單之效力須等到要保申請書受批准時才開始，被保險人就不會先

行交付第一期保險費。因此，法院判認依合理期待原則，該收據應對

被保險人提供立即之保護，不受該用語之拘束lxv。 

本文所欲闡述者，行銷之方式既為保險人單方面所制定，其過程具有

何種法律上之效果，保險人自不得謂為不知，欲要求要保人履行保險

契約之債務，自須承認保險契約業已成立，否則其要求給付保險費之

法律依據即不存在。 

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方在保險消費契約中，無論協商能力或經濟

地位皆屬弱勢之一方，而保險契約對個人及家庭之生活安定又具有其

重要性，要保人在此情形下，只能同意保險人方面先行交付保險費之

要求。在法律解釋上，若認為保險人得以其強大之經濟力，壓迫要保

人為此無法律原因之給付，此種解釋，豈能符合誠信原則之要求。 

因此，現行保險行銷實務上，保險人要求收取初期保險費之行為，即

是對要保人請求履行保險契約之債務，此時保險契約自是業已成立，

保險人之保險行銷作為，自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而要保人之填寫要保

書即為保險契約之承諾，要保人之交付初期保費為保險契約債務之履

行。 

三. 契約效力發生之時點 

就壽險契約而言，在要保人繳交第一期保險費後，保險人簽發保單之

前，保險事故倘若發生，依據前述統一說及非統一說，皆未能妥善解

決此問題，茲將其情形分述如下： 

1. 統一說 

採統一說之推論結果，此時保險人尚未為契約之承諾，保險契約尚未

成立，保險人自無庸負保險給付之責，如此推論，方能符合其理論之

一貫性。 

主張統一說者，亦有認為我國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



為所謂的「承諾前死亡」擔保條項lxvi。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為承諾

前死亡之問題，認為保險人在知悉事故發生後決定是否承諾之階段，

不得以已發生事故為理由而拒絕承諾，應與無發生保險事故之通常情

形的同一判斷基準而決定是否承諾，於此種階段保險人並無承諾之自

由lxvii。但此種說法自相矛盾，蓋保險事故發生，保險契約尚未成立，

保險人自無須負責，而事故發生之後，保險人方為承諾，保險契約自

承諾時方為成立，保險人何須對契約成立之前所發生之事故負責，故

此種說法並不足採。 

2. 非統一說 

主張此說者，關於此問題之理論依據為擬制合意，認為保險契約之成

立，尚有所謂意思表示依擬制合致而成立者lxviii，所謂擬制合致，指當

事人之意思表示實際上雖尚未達於一致，但在法律上卻擬制已經合

致。其情形可分產、壽險說明之： 

A.. 財產保險 

現行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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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保險人在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前，只要已收取保險費，雖尚未表

示同意承保，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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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人身保險 

a.. 財政部(64)台財錢第20276令規定： 

「人壽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之保險費時，應於預

收保險費後五日內為同意承保與否之表示，逾期未為表示者，即視為

同意承保。」 

此函直接擬制保險人同意承保，至為顯然lxix。 



b..「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二條規定： 

「本公司對本契約應負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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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憑證。 

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之保險費而發生

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本條第二項亦擬制保險人收取第一期保險費為保險契約成立，故雖尚

未簽發保險單表示同意承保，仍須負保險責任lxx。 

總而論之，在須經核保之保件，要保人之要保固為要約，惟保險人之

是否同意承保，應視該保件客觀上是否符合該保險人之可保條件而

定，保險人並無完全決定之權利lxxi。要保書若經保險人審核其所載之

內容，符合其可保條件，則「視為」對該準備訂立保險契約之要約已

被承諾lxxii。 

猶有甚者，認為保險人如實際上收受保險費或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

者，除因欠缺生效要件，所致之無效，撤銷或效力未定之情形外，保

險契約應視為已經成立lxxiii。 

3. 管見 

A.. 統一說評析 

a.. 違反誠信原則 

採統一說者認為，原則上由要保人提出保險契約之要約，而保險人

據以為承諾為保險契約成立之一般原則，而例外者，若保險人將要

約之內容擴張、限制、或變更而為承諾，則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

要約lxxiv，又遲到之承諾亦視為新要約，要保人必須為承諾之意思表

示，保險契約，始為成立。此承諾之意思表示亦可經由保險費之交

付得知lxxv。 

亦即保險契約成立之時點，除非有保險人將要約之內容擴張、限制、

或變更而為承諾，及承諾遲到之例外，原則上在保險人為同意承保之

意思表示時，或有其他行為可確定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時，保險契約

成立。 



若依此說推論，壽險契約若無保險人將要約之內容擴張、限制、或變

更而為承諾，及承諾遲到之例外，原則上在保險人為同意承保之意思

表示時，或有其他行為可確定保險人為承諾之意思時，保險契約成

立。因此，在本例情形下，保險契約根本尚未成立，保險人自無庸負

保險給付之責。 

就壽險契約而言，在要保人繳交第一期保險費後，保險人簽發保單之

前，保險事故倘若發生，而要保人若可任意不負保險給付之責，本文

以為，此種解釋嚴重違反誠信原則。在保險行銷實務上，保險人皆先

行收取第一期保費後方進行所謂之核保程序，而保險人是否同意承

保，與核保通過與否為兩回事，核保即使通過，保險人還是有不同意

承保之自由，倘若保險事故在同意承保之前發生，保險人當然可拒絕

要保人之要約，此為統一說推論之結果。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一方經

濟地位懸殊，所有投保之程序皆為保險人所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

方僅能拒絕或接受，現行壽險實務皆先收取保險費，而後進行核保，

但保險費為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亦即要保人一方債務之履行，保

險人既未為保險契約之承諾，保險契約自未成立，何能運用其經濟上

之優勢地位，要求要保人一方先為債務之履行，且保險人實際上所承

擔之危險，係在其為承保之意思表示之後，而其所收取之保險費係從

要保人報件當天起算，此種實務之行銷方式，已違反對價平衡原則及

誠信原則。 

b.. 違反消費者保護之立場 

依據本說之觀點，壽險契約在要保人繳交第一期保險費後，保險人簽

發保單之前，保險事故倘若發生，由於契約尚未成立，保險人當然不

負保險給付之責，此時，保險人即使願負保險給付之責，亦無法律依

據，蓋因保險事故發生之時，保險契約尚未成立，保險人為給付之法

律原因並不存在，若嚴守此等原則，要保人之一方在申請保險之時即

已交付要求保險人危險承擔之對價，但被保險人卻無法得到立即之保

護，此不僅限縮保險之功能，亦違反保護保險消費者之立場，此說之

最大缺點亦在此，保險之需求是立即性的，但保險之供給卻無法配

合，永遠留有保險人收取保費之後，尚未為保險承諾之前這段危險空

窗期。 



c..「承諾前死亡」擔保條項法理基礎不足 

主張統一說者，亦有認為我國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

為所謂的「承諾前死亡」擔保條項lxxvi。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為承諾

前死亡之問題，認為保險人在知悉事故發生後決定是否承諾之階段，

不得以已發生事故為理由而拒絕承諾，應與無發生保險事故之通常情

形的同一判斷基準而決定是否承諾，於此種階段保險人並無承諾之自

由lxxvii。 

此種說法之理論基礎極其薄弱，若採此種說法，則保險契約之效力在

保險契約成立之前即已存在，依據契約法之原則，契約之成立必在契

約生效之前，或者契約之成立與契約生效同時，契約無先生效而後成

立之理，但在保險契約上確有例外，即所謂「追溯保險」，而追溯保

險係在通信技術尚未發達之時代，於當事人善意訂立契約時，社會要

求其與在通常保險期間內發生事故者，為同樣之法律處理為其根據
lxxviii。本例之情形與追溯保險顯然有別，不宜為相同之解釋。質言之，

契約生效時點必在契約成立之後或與契約成立同時，不得與追溯保險

為相同之解釋。 

除非承認本例之情形為追溯保險，否則，保險事故發生之時，保險契

約尚未成立，保險人自無須負責，而事故發生之後，保險人方為承諾，

保險契約應自承諾時方為成立，保險人何須對契約成立之前所發生之

事故負責，故此種說法並不足採。 

B.. 非統一說評析 

a.. 擬制合意法理依據不足 

I. 擬制合意之意義 

主張此說者，關於此問題之理論依據為擬制合意，認為保險契約之成

立，尚有所謂意思表示依擬制合致而成立者lxxix，所謂擬制合致，指當

事人之意思表示實際上雖尚未達於一致，但在法律上卻擬制已經合

致。 



II. 擬制合意之情形 

例如： 

現行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產物保險之要保人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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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保險人在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前，只要已收取保險費，雖尚未表

示同意承保，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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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64)台財錢第20276令規定： 

「人壽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之保險費時，應於預

收保險費後五日內為同意承保與否之表示，逾期未為表示者，即視為

同意承保。」 

此函直接擬制保險人同意承保，至為顯然lxxx。 

然該函已於90年廢止。 

「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二條規定： 

「本公司對本契約應負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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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憑證。 

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之保險費而發生

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本條第二項亦擬制保險人收取第一期保險費為保險契約成立，故雖尚

未簽發保險單表示同意承保，仍須負保險責任lxxxi。 

b.. 法理上有瑕疵 

主張此說之學者，將保險契約之成立時點提前至保險人繳付第一期保

險費之時，本文甚感贊同，惟其理論基礎係採擬制合意，擬制保險人

於收取保險費時已為保險契約之承諾，關於此點，本文認為有待商

榷，觀之本說所提之擬制合意之條文，其法律位階皆為行政命令，依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

定之」，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因此以行政命令

做為違背契約法原則之解釋依據，法理上，似有以命令抵觸法律之嫌。 

c.. 擬制合意非契約成立常態 

契約，乃當事人以發生債之關係為目的，相互為對立之意思表示，而

趨於一致之法律行為lxxxii。契約雖以合意為要件，但契約之成立方法

上，亦有依意思實現而成立者，意思實現，嚴格言之，雖不屬合意，

但法律上亦認為其為契約成立之方法lxxxiii。民法161條規定：「依習慣

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

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前項規定，於要約人要約當時預先聲

明承諾無須通知者，準用之。」此為依意思實現而成立契約之法律依

據。惟契約本須將意思表示於外部始克成立，因可認為承諾之事實，

畢竟並非常態，故民法161條對其設有相當之限制，即限於承諾無須

通知之情形，始得依意思實現而成立契約。所謂承諾無須通知，其情

形有三：即（ㄧ）依習慣而承諾無須通知；（二）依事件之性質而承

諾無須通知；（三）要約人要約當時預先聲明承諾無須通知lxxxiv。 

契約之特殊成立方法，依目前之發展，亦有所謂強制契約者，所謂強

制契約者，指要約或承諾由法律規定而強制成立，其契約亦因而強制

成立者而言。本來，依意志自由之原理，契約須本於要約人或承諾人

之自由意願。惟在吾人之現實社會生活上，契約自由往往至經濟上弱

者以不平等，法律為匡其弊，乃有強制契約訂立之制度，已為經濟利

益及當事人間之實質自由與平等lxxxv。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讓與第三

人，依實務見解，受讓人與原承租人成立租賃契約、或地上權人不得

拒絕土地所有人之工作物購買，即為適例lxxxvi。 

本說所持之擬制合意，應為前段所述之強制契約之一種，惟強制契約

為契約成立之特殊方法，並非常態，所以必須要有法律為依據方可，

如以行政命令為依據而將本例解釋為強制契約，擬制保險契約雙方當

事人關於契約之成立已達於合意，此種解釋，在法學方法上存有重大

之瑕疵。 

d.. 核保權法律定位不明 

非統一說之學者認為，在須經核保之保件，要保人之要保固為要約，

惟保險人之是否同意承保，應視該保件客觀上是否符合該保險人之可



保條件而定，保險人並無完全決定之權利lxxxvii。 

觀其論點，其在須經核保之保件，認為要保人之要保為要約，而保險

人之是否同意承保，應視該保件客觀上是否符合該保險人之可保條件

而定。亦即，保險人應根據其核保結果決定是否同意承保，不能完全

依據其自由意識決定是否承保，就其論點推之，保險契約之成立時點

係在保險人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之時，保險人所受之限制，僅同意

承保與否之自由。 

在此論點之下，所謂的核保通過，似乎是限制保險人不得任意為不承

保意思表示，亦即限制保險人承諾自由之條件，其在法律上究竟具有

何等之重要性？殊值玩味，倘若核保通過但保險人堅持為不承保之意

思表示，契約仍然未能成立，此為契約須經要約與承諾達於一致方能

成立之先天限制，契約不能因核保通過而成立，但在此說之下，似乎

認為保險契約得因核保通過而成立，此與契約法原則似有未合之處，

因此，本文揣測，在此說之下，核保通過之法律效果有兩種可能，一

為保險契約因核保通過而成立，二為核保通過保險人「不得」不為承

諾，若為前者，保險契約之成立時點係落在核保通過之時，若為後者，

保險契約之成立時點係在保險人為承諾之時。 

e.. 契約因保費收受而成立 

本說學者在他方面，卻又主張保險人如實際上收受保險費或簽發保險

單或暫保單者，除因欠缺生效要件，所致之無效，撤銷或效力未定之

情形外，保險契約應視為已經成立lxxxviii。其理論似乎有前後矛盾之嫌，

一方面認為在須經核保之保件，保險人須在核保通過或為同意承保之

意思表示時，契約方能成立，他方面卻又認為保險人如實際上收受保

險費，保險契約即視為成立。那麼在須經核保又先收取保費之保件，

其成立之時點究竟以何為準？ 

本說因採擬制合意之理論，故保費之交付在其理論之下，成為契約成

立之特殊方式，而就債法之角度觀之，保險費之交付為要保人債務之

履行，而所謂債權與債務之關係，係在債之關係成立之後方始產生，

因履行債務而取得債之關係成立，邏輯上令人難以接受，何況擬制合

意之法理基礎欠缺已如上述，以保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成立之特殊方

式，在現行法上，實難贊同。 



C. 小結 

現行壽險行銷之實務方式，多先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而後進入保險公

司之核保程序，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保險公司經濟地位及協商能

力懸殊，對於保險公司所定之投保程序僅能選擇接受或選擇不與之訂

立契約，但保險之功能非僅具有商業意義，對於遭受風險威脅之個人

及家庭所提供之經濟上及精神上之保護，實具有超越商業價值之社會

性意義，因此，保險對於一般消費者大眾而言，係有其必要性，透過

購買保險，被保險人可將自身之危險轉嫁保險人承擔，進而獲得財務

安定與心境安寧之確保。因此，如何在現行之行銷制度下，使保險契

約之成立與生效過程，在解釋上，達於契合契約法之原理原則，及維

護雙方當事人實質上之公平，為保險契約法上之重要課題。 

a.. 契約成立與生效時點 

I. 保險人與消費者 

管見以為，在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為保險人與消費者時，由於弱勢之

消費者大眾，關於保險之專業知識欠缺，故無保險契約要約提出之能

力，充其量僅有同意保險契約條款之承諾能力，故保險消費契約，皆

由保險人方面透過種種行銷之方式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而要保人為保

險契約承諾，保險契約在要保人之承諾到達保險人時成立且同時生

效。 

此在以販賣機(vending machines)、廣告回函(direct mail)或在機場或其他

地點設置櫃台(desk in airport or other places)等方式銷售保險之直效行

銷可得驗證，以上述方式銷售保險所成立之保險契約，即為保險人要

約，而要保人承諾，保險契約在要保人之承諾到達保險人時成立且同

時生效之適例。 

在壽險行銷上，保險人在要保人填寫要保書後即要求收取初期保費，

亦可得證明保險契約業已因要保人填寫要保書後，交予保險人之代理

人(保險業務員)而成立，若非如此，保險人怎能要求要保人履行保險

契約之債務。 



II. 保險人與商人 

契約主體若為保險人與商人，由於雙方交涉機會與協商能力較為相

當，如再保險，貨物運送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皆有保險契約要約之

完整能力，此時端視何方有保險要約之事實，保險契約在他方為保險

承諾，且要約與承諾達於一致時保險契約成立。 

b.. 核保權之法律定位 

或有以為，保險契約若在要保人送達要保書時成立，則保險人無法選

擇危險共同團體之同一性，保險契約容易產生道德風險。此種顧慮並

非無因，但將保險契約成立之時點解釋為保險人簽發保單之時，並不

能解決此問題。 

控制危險團體同一性之工具為核保程序，並非保險承諾，只要核保程

序在法律上之定位明確，即能達到危險控制之目的。管見以為，核保

權與契約承諾權不可混淆，核保之通過與否為一事實狀態，而承諾與

否則為基於自由意志下所為之意思表示，其概念應嚴予區分。 

管見以為，核保不通過為保險契約之解除條件，亦即依據保險人所定

之客觀合理之核保標準，在被保險人(人身保險)或保險標的(產物保險)

之危險狀態超越該標準，且達不予承保之程度時，即為核保不通過，

核保不通過者，保險契約之解除條件成就，保險契約溯及無效。 

核保不通過既為保險契約之解除條件，故保險人在為保險要約之意思

表示時，必須有此附加條件，否則嗣後不得主張其效力。在壽險契約

中，要求被保險人體檢，依據社會通念，當能明白保險人欲以被保險

人之身體狀況為危險控制之依據，因此，體檢之要求即是此解除條件

之附加。 

將保險契約之效力狀態判斷，委之於客觀核保規則之解除條件，既能

顧及保險契約之成立與生效理論之統一性，並且能兼顧及凸顯核保程

序在險件危險控制上之重要性。 

如前述之問題，要保人交付第一期保費後，保單尚未簽發以前，保險

事故發生，依據本文之觀點，保險契約已因要保人交付要保書而生

效，保險人對此事故之發生自須給付保險金。但若保險人在要約當時

係保留核保權者，則被保險人在投保當時之危險狀態若已超過保險人



之核保標準，且達於不予承保之程度時，保險契約之解除條件成就，

保險契約溯及失其效力，保險人自無須給付保險金。 

其次，管見以為，保險單之正式簽發，所代表之法律意義，非僅保險

契約之憑證而已，更重要者，保險單之正式簽發，自代表被保險人或

保險標的已通過保險人之核保程序，因此，保險契約之此解除條件確

定不成就。 

四. 交易安全 

1. 交易實情 

依據一般壽險契約之行銷態樣而言，通常保險業務員均會對保戶先提

出所謂保險建議書，保險建議書中，通常包含保險期間、保險事故種

類、保險契約部份條款、保險客體、保險金額、被保險人得請求之保

險給付以及保險費等，然後保險業務員再對其所建議之保險組合為進

一步之解說，保險消費者之一方僅能聆聽其解說或對其內容提出問題

而請求解答，對於該業務員所建議之保險組合中之保險費、保險條

款、保險事故種類及保險期間等，並無議價及協商之餘地，實務上，

一般壽險行銷之過程中，保險消費者通常皆未能先行收到保險條款並

事先閱讀，故其對該保險組合之所有了解皆來自於保險建議書之記

載。 

保險契約通常為定型化契約，要保人對契約內之專業術語及艱澀之內

容，多數不具閱讀及了解能力，其對保險契約條款之了解方式，通常

只能透過業務員之解說，而保險公司對保險業務員亦有授權，如此，

若認為保險業務員之行為僅為保險要約引誘，似乎有輕忽保險業務員

在保險交易上應有之重要性，保險人方面亦有逃避要約拘束力規範之

嫌疑。 

2. 保險業務員授權範圍 

保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為係經保險公司授權並無疑義，有疑義者，係在

招攬行為之內涵及保險人授權之範圍，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對此有

明文界定。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內之行

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

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左列之行為： 

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單條款。 

二、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三、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四、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 

 

由此條文得知，保險業務員在其授權範圍內所為之行為，視同保險人

之行為，保險業務員既有解釋保險商品及保險單條款之權限，其解釋

正確者，故無可議，但保險業務員在保險行銷之過程中，若對保險商

品之內容做出誇大不實之解說或對保險單條款做出不盡相符之解

釋，其不利益應由保險人方面承擔方屬合理，因為保險業務員在對保

戶解說保險商品及保險單條款之時，視同保險人對保戶所為之解說，

其不利益自當歸其承擔。 

3. 消費者保護之要求 

若認為保險行銷之所有招攬手段皆屬保險要約引誘，則即使其手段有

何不當之處，保險人亦不受其限制，蓋保險人並未為保險要約，故無

要約之拘束力，保險人對所有不實行銷行為，皆無庸負保險契約上之

責任。此種解釋之結果，對於保險交易之安全實為極大之戕害。 

另外，保險業務員之素質參差不齊，其對保險商品之解說或對保險單

條款之說明有時會產生錯誤或不確實之情形，此種保險商品之解說不

確實或對保險單條款說明錯誤之不利益，應由保險人一方承擔方纔合

理。 

因此，在保險消費契約之情形，保險人透過業務員招攬保險，其招攬

行為應解釋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方能維持保險契約交易之安全，反



之，若認保險人之行銷為要約引誘，必將導致保險人對保險業務員之

增員更加肆無忌憚遂行其擴張策略，不顧保險業務員之素質及忽略對

所屬業務員之監督管理，只以業績為導向，採用保險素養不佳之業務

員，對於保險消費者之權益保護為一大損害。 

4. 維護服務之品質 

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保險法上之誠實信用原則不僅適用於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亦應適用於保險人lxxxix，因此，保險人對其種種

行銷手法，必須對其真實性負起責任，其次，保險是一種服務的事業，

保險人對其所提供予消費者之服務的品質也應該負起責任。 

保險契約通常為定型化契約，要保人對契約內之專業術語及艱澀之內

容，多數不具閱讀及了解能力，其對保險契約條款之了解方式，通常

只能透過業務員之解說，而保險公司對保險業務員亦有授權其解說保

險契約之內容。保險消費者是否產生訂立保險契約之慾望，全靠保險

業務員之規劃及其解說是否符合保險消費者之需求，由於保險業務員

有佣金之誘因，當然會使盡渾身解數撮合保險契約，其撮合之手法

中，不乏不肖之業務員誇大保險之內容，對保險契約做出不實之說

明，以誤導保險消費者做出錯誤之決策，此種買到不符需求之保險契

約的不利益，不應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一方承擔，此種誤導消費者之

情形，其產生之原因，不外乎保險人對其業務員管理不週、訓練不佳

及業務員專業素養缺乏所致，倘若將保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解釋為要

約引誘，保險人對其業務員所為之不正招攬行為皆無庸負責，如此，

保險契約之行銷還有何誠實信用原則之可言！ 

管見以為，對保險行銷服務品質之維護，為誠信原則之要求下，保險

人之固有義務，保險人對其業務員管理不週、訓練不佳及業務員專業

素養缺乏難辭其咎，因此，保險人因不實廣告或業務員之不實行銷手

法，所致之不利益應由保險人一方負擔方為合理，將保險人一方所為

之保險招攬行為解釋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才能達到此種效果，蓋因要

約有其拘束力，保險人在其保險業務員之訓練及要求上，或在其保險

行銷所作之廣告上，均須倍加謹慎，否則其不實行銷手法使保險消費

者取得保險契約承諾適格，保險消費者一經承諾，保險契約即時成

立，保險人須對其不實行銷之內容，負擔保險契約上之責任。 



第三節 小結  

通說雖認為，效果意思非意思表示之必備要件，但本文以為，契約既

以合意為基礎，則構成契約之要約與承諾之意思表示，亦必須有其合

意，而欲達成合意，要約與承諾之意思表示，皆須內含效果意思，蓋

因合意者，效果意思之合意也，若無效果意思，其表示行為即使外觀

上已達合致，亦僅為兩個無法律意義之行為，無合意之可言，亦即一

個意思表示行為，無論如何皆須具備效果意思，只不過效果意思之強

度不須達於完全，要約為契約成立之主動意思表示，因此，須已具備

契約完整之內容，而關於契約之內容亦須有完全之效果意思，就契約

之成立過程觀之，首先有要約人提出完整之契約內容，而承諾人為完

全同意要約內容之意思表示時，契約依要約之內容而成立，因此，契

約內容必須在要約之階段即已確定，否則承諾之意思表示即無所附

麗，契約亦無由成立。 

保險契約為具高度技術性及專業性之契約，其內容已完全定型化，保

險契約之要約必須提出完整之契約條款，方為有效之要約，而所謂的

「提出」契約之內容，本文以為，非為機械性之「提出」一動作，而

是具有契約法上意義之「提出」，而欲使其「提出」具有法律上之意

義，必須以提出者之提出行為有完整的效果意思為基礎，換言之，本

文以為，要約之意思表示必須具有完整無缺之效果意思。 

承諾之意思表示，由於係同意要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因此，只需具有

概括性之效果意思即可，無庸對契約為完整之理解，僅須對要約內容

之重要事項，如：保險標的、保險事故、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及保險

費之約定有完整之效果意思即可，至於程序性之條款，僅須賦予一般

性之同意即可。 

契約以意思表示合致為基礎，契約若依要約與承諾而成立者，由於要

約為主動而承諾為被動之意思表示，因此，必先有內容完整之要約，

而後有同意要約內容之承諾，契約因要約與承諾合致而成立。 

在保險定型化契約之情形下，保險契約之要約意思表示，不僅須有欲

訂契約之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中尚須包含保險定型化契約之所有內

容，亦即須包括保險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提出，而提出條款之一方必須

對其意思表示具有完全之效果意思，通常在保險消費契約之下，保險

消費者多不具備提出保險契約條款之完整效果意思，況且契約內容皆

為保險人一方所擬定，因此，本文認為，在保險消費契約之情形下，



參酌交易實情之考量，保險人多為保險契約之要約者，消費者多為保

險契約之承諾者。 

第一項 保險契約之成立 

壹. 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 

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主體若為保險人與消費者時，則要保人一方無保

險契約之要約能力，因此，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主體若為保險人與消

費者時，保險行銷之種種方法，多為保險契約之要約，其情形如下︰ 

一. 保險人要約 

依據一般壽險契約之行銷態樣而言，通常保險業務員均會對保戶先提

出所謂保險建議書，保險建議書中，通常包含保險期間、保險事故種

類、保險契約部份條款、保險客體、保險金額、被保險人得請求之保

險給付以及保險費等，然後保險業務員再對其所建議之保險組合為進

一步之解說，實務上，一般壽險行銷之過程中，保險消費者通常皆未

能先行收到保險條款並事先閱讀，故其對該保險組合之所有了解皆來

自於保險建議書之記載及業務員之解說。 

保戶一方對於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多來自於保險業務員對契

約條款及其所提出之保險建議書所為之解說，契約成立之前，幾乎皆

未能事先閱讀保險契約條款之內容，即使事先閱讀，亦不能完全了解

其所代表之法律意義，必須經過保險業務員以較為淺顯之文字及語言

對契約條款進一步說明，方能產生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亦即

保戶之一方對於產生欲成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思，係屬被動性質，須

經保險人進一步之解說方能形成。 

二. 要保人承諾 

就壽險行銷之現狀而言，無論經由保險業務員之傳統行銷或直效行銷

之方式所成立之保險契約，保險消費者並未主動且無能力主動提出保

險契約之要約，而保險業務員對保險消費者之保險招攬行為不僅主

動，且其保險招攬行為及對契約條款所為之解說亦經保險人之授權
xc，根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

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內之行為，因此，保險人之種



種行銷方式，在此意義之下，即為保險契約之要約意思表示。 

要保人在保險人方面所為之詳細解說下，產生訂立保險契約之效果意

思後，所為同意訂立保險契約之意思表示為保險契約之承諾。 

三. 要約與承諾一致 

保險人所為之要約與要保人所為之承諾若達於一致，則保險契約即時

成立。 

貳. 保險人與商人 

契約主體若為保險人與商人，由於雙方交涉機會與協商能力較為相

當，如再保險，貨物運送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皆有保險契約要約之

完整能力，此時端視何方有保險要約之事實，保險契約在他方為保險

承諾，且要約與承諾達於一致時保險契約成立。 

第二項 保險契約之生效 

壹. 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 

保險人並非對每一種危險狀態皆願意承保，其有選擇危險團體構成分

子同質性之權利並不待言，故保險人得保留其核保之權利，保險契約

雙方主體若為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原則上由保險人為要約，要保人

為承諾且要約與承諾一致，保險契約即為成立與生效，此為本文之淺

見，若此，核保權具有何種法律意義，管見以為，核保不通過，為保

險契約之解除條件。 

在保險契約雙方主體為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之情形下，保險契約已因

保險人之要約與要保人之承諾一致而成立與生效，嗣後若該險件未能

通過核保標準，則該保險契約溯及失其效力，倘若保險契約生效之

後，被保險人通過核保程序，則代表此解除條件確定不成就。 

一. 保險人保留核保權 

保險人若欲保留核保權，表示其在保險契約中欲附以「本保件若經本



公司核保不通過，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之解除條件。 

1. 產物保險 

核保係保險人對險件為危險測量及危險估計之必要程序，產險件中若

在投保之有關文書中，載有「本保件若經本公司核保不通過，則保險

契約失其效力」之文字，表示保險人欲保留核保權，保險契約在要保

人為投保之意思表示到達保險人時成立與生效，但該產險件若核保不

通過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2. 人身保險 

人壽保險人通常以投保之保險金額高低將人壽保險契約區分為體檢

件與非體檢件，體檢不通過，保險人即不為承保，是否須體檢，由保

險人根據其危險控制程序上，是否具有必要性而決定，體檢件即是對

人身保險契約保留核保權之一種方式。 

A.. 體檢件 

保險契約在要保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時成立與生效，惟被保險人若體

檢不符保險公司之承保標準，則保險契約溯及失其效力。 

B.. 非體檢件 

人身保險若為非體檢件，且未以其他方式明白表示欲保留核保權，則

保險契約在要保人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到達保險人時，保險契約成立

且生效。 

二. 保險人未保留核保權 

保險人若未保留核保權，無論產險或壽險，只要當事人雙方為保險人

與消費者時，由於消費者無要約能力，保險契約之要約皆由保險人一

方所為，消費者只要一對保險人為投保之意思表示，保險契約即時成

立與生效。 



貳. 保險人與商人 

保險當事人雙方若為保險人與商人，則須就實際狀況判定之，要約與

承諾之意思表示一致時，保險契約即為成立與生效，倘若核保未能通

過，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須注意者，倘若保險人欲以核保通過與否

作為承諾與否之參考要件，亦即核保在承諾之前，則其核保不具任何

法律上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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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圍內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

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左列之行為： 

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單條款。 

二、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 

三、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四、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 

 

由此條文得知，保險業務員在其授權範圍內所為之行為，視同保險人之行為，保險業務員既有解

釋保險商品及保險單條款之權限，其解釋條款之行為，視同保險人解釋條款之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