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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子保險契約生效要件 

本章首先討論傳統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亦可分為一

般生效要件及特別生效要件，並區分保險契約為損失填補保險與定額給付保險二

大類，分別討論其個別之生效要件，茲將該二類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臚列於下： 

表三 損失填補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 

一般生效要件 特別生效要件 

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能力 要保人對保險標的須具保險利益 

意思表示須健全 須非惡意複保險 

標的必須適當  

 

表四 定額給付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 

一般生效要件 特別生效要件 

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能力 要保人對保險標的須具保險利益 

意思表示須健全 他人死亡契約須經該他人書面同意 

標的必須適當 死亡保險之被保險人須非未滿十四歲之

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粍弱之人 

其次論述電子保險契約與傳統保險契約在生效要件上之特殊議題：在當事人

須具完全行為能力此一要件，討論於電子交易中如何確定締約當事人之行為能

力；在意思表示須健全方面，討論電子錯誤之法律問題；在定額給付保險契約之

特別生效要件中之「他人死亡契約須經該他人書面同意」，討論電子契約的書面

同意如何執行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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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傳統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 

第一項  契約成立要件與生效要件分析 

第一款 民法上法律行為之成立要件與生效要件 

依據傳統民法學者的見解182，法律行為的成立或生效，必須具備一定的要件，

可分為成立要件與生效要件，而法律行為的成立要件，可分為一般成立要件與特

別成立要件，前者係一切法律行為所共通的要件，即（1）當事人、（2）標的、（3）

意思表示；後者係個別法律行為特有的要件，如要式行為須踐行一定方式，要物

行為須交付標的物。相同地法律行為的生效要件也可分為一般生效要件與特別生

效要件，前者係一般法行為所共通的生效要件：（1）當事人須有完全行為能力、

（2）標的須可能、確定、適法、妥當、（3）意思表示須健全；後者則係個別之

法律行為特有的生效有件，例附條件或期限等⋯。 

由上可知民法學者將法律行為之要件分為成立及生效要件，此乃目前我國學

者之通說見解，但近來有學者認不應嚴格區分法律行為之成立或生效要件183，認

為應將債權契約的成立與生效分為三個層次，第一，契約是否因意思表示一致而

成立；第二，積極有效要件，即包含德國通說所謂之有效要件，如官署（行政機

關或法院）之同意、第三人（如法定代理人、本人）之同意，或條件期限以外，

尚包括契約之法定法式；第三，效力阻卻事由，即契約無效或因被撤銷而視為自

始無效之情形。 

另也有學者認法律行為之成立與生效分為二個階段判斷，第一階段是把法律

行為的成立依其「共通」的要件和針對某些行為「特別」設定的要件分為（狹義）

成立要件與特別生效要件，加上成立後法律秩序對該行為所做的第二道判斷—阻

卻生效要件184，此乃民法學者對於法律行為成立、生效要件的再思考，蓋在契約

內容自由下，法律則上不積極規定契約所應具有之內容，而僅消地以負面表列之

方式，規定契約所不應有之內容，而又因此種消極規定為例外，故一般情形，債

權契約成立後立即發生效力。茲將傳統契約成立與生效要件（圖二）及新見解（圖

三）圖示如下： 

                                                 
182 王澤鑑著，同前揭註 152，272-273 頁；鄭玉波著，民法總則，三民，民 71 年修訂初版，226

頁；施啟揚，民法總則，作者發行，民國七十二年校訂版，198 頁以下。 
183陳自強，法律行為、法性質與民法債編修正（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詩第六期，2000年 1 月，6

頁。 
184蘇永欽等合著，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從功能法的角度看民事規範的類型與立法釋法方向，

民法七十年之回顧與展望紀念論文集（一）—總則、債編，2000年 10 月，元照初版第一刷，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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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傳統法律行為之成立與生效要件 

 

 

 

圖三 新見解法律行為之成立與生效要件 

 

第二款 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與生效要件 

保險契約，也是契約之一種，如同一般法律行為，保險契約也應具備成立要

件及生效要件，一般保險法學者多僅言及保險契約之成立185，甚少言及保險契約

之生效要件，僅有林勳發教授認保險契約也應分為成立要件及生效要件，並於二

要件下再細分一般要件與特別要件二種，其區分方法與傳統民法見解相同，本文

亦認此種分類方式理論架構較為完整，亦較容易釐清觀念，故本文採林教授之分

                                                 
185 梁宇賢，前揭註 53，128 頁；鄭玉波，前揭註 47，72 頁；林群弼，前揭註 24，157 頁；江朝

國，前謁註 23，185 頁；劉宗榮，前揭註 25，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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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方式，亦將保險契約之成立與生效分列為二個層次討論。 

保險契約須先成立，才論其是否生效，故先設保險契約已具備成立要件，即

已具備當事人、標的及意思表示合致等一般法律行為之成立要件186，再討論保險

契約是否生效。 

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亦可分為一般生效要件及特別生效要件，且須先說明生

效要件若有欠缺並非當然無效，尚須視所欠缺之生效要件之種類，而有無效、得

撤銷、效力未定等不同之效果187。此外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將因保險契約之種類

不同而有不同的要件，雖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及人

身保險。」，但此種分類僅作為保險業營業範圍之劃分基礎，卻無法作為保險契

約權利義務之規範基礎188，因此分類未考量到保險契約權利義務性質上的差異，

故應基於保險利益存在基礎是否為經濟上之利益（ pecuniary interest）而將保險

分為損失填補保險與定額給付保險二大類（二類別所包含的保險契約如圖一，參

第三章），二者之生效要件因權利義務性質上之差異而有所不同，本文亦將保險

契約分為損失填補保險及定額給付保險二類，分別討論該二類別之一般生效要件

及特別生效要件的學說及實務見解。 

損失填補保險之一般生效要件為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能力、意思表示須健

全、標的必須適當，特別生效要件為要保人對保險標的須具保險利益、須非惡意

複保險（參考表三）；定額給付保險之一般生效要件與損失填補保險同即當事人

需有完全行為能力、標的必須適當、意思表示須健全，特別生效要件則為要保人

對保險標的須具保險利益、他人死亡契約須經該他人同意、死亡保險之被保險人

須非未滿十四歲之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粍弱之人（參考表四）。 

 

 

 

                                                 
186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561 頁。 
187同上註，606 頁。 
188同上註，5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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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損失填補保險之生效要件 

損失填補保險之保險利益存在基礎以經濟上之利益為限，包括了有形財產保

險、無形財產保險、侵權責任保險、契約責任保險及人身保險中之信用壽險、限

額型醫療給付保險與限額型失能保險189，以下論其一般生效要件及特別生效要

件。 

第一款 一般生效要件 

一般生效要件乃任何法律行為均須具備之要件，保險契約既為法律行為之一

種，自亦應具備此等一般生效要件，包括：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能力、標的需適

當、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須健全等。190 

第一目 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能力 

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一方為要保人，一方為保險人： 

（一）保險人之行為能力：依保險法第二條規定，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

織，故保險人雖稱曰「人」，惟不包括自然人，而是指保險業者。所謂保險業者，

係依保險法組織登記，以經營保險為業之機構191，且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

公司或合作社為限192，由此可知保險人為法人，而法人有無行為能力，民法雖無

規定，然法人既為權利主體，為從事法人的目的事業之必要，應有行為能力，而

由法人的機關代為法律行為
193
，且我國之民法，對法人之性質採「實在說」中之

「機關說」，故若保險人依法設立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由其自然人為代表與

要保人訂立保險契約當屬目的範圍內之行為，當然有行為能力。 

（二）要保人之行為能力： 

1.要保人為法人： 

                                                 
189 江朝國教授稱該類醫療費用保險為「中間性保險」，認此二種人身保險為損失保險一種，與一

般人身保險之區別為該險契約之目的為費用之補償。參江朝國，前揭註 53，93 頁 
190 林勳發，同前揭註 20，606 頁。 
191 梁宇賢，同前揭註 53，128 頁。 
192 保險法第一三六條規定：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 
193 由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法人應設董事。」、「董事就法人一切事務，對外代表法人。」
可知，法人有行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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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保人為法人時，由要保人之代表機關與保險人訂立保險契約自屬有行為

能力。 

2 .要保人為自然人： 

自然人之行為能力因保險法未設特別規定，自應依民法之規定，民法行為能

力制度，將行為能力類型化為三個階段：無行為能力、限制行為能力、完全行為

能力194。 

（1）要保人若為完全行為能力人，因其具備行為能力之要件，其所訂立之

保險契約有效。 

（2）若要保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時，其所訂立之保險契約依民法七十五條之

規定無效，但若無行為能力之要保人的法定代理人代理人代訂保險契約，則依民

法七十六條之規定為有效之保險契約。 

（3）當要保人為限制行為能力人時因民法針對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意思表示

效力設許多規定，故可分為下列數種： 

a.依民法七十七條之規定，要保人若得其法定代理人允許，則其訂立之保險

契約有效。 

b.要保人未得法定代理人允許所訂之保險契約，事後依民法七十九條之規定

得法定代理人同意或依民法八十一條之規定因限制原因消滅後自行承認者，該保

險契約有效，但在承認之前該契約處於效力未定之狀態。  

c.若要保人以詐術使保險人信其為有行為能力人或已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者，

該保險契約依民法八十三條之規定為有效。 

d.依要保人之年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如註冊時投保學生平安保

險），有效（依民法七十七條但書規定）。 

e.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行為能力人處分之財產或允許其獨立營業所為之保險

                                                 
194 民法第十二條規定：「滿二十歲為成年。」 

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未滿七歲之未成年人，無行為能力。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有限制行為
能力。未成年人已結婚者，有行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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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有效（依民法八十四條、八十五條之規定）195。 

第二目 標的必須適當 

法律行為的生效須以法律行為的內容（或稱標的）可能、確定、適法妥當為

必要196，保險契約的標的也須符合上述四個判斷標準 

（一）保險標的須可能： 

保險的義意是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因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

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財物之契約197，而若保險標的在訂立契約時，已發生危險

或已消滅，則保險契約的內容不可能被實現，故保險契約無效198。 

（二）標的須適法妥當 

1.保險契約之內容違反保險法強制規定之效力 

民法第七十一條雖規定：「法律行為違背強制或禁止規定者，無效。但其規

定並不以之為無效者，不在此限」，惟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法之強

制規定，不得以契約變更之。但有利於被保險人者不在此限」。學者199認保險法

為民法之特別法，故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應優先於民法第七十一條適用。故

當要保人與保險人以契約變更保險法之強制規定時，該保險契約並不絕對無效，

須視該約定內容是否有利於被保險人而定，若契約之約定較保險法之規定有利於

被保險人，該約定有效；反之則無效。 

2.保險契約之內容違反公序良俗之效力 

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法律行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無效」，

保險法對此雖並未規定，但保險契約之標的也應以不違反公序良俗為契約有效的

前提，故若保險標的違背公序良俗則依民法之規定無效，但保險契約之內容是否

                                                 
195 參考林勳發，前揭註 28，109-111 頁。 
196王澤鑑著，前揭註 152，295 頁。 
197 保險法第一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
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行為。 

根據前項所訂之契約，稱為保險契約。」 
198保險法第五十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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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參考林勳發，前揭註 28，114-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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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公序良俗則應依契約訂立時具體之客觀環境判斷之200。 

保險實務判決引用保險契約之內容違反公序良俗者如八十八年保險字第七

○號判決指出○三二條款201之目的僅在矇騙工程之業主，保險人所為亦無非係以

配合出具不符事實之保險單之方式，協助要保人規避公共工程業主之監督。若允

許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於○三二條款所不承保期間之情況下即不予理賠，將使

公共工程之風險無法經由保險制度確實獲得分散，一旦屆時承包商無資力負起損

害填補之責，損害勢將轉嫁於業主，甚至受害人自行承擔，其結果將使原應可由

保險制度承擔之風險無法適當轉嫁，甚至可能造成他人之損害，此一約款顯然有

背公序良俗，應屬無效。 

3.保險契約之內容顯失公平之效力 

依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一的規定，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列舉了四款依

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故若保險契約中符合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一之各款情形

者，依本法之規定無效。 

另因保險契約所載之條款一般皆由保險人預先擬定，用以與不特定多數之要

保人訂立契約，而具有定型性、附合契約之性質，從而保險契約雖均由要保人為

要保申請，惟在通常情形，其對保單之內容僅得表示接受或不接受，對於保險人

所定之條款難有置喙之餘地，故保險契約亦適用於消費者保護保關於定型化契約

條款無效之規定（即消保法第十二條202及消保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203）。 

實務判決中，多以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一及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並用，例

八十八年保險上字第五十五號判決：因保險人以「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基本條款204」

                                                 
200 同上註，114 頁。 
201 ○三二條款係指中途投保條款，即倒填保單之保險期間，再加批該條款，約定對過去之事故
不負理賠責任之謂也。 
202 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 

一  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二  條款與其所排除不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立法意旨顯相矛盾者。 

三  契約之主要權利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契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203  定型化契約條款，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一  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不相當者。 

二  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 

三  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不相當之賠償責任者。 

四  其他顯有不利於消費者之情形者。 
204 第二條：「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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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一項中之「不保條款」拒絕給付保險金，法院以該不保條款免除或減輕

被上訴人依保險法應負之義務，且使上訴人拋棄或限制其依同法所享之權利，於

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違反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且認該不保條

款違反誠信原則，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依消保法第十二條之規定，應屬無效。須

注意者本判決係針對不保事項，而不保事項屬承保範圍，並非減輕或免除保險法

上的義務，而該判決認不保條款係減輕或免除保險法上之義務顯屬有誤。 

第三目 意思表示須健全 

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雖已合致，但如有民法所列之意思表示瑕疵，則將影響保

險契約之生效： 

（一）保險人或要保人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所訂之保險契

約，其契約仍有效，但若契約相對人明知者，無效（民法八十六條之規定）。 

（二）保險人或要保人與相對人通謀虛偽訂立保險契約者，其訂立之保險契

約無效，但不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八十七條之規定）。 

（三）保險人或要保人之意思表示出於錯誤，表意人得撤銷之（民法八十八

條之規定）。 

（四）保險人或要保人之意思表示因他人傳達不實，表意人得撤銷之（民法

八十九條之規定）。 

（五）保險人或要保人被詐欺或脅迫而訂立保險契約者，表意人得撤銷之（民

法九十二條之規定）。205由於民法上關於受詐欺得撤銷意思表示之除斥期間，依

民法第九三條為發見詐欺後一年、自意思表示後十年，相較保險法第六四條第三

項得行使契約解除權之期間為長206，保險人對於已逾保險法第六四條除斥期間之

案件，得否再依民法規定，主張承保之意思表示受詐欺而行使撤銷權，實務及學

者間，容有不同見解207。依最高法院 86年台上字第 2113 號判決意旨，保險法第

                                                                                                                                            
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

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不保事項外，本公

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七條：「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不包括：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

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理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205 同上註，122 頁。 
206 保險法第六四條第三項規定:：「前項解除契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

不行使而消滅，或契約訂立後經過二年，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不得解除契約。」 
207 持否定見解者（即已逾保險法第六四條除斥期間時，不得再適用民法第九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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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四條乃保險契約中關於因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之特別規定，應有排除民法第九二

條規定之效力，本判決業於八十九年八月經最高法院選編為判例足見實務採否定

見解。 

第二款 特別生效要件 

第一目 要保人對保險標的須具保險利益 

由保險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

及第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利益者，保險契

約失其效力。」可知要保人208具備保險利益係保險契約之特別生效要件之一。 

壹、保險利益之功能 

保險利益之功能有學者認係在於填補被保險人具體之損害或防止複保險、超

額保險，以避免保險法上不當得利情形之發生，且尚有防止賭博之發生、禁止被

保險人不當得利及避免道德危險發生之功能209，而保險利益最主要之功能應在於

「確定保險真正所欲保障之實質內容究竟為何—即被保險人有何種損害。換言

之，保險利益最重要之功能在於決定保險事故發生時真正受損害之人，並將保險

賠償給予真正受損害之人，以達成保險制度係為填補損害之主要目的」210。 

保險利益的功能，一般而言通說均肯認其具有（1）計算損害填補，避免不

當得利；（2）賭博行為之避免；（3）防範道德危險等三大功能211，現分述如下： 

                                                                                                                                            
    （1） 林勳發，前揭註 28，124--125 頁。 

（2） 參吳明軒，關於保險法第六十四條規定之適用，民國 87年 2 月，法令月刊第 49 卷

第 2期，頁 8至 11。 

持肯定見解者（即已逾保險法第六四條除斥期間時，仍得適用民法第九二條規定）： 

（1）江朝國，論保險法上違反告知義務之解除權與民法上因詐欺所生之撤銷權之關係，民

國 89年 8 月，軍法專刊第 45 卷第 8期，頁 23 至 27。 

（2）劉宗榮，論違背據實說明義務之解除權與意思表示被詐欺之撤銷權，民國 91年 2 月，

月旦法學雜誌第 81 期，頁 73 至 76。 

（3）吳光陸、廖珂秀，試探保險法第六十四條與民法第九十二條之關係，民國 91年 7 月，

法令月刊第 53 卷第 7期，頁 13 至 15。 
208 本條文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此涉及保險標的之歸屬主體究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

文將於下頁討論之。 
209江朝國，前揭註 53，83 頁 
210 江朝國，保險利益—保險契約法之中心概念，月旦法學教室試刊號，民國九十一年九月，34

頁以下。  
211梁宇賢，前揭註 53，78-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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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算損害填補避免不當得利： 

保險之目的，在避免契約當事人因偶然事故之發生造成經濟生活上的困難，

但非因此使契約當事人得藉由保險契約約定之偶然事故發生而可獲得原有損失

外之補償，因無損害即無賠償可言；無保險利益即無損害，故無賠償可言。所以

契約當事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所得請損害賠償之範圍，不得超過其保險利益之

金額或價值，否則將有違損失填補原則。212 

2.賭博行為之避免 

賭者，憑藉單純偶然事件之發生，而認定輸贏取得不正當利益之行為，且賭

博之標的與當事人間，並不需具有任何之利害關係，因此往往與公序良俗有違，

而為法不許。蓋保險契約雖然係一射倖契約，但保險契約之訂立，必須以保險利

益存在為前提，因此與賭博並不可等同論之。例若以和自己無關之他人建築物投

保住宅火險，並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則此一契約將因不具保險利益而不生效力，

因為這是賭博行為而非保險。 

3.避免道德危險： 

所謂道德危險，係指契約當事人因希望領取鉅額保險金賠付，而故意地作為

或不作為，因此造成損害或擴大損害。按契約當事人就保險契約具有保險利益

者，實無為違法行為之必要。但若是契約當事人對於保險標的毫無保險利益，亦

得以訂立保險契約，則當事人為貪圖賠償，將隨時可能故意違法。因此保險契約

的生效，必須有保險利益之存在，方足以防範道德危險之發生
213
。 

貳、現行法之規定—兼論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 

在保險利益理論中，最有爭議之問題為究何人須具備保險利益，係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此一問題，國內學者尚未有一致見解，我國的保險法相關規

定如下： 

第三條：「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向保險人申請訂

立保險契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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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此處須注意，保險利益限制損害填補，避免不當得利之功能，僅適用於損失填補保險而不及

於定額給付保險。 
213 保險契約於人身保險中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將於下文定額給付保險之特別生效要件處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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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第十四條及第十六條則均謂：「要保人⋯⋯有保險利益。」 

第十七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利益者，保險契約

失其效力。」 

一、要保人是否應具保險利益？ 

1.肯定說： 

國內多數學者214認要保人應具保險利益，理由為保險法第三條明文規定要保

人係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之人。 

2.否定說： 

主張否定說者215認，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不必具有保險利益，只要有保險人

之書面同意，即可訂立保險契約。其理由主要為：（a）要保人為締結保險契約並

繳納保險費之人，其在保險法上之特質為僅負義務，而無任何權利，故無須具有

保險利益。（b）就人身保險而言，依保險法第一○五條之規定，保險契約之成立，

除要保人要約之外，尚須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因若具有保險利益容易引發道德

危險，故以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取代。 

二、被保險人是否應具保險利益？ 

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是否須具有保險利益，就保險法第十七條觀之，似應

採肯定說，但因保險法第四條並未如第三條般規定被保險人須具保險利益，且第

十四條、十六條亦僅列要保人而未列被保險人，故學者間對被保險人是否須具保

險利益有不同觀點： 

1.肯定說： 

採此說之學者216認被保險人應具備保險利益，其理由有四： 

                                                 
214 梁宇賢，前揭註 53，103 頁；劉宗榮，前揭註 25，81 頁；林群弼，前揭註 24，134 頁；施文

森，保險法總論，自版，民國七十九年，321 頁。 
215 江朝國，前揭註 53，140 頁。 
216鄭玉波，前揭註 47，86 頁；江朝國，前揭註 53，140 頁；劉宗榮，前揭註 25，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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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依保險法第四條規定，被保險人係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

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故必被保險人有保險利益，才可能受損害；二為依保險法第

十七條規定，保險事故發生時，縱要保人無保險利益，若被保險人有保險利益，

即不致使保險契約失效；三為依保險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要保人為他人之利益

訂立保險契約，雖不必對保險標的有保險利益，可使保險契約易於成立，惟為防

止道德危險之發生，應認被保險人須有保險利益較為妥當。 

2.否定說： 

採此說者217認保險利益僅存在於要保人為已足，其理由為要保人為契約當事

人，而被保險人非契約當事人，若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屬一人時，保險利益

存在於要保人為已足，被保險人不須具保險利益；而若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屬一

人時，保險利益對要保人存在，亦屬對被保險人存在。因要保人為保險契約之當

事人，而被保險人非也。要保人有時雖得為被保險人，但觀念上二者在保險法上

係處於二個不同地位，此觀保險法第十四、十六條以要保人為規定主體自明。 

3.移轉說： 

採此說之學者218認保險契約訂立時，被保險人可無保險利益，但事後保險利

益發生變動，而使要保人失其保險利益時，被保險人則須有保險利益，否則保險

契約失其效力。 

4.折衷說： 

採此說之學者
219
認應區分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討論之，因財產保險係以損失

填補為原則，因此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需有保險利益，若

無，即未受損失，既無損失，當然不能請求賠償；至人身保險，僅要求要保人於

訂定保險契約時，對於保險標的有保險利益即可。 

三、小結： 

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究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此一問題爭議，學者220認係不

同法系之概念差異所造成，申言之： 

                                                 
217 王浦傑，保險法基本問題研究，保成出版社，民國七十七年四版，50 頁。 
218 林詠榮，商事法新詮（下—保險篇），五南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五年七月初版，45 頁。 
219 施文森，保險法論文集一，作者自行發行，45 頁。 
220 林勳發，前揭註 28，13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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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英美法系，保險契約當事人基於當事人地位，當然取得保險契約所生各

項權利並負擔各項義務，故保險給付請求權當然歸於當事人。由於當事人係保險

給付當然之請求權人，故須對於保險標的具備保險利益，從而，保險利益具備與

否乃就當事人判斷之，亦即保險標的之歸屬主體為當事人。 

2.在大陸法系，保險利益之概念只適用於損失填補保險，而損失填補保險之

保險給付請求並不歸屬契約當事人，而係歸屬保險利益真正受損害之人，即被保

險人，契約當事人僅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而無保險給付請求權。被保險人既係

保險金之受領權人，自應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故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為

被保險人，而非當事人。 

3.由上可知兩大法系制度上之差異，而我國關於保險利益制度基本上係仿英

美法系之制度，即不論財產保險或人身保險均要求具備保險利益，而英美法系是

以當事人作為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故我國保險法第三條乃規定「要保人」為保

險利益之歸屬主體221。但我國保險法第四條又規定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請求權

人，但該條未規定被保險人應具備保險利益，為求補救乃於第十七條規定「被保

險人」亦須具備保險利益，惟第三條已規定「要保人」應具備保險利益，第十七

條自不能忽視之，終於形成「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4.由上述分析可知，學者222認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應為保險契約當事人，理

由如下： 

（1）英美法系由契約當事人即被保險人交付保費，故當然取得保險給付請

求權，而大陸法系規定要保人有交付保費之義務，卻無請求保險給付之權利，顯

然違反當事人投保之意願，亦非常情所能接受。 

（2）大陸法系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利益真正受損之人為被保險人，享有

保險給付請求權。如此，則無須判斷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此時保險利益乃在判

斷何人為被保險人，而非何人須具有保險利益。 

（3）大陸法系及英美法系均承認同一標的可以有數保險利益存在，如一建

築物之物之所有權人、抵押權人、承租人及租賃權人對該建築物皆有保險利益，

但當事故發生時，何人得請求保險給付，在英美法系，因須視何人投保而定投保

之當事人或其指定之受領權人始有權請求，不致發生爭議。至於大陸法系，投保

之當事人並無請求權，投保時亦無權指定受領權人，得請求保險給付之人係保險

                                                 
221 須注意英美法系稱保險契約當事人為被保險人，但我國保險法在當事人方面仿大陸法系，稱

要保人，故我國保險法第三條雖規定「要保人」，卻係指保險契約當事人。 
222林勳發，前揭註 28，13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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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之真正受損人，即被保險人，但問題是建築物一旦完全滅失，究竟是所有權

人、抵押權人、抑或是承租人受有損害而得成為被保險人？必將發生爭議。 

（4）基於上述分析可知，保險利益之歸屬主體應採英美法系，以契約當事

人為之，而保險法第三條既以「要保人」為當事人，則第十七條應配合修正，刪

除「被保險人」字樣（如第三條改以被保險人為當事人，則第十七條應刪除要保

人字樣），本文亦贊同此修正建議。 

參、損失填補保險中財產保險之保險利益種類 

按財產上保險利益須具有經濟價值，且其利益得以金錢估計，可分為下列數

種223： 

1.現有利益： 

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要保人對於財產上現有利益，⋯，有保險利益」，包

含所有權、擔保物權、用益物權、占有關係、夫妻間之財產關係、合夥之財產關

係、股東對公司財產關係。 

2.期待利益： 

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因財產上之現有利益而生之期待利

益，有保險利益。」，所謂期待利益，係指本於財產上現有利益，而生未來可預

期獲得之合法利益。可分為積極期待利益與消極期待利益，前者如營業中斷損失

險，後者如責任保險。 

3.保管責任（即第三人保險）： 

保險法第十五條規定：「運送人或保管人對於所運送或保管之貨物，以其所

負之責任為限224，有保險利益。」，本條之運送人或保管人為例示，凡對於他人

之所有物負有保管責任者 均得依本條主張保險利益。例承租人對承租之房屋投

保火險。 

4.基於有效契約所生之利益： 

                                                 
223 參考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18-619 頁；梁宇賢，前揭註

53，84-95 頁。 
224 若其在法律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無保險利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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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二十條規定：「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益，亦得為保險利益。」，

本條係參考美國加州保險法（California Insurance Code） Code. 283 Contingency or 

expectancy 而設的，其條文內容為 ：「A mere contingent or expectant interest in 

anything, not founded on an actual right to the thing, nor upon any valid contract for it, is 

not insurable225.」，該條文說明若非基於有效契約所生之利益，不得投保，故我國

參考該條文，訂保險法第二十條為「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益，亦得為保險利

益」。例大樓裝修時，裝修之人對裝修之大樓有保險利益。 

肆、損失填補保險中財產保險之保險利益存在時際 

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標的無保險利益者，保

險契約失其效力。」. 

大陸法系將保險利益之概念限於損失填補保險；但英美法系，由於保險利益

適用於各種險種，故保險利益之存在時際，因其保險契約之種類不同而做不同規

定，如美國加州保險法第二八六條規定226：「財產保險之保險利益存在於保險契

約生效時或保險事故發生時，人身保險之保險利益僅須於保險契約生效時存在，

無須在損失發生後或損失發生時存在。」 

但財產保險之契約當事人對於所具有之保險利益，應存在於何時，究係保險

契約訂立時？或保險事故發生時？或是在該二時點均須存在？依通說之見解認

保險利益在保險契約訂立時不必存在，但事故發生時則須具保險利益227。 

保險利益之功能在計算損失填補損害、避免不當得利，因此應以實際損失時

具備保險利益為已足，如保險利益於契約訂立時雖存在，但於事故發生時卻不存

存在，則實際上被保險人既無保險利益，自無損失可言；反之，於契約訂立時，

保險利益不存在或已存在但尚未歸於要保人，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利益已歸

屬於要保人，該保險利益之歸屬人，即有實際之實失，故本文贊同通說之見解，

認損失損補保險之保險利益在保險契約訂立時不必存在，但事故發生時則須具保

險利益。 

                                                 
225 美國加州保險法第二八三條：「未基於真實權利或有效契約而僅對標的物存有偶然發生的利益

或期待利益，不得投保。」 
226 Cal Ins Code （2003） 286 .  Time of requirement  
An interest in property insured must exist when the insurance takes effect, and when the loss occurs, but 
need not exist in the meantime; an interest in the life or health of a person insured must exist when the 
insurance takes effect, but need not exist thereafter or when the loss occurs. 
227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22 頁；梁宇賢，前揭註 53，110 頁；
劉宗榮，保險法，前揭註 25，82-83 頁；林群弼，前揭註 24，134 頁；施文森，保險法總論，自

版，民國七十九年，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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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須非惡意複保險—複保險制度在損失填補保險之應用 

保險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故意不為前條之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而

為複保險者，其契約無效。」，由此可知善意之複保險，保險契約仍生效力，僅

當保險契約成為惡意複保險時，保險契約無效，故「須非惡意複保險」亦為保險

契約之特別生效要件之一。既「須非惡意複保險」為保險契約之特別生效要件，

吾人應了解何謂惡意複保險及其適用範圍，以下將分點討論之： 

壹、複保險制度之功能及其種類 

1.分散危險： 

要保人就同一保險利益，在同一保險人處，不必保足其保險標的之價值，仍

可就其未保足之部份，向他保險人訂立保險契約。此對於價值高昂之保險標的，

非一保險人之力所能負擔賠款責任者，藉此制度得以救濟。 

2.增強保障： 

要保人有複保險時，可預防保險人中有破產或不能履行其義務時，仍可向他

保險人求償，其利益不至落空，故可增強其安全之保障228。 

故保險法肯認複保險制度的功能，於保險法第三十五條229定義複保險的意

義。複保險依要保人是否將複保險行為通知保險人230而可區分為善意複保險與惡

意複保險二類，若要保人已將複保險之行為通知保險人，則保險契約有效，保險

人應負擔的責任依保險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為比例分擔主義，即複保險之各保險

人就損失金額僅依其保額對總保額之比例負分擔責任231；若要保人未將複保險之

行為通知保險人，則為惡意複保險依保險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保險契約無效。 

 

                                                 
228梁宇賢，前揭註 53，213 頁。 
229複保險，謂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利益，同一保險事故，與數保險人分別訂立數個保險之契約行

為。 

230 保險法第三十六條規定：「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金額
通知各保險人。」 
231 立法例上關於善意複保險之效力可分為下例三種：1.優先賠償主義：日本商法第六三二條、第

六三三條及法國商法第法第三三四條第三項、三五九條採之。2.連帶賠償主義：美國海上保險法

第三二條、八○條及德國保險契約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採之。3.比例分擔主義：法國保險契約法

第三○條第三項、瑞士保險契約法第五十一條、第七十一條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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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複保險制度在損失填補保險之適用範圍 

損失填補保險契約必須受限於損失填補原則，損失填補原則之積極作用為填

補當事人所受之實際損失，而其消極作用則在禁止當事人獲得超過實際損失之填

補。進一步就其消極功能觀之，為了不使當事人因意圖不當得利而獲得超過實際

損失之填補，須就惡意複保險行為做一定程度的限制，由此可知複保險制度僅適

用於損失填補保險而不適用於定額給付保險。 

再者，雖複保險制度源於損失填補原則，但並非所有損失填補保險均有複保

險之適用，因複保險之制度主要規範目的為防止超額保險所可能引起之道德危

險，故必保險標的價值得以估計，始能判斷重複投保之保險契約的保險金額是否

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此觀諸保險法第三十八條232之規定自明。故雖責任保險、

限額型醫療費用保險，性質上固係損失填補保險，但因其保險標的之價值無從確

定（責任保險之保險標的為可能發生之損害賠償責任；限額型醫療費用保險之保

險標的為可能支出之醫療費用），即使有重複投保之情形，亦僅能適用保險競合，

而不得適用複保險之規定。 

故損失填補保險中可適用於複保險制度僅為財產保險中之有形財產保險、無

形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中之信用壽險、限額型失能給付保險。233 

參、惡意複保險之構成要件及判斷時點 

一、客觀要件： 

（一）同一要保人，同一保險利益 

（二）同一保險事故 

（三）與數保險人分別訂立數保險契約 

以上為保險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之要件，學者認仍須加入以下判斷要件，

始能判斷是否構成惡意複保險。 

（四）需重複投保之保險均為損失填補保險，因定額給付保險無複保險規定

                                                 
232保險法第三十八條：「善意之複保險，其保險金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 
233林勳發，前揭註 28，159-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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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餘地234。 

（五）需保險標的可用金額估計235。 

（六）需保險期間重疊：我國保險法第三十五條雖未提及需保險時間重疊，

但學者236均認此一要件須列入複保險之構成要件加以判斷，惟或有學者代稱其為

須「同一保險期間」。 

（七）須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有效契約之總保險金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 

依各國之立法例，複保險之概念可分為廣義說及狹義說，廣義說認複保險之

構成不須考量總保額是否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而狹義說認總保額須超過保險標

的之價值，始構成複保險。我國之學者通說採狹義說237，本文亦認必須符合此一

要件才構成複保險，因複保險之功能本在於分散危險，若總保額未超過保險標的

之價值者，保險法不須加以限制之，即不須向他保險人通知（保險法第三十六

條），亦不須依比例分擔主義規範保險人之理賠責任（保險法第三十八條），要保

人亦不因未通知保險人複保險之行為而構成惡意複保險（保險法第三十七條）致

使保險契約無效，因總保額未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非複保險，故本文亦贊成狹

義說。 

二、主觀要件—故意不為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238 

當上述客觀要件均構成後，若要保人又具備此一主觀要件，即構成惡意複保

險，而惡意複保險又可區分為兩類： 

（一）意圖不當得利之複保險： 

當要保人以不當得利為目的而對同一保險標的重複投保時，此不但違反損失

填補原則，且要保人故意導致保險事故發生而請求超額填補之可能性很高，即發

生道德危險的可能性大增，故為了有效防止，各國保險法均認意圖不當得利之複

                                                 
234 林勳發，複保險之適用範圍與效力，台灣本土法學，十三期，59 頁。 
235 參本文「複保險制度在損失填補保險之適用範圍」處。 
236林勳發，前揭註 234，59 頁；梁宇賢，前揭註 53，211 頁；劉宗榮，保險法，作者發行，民國

八十四年，194 頁；鄭玉波，前揭註 47，56 頁。 
237梁宇賢，前揭註 53，210 頁；林勳發，前揭註 28，162-163 頁；江朝國，前揭註 53，287-288 頁。 
238保險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故意不為前條之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而為複保險者，其契

約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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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契約無效239；我國亦如此規定。 

（二）故意不為通知之複保險： 

當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標的重複投保且其投保總額高於其保險標的之價值

時，要保人極可能是為了取得高於其保險標的價值的賠償總額，故為了防止要保

人藉複保險不當得利，也為了使保險人對危險做詳實評估，因此保險法課以複保

險之要保人負通知義務，若要保人故意不為通知，即視為惡意複保險，則保險契

約無效。因保險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為「故意」不為通知，故若要保人係因過失

而不知有複保險之情形仍得主張善意複保險之效力。 

三、惡意複保險之判斷時點 

關於複保險之判斷時點，林勳發教授專對此表示其見解240，其認為複保險是

否成立之判斷時點應為「保險事故發生時」而非「保險契訂立時」，其認為在損

失填補原則下，保險之目的只在填補被保險人所遭受之實際損失，而實際損失之

算定僅當損失發生時始能為之，故損失填補保險，除法律特別規定或契約特別約

定外，凡保險利益之額度、保險利益之存在時際、保險標的之價值（保險價額）、

超額、足額、不足額保險、複保險、實際損失金額等無不於損失發生時（at the time 

of the loss）決定，而與保險契約訂立之時點無關，此乃一脈相傳之觀念，早為國

外學者所承認241，且視為當然之道理。 

肆、惡意複保險之效力 

依保險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惡意複保險之法律效果為契約無效，而此究指

全部之契約均無效或僅部份契約無效，學說及實務有不同見解： 

一、全部契約無效說： 

                                                 
239 德國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要保人意圖自己不當得利而訂立複保險契約者，任何基於此

一意圖而訂立之契約無效。⋯（Hat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eine Doppelversicherung in der Absicht 

genommen, sich dadarch eine rechtswidrigen Vermögensvortei zu verschaffen, so ist jeder in dieser Absicht 

geschlossene Vertrag nichtig;⋯）」  

日本商法損害保險法修正試案第六三四條：「於重複保險中，保險人能證明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有

獲取不法利得圖者，保險契約無效。」 
240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27 頁。 
241 Double insurance exists where,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two legally enforceable policies cover the 
same interest in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against the same risk. See Tarr, Double insurance, New 
Zealand Law Journal, April 1982, p. 136. 此係轉引自林勳發，前揭註 28，164 頁，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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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通說242認為基於損失填補原則及最大善意原則，若要保人故意不為通

知，或意圖不當得利而為複保險者，全部保險契約均歸於無效，以阻止要保人惡

意獲得高於保險標的價值之賠償。 

二、部份無效說：本說又可區分為實務及學者二種不同見解 

（一）區分為「故意不為通知之惡意複保險」及「意圖不當得利惡意複保險」

兩種情形，前者採部份無效說，即後保險契約無效，前保險契約有效；後者則因

要保人惡重大，故採全部無效說，即全部保險契約均無效243。 

（二）前保險契約有效，後保險契約無效說： 

最高法院七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一六六號判例認：「要保人先後與二以上之保

險人訂立保險契約，先行訂立之保險契約，即非複保險，因其保險契約成立時，

尚未呈複保險之狀態。要保人嗣與他保險人訂立保險，故意不將先行所訂保險契

約之事實通知後一保險契約之保險人，依保險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後一保險契約

應屬無效，非謂成立在先之保險契約亦屬無效。」即，第一個訂立之保險契約並

不構成複保險，仍為有效，至其後訂立之保險契約才係惡意複保險而無效。 

三、小結 

本文認關於惡意複保險之效力應採全部契約均無效說，理由如下：（1）由於

惡意複保險之要保人主觀上欲藉由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重複保險不當得利，大大

提高道德危險之發生率，故為制裁其惡性及保障保險人，應認所有保險契約均無

效才可達制裁之效果。若即使要保人被發現惡意複保險，其第一個保險契約仍屬

有效，只要其維持足額保險，損失仍然可以獲得填補，將造成惡意複保險的要保

人有賭博之心態（未被發覺，則可獲多重賠償；縱被發覺，仍可獲足額賠償），

無法達到制裁惡意複保險的要保人之目的；（2）就文義解釋觀之，保險法第三十

六條規定須將複保險之行為通知「各保險人」，由此可知複保險之制度係強調每

一個保險人皆有其對危險評估之權利，若認前保險契約非屬複保險，則有違複保

險規範之基本法理。 

 

 

                                                 
242梁宇賢，前揭註 53，210 頁；林勳發，前揭註 28，166 頁；江朝國，前揭註 53，208 頁；施文

森，保險法總論，民國七○年，221 頁。 
243劉宗榮，前揭註 25，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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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本項小結 

由上述分析可知，損失填補保險契約之一般生效要件為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

能力、意思表示須健全、標的必須適當，特別生效要件為要保人對保險標的須具

保險利益、須非惡意複保險。 

惟因損失填補保險中之財產保險其保險利益之存在時際為：保險利益在保險

契約訂立時不必存在，但「事故發生時」則須具保險利益，且惡意複保險是否成

立之判斷時點亦係「保險事故發生時」，則保險契約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無法確定

是否有效，若認「要保人對保險標的須具保險利益」及「須非惡意複保險」為損

失填補保險契約之特別生效要件，將使保險契約在保險事故發生前無法確定損失

填補保險契約之效力，造成保險契約之不安定。 

故本文藉由民法學者對於法律行為成立、生效要件的再思考，認在契約內容

自由下，法律原則上不積極規定契約所應具有之內容，而僅消地以負面表列之方

式，規定契約所不應有之內容，而又因此種消極規定為例外，所以在一般情形下，

契約成立後立即發生效力。故當損失填補保險契約具備成立要件及一般生效要件

後，保險契約即發生效力，至於「要保人對保標的須具保險利益」及「保險契約

須非惡意複保險」此二要件，與其認其為特別生效要件（即具備此二要件時，保

險契約才生效），不如認其為效力阻卻事由或阻卻生效要件（即當保險契約具備

成立要件及一般生效要件後，保險契約即發生效力，但在保險事故發生時若保險

契約不具備上述二要件，則保險契約無效），使保險契約在事故發生前處於安定

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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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定額給付保險之生效要件 

第一款 一般生效要件 

定額給付保險之一般生效要件與損失填補保險相同，包括：當事人需有完全

行為能力、標的需適當、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須健全等244，此部份請參照本文損失

填補保險的一般生效要件。 

第二款 特別生效要件 

第一目 保險利益－定額給付保險是否需具備保險利益？ 

一、保險利益於人身保險之目的及作用 

法律上規定保險契約之成立，必須有保險利益存在；其主要目的及作用有三： 

1.是避免賭博行為－因保險契約與賭博皆具有射倖性，兩者之差異為保險契

約必須以保險利益之存在為前提，因此法律規定訂立保險契約需具有保險利益，

以避免假借保險之名而行賭博之實。 

2.防止道德危險－即要保人方面故意製造的危險，例如要保人故意放火，以

圖領取保險金；如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需具有保險利益，即使不能絕對的避免道

德危險，至少能給予相當的防止。 

3.賠償程度的限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的賠償金額不超過保險利益之

金額或價值。 

上述三項保險利益之作用，在財產保險固係理所當然，但在人身保險則有進

一步比較說明的必要。 

1.是避免賭博行為－ 

英國在一七四六年即制定一成文法，禁止對於無保險利益之人投保人壽保

險；然在此之前，縱使無保險利益，賭博性的人壽保險確屬有效而可以強制執行。 

                                                 
244 同註 5，606 頁。 



 97

據說在十八世紀的英國，羅意茲商船協會（Lloyd’s）附近的賭徒們，時常對
一些顯要著名的生命打賭，尤其是那些已被報導患了病的人。可以想像當時轟動

的情況，每天早晨，參予賭博的人和湊熱鬧的人爭相閱讀報上有關被保險人的報

導，看他昨夜能繼續維持壽命的勝算是否降低。這些賭徒們甚至挖空心思地去從

僕從、醫師的口中去了解被保險人的近況，而這樣的情形當然是極端的不道德

的。因此，後來 Lloyd’s的保險商希望成立一個合法的保險事業，乃由此方向達

到立定章程，使保險利益成為人壽保險的必備條件，以求杜絕以他人之生命、身

體為賭博之流弊。245 

在十八世紀的賭博行為中，最後獲得賠償利益之人，亦即受益人，乃是由要

保人來指定的（而多半即是要保人指定自己是受益人）；而我國目前保險法第五

條後段亦有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因此有學者認為，若受益

人必須由被保險人指定而非由要保人指定，246那麼即使沒有保險利益的存在，也

不必禁止要保人與保險人訂立被保險人的壽險契約，正所謂「殺頭的生意有人

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做」，因在此架構下，保險人最後所賠償的保險金乃是由受

益人取得，要保人卻僅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而已，如此一來，試問誰會以不相干

之人的生死來訂立保險契約呢？ 

故重點不在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保險利益存在與否，而係保險利益應存

在於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間。而受益人之指定，應由被保險人為之。若被保險人

無法指定時，則將保險金列為遺產。 

2.防止道德危險－ 

誠如上述有關防止賭博行為者，在人身保險，若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無保

險利益存在，則要保人為領取保險金而故意置被保險人死亡之道德危險，相當容

易發生，故在英美法系國家強調人壽保險防止的兩大防護體：（1）契約當事人對

於保險標的需具有保險利益；（2）保險契約之訂立需經為保險標的之人之同意。

兩者要相輔相成，始能更有效地達到防止道德危險的目的。247 

更進一步說明者，按英美法系通常稱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保險人（the 

insurer），另一方為被保險人（the insured），至於保險事故發生的對象或客體，則

稱為保險標的（the subject matter），而保險標的泛指各種險種的保險對象，包括

財產、責任、利益、生命、身體、健康及老年等。 

                                                 
245尹蓉先，人身保險保險利益之研究」，壽險季刊，台北市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第八十五期，

民國 81 年 9月，16頁。 
246 同上。 
247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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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認為，由於一般人通常係為自己之利益而投保，即其投保的目的乃

在保障自己，故稱當事人為 the insured，投保後，基於契約當事人的地位當然取

得保險給付請求權，因其將危險移轉與保險人，故被保險人基於當事人的地位亦

負有交付保費之義務。另一方面，為防止道德危險的發生，乃進而要求被保險人

對於保險標的需具有保險利益，如以該他人為死亡保險的保險標的，則尚需該他

人之同意。248 

至於在大陸法系則稱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一方為保險人，另一方為要保人。而

當事人以外，尚有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在損失填補保險中，「被保險人」是指基

於保險人與要保人間的契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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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係指以其生存或死亡為保險事故之人，或指保險事故發生

之客體。此外，在損失填補保險，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稱為「保險標的」

或「保險標的物」；在人壽保險，要保人指定之保險金請求權人稱為「受益人」

或「保險金受領人」。 

在大陸法系中，則認為於人壽保險中，只要經被保險人的同意（即所謂的同

意主義），即可以達到防止道德危險的目的。至於被保險人同意後，如何處置保

險金的歸屬，乃屬於個人「意思自由決定」的問題。國內學者認為，大陸法系若

以他人死亡之保險，只需該被保險人同意，而不問有無保險利益，將給予不肖之

徒以重金收購被保險人同意書的機會，危害生命之事必層出不窮。249即使要保人

並無危害被保險人的意圖，但以他人之生命為賭博，亦屬於有背於公序良俗。所

以若能認清被保險人的同意權畢竟操諸於被保險人的主觀決定下，在不得已的情

況下，難免簽下同意書，則保險利益之具備便顯得相當重要。 

 3.賠償程度的限制 

 在人壽保險中，因為人身無價，從而並無保險價額的概念250，也不像財產保

險有所謂超額保險、複保險、一部保險等問題，即使是巨額保險金的契約，只要

沒有道德危險的證明，保險人即應按契約的規定賠償，因此，在人壽保險中，除

信用保險外，應該沒有賠償程度限制的問題。 

二、保險利益在定額給付保險之功能 

                                                 
248 同上，第五六四頁。 
249 同上，第六一四頁。 
250 我國保險法第十六條規定「要保人對於左列個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利益：一、保人或其

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理財產或利益之人。其中第

二、三、四款雖係由經濟上著眼，但就第一款之本人或其家屬而言，感情的基礎當大於經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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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險利益學說發展過程中，歐陸學者本亦主張保險利益之概念亦適用於人

身保險，但因人身保險缺乏保險利益的計算標準，大部分的學者便逐漸放棄保險

利益在人身保險的適用，而將保險利益的研究集中於財產保險，認為保險利益的

概念只適用於損失填補保險。而大部分歐陸學者所以否定保險利益在人身保險的

適用，其理由不外： 

1.保險利益的功能在於決定保險價值的多寡，人身保險其價值往往無法以金

錢客觀估定，故保險利益決定保險價值的功能在人身保險無法發揮。 

2.保險利益之功能在於填補被保險人具體性的損害，並防止複保險、超額保

險，以避免不當得利。但在人身保險，因人身無客觀價值標準，被保險人即使獲

有雙重賠償，亦不構成不當得利。 

3.保險利益的概念可決定何人有不需經他人同意即可投保的權利，若將此原

則貫徹於人身保險，將極不道德。因此在人身保險，只要經被保險人同意以其生

命為保險標的則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應具有保險利益的規定，並無實質意義。 

國內學者認為，大陸法系所以發展出保險利益的概念僅適用於損失填補保

險，而否定其對於定額給付保險的適用，實係其自限於保險利益之窠臼所致。251 

誠如上述，保險利益之功能尚有積極防止道德危險發生的作用；國內另有學

者主張252，在人身保險中，保險利益的功能如計算保險價額、禁止超額保險或複

保險的功能雖不能發揮，但在區分保險種類的功能上仍有意義。因人身保險除定

額保險外，尚有具損害保險性質的中間性保險，承認保險利益的概念可適度區隔

出此些保險，故保險利益於人身保險中仍有其意義。 

   三、現行法規定－我國保險法第十六條之規定 

由上述可知，人身保險仍需具有保險利益，但也並非任何與被保險人毫無瓜

葛之第三人皆可為要保人而向保險公司投保。依照美國所採的概括主義，係指

1.血親或姻親之有以感情為基礎之切實利益者。2.上列以外之人，對被保險人之

生命、健康或安全，有合法及實際之經濟上利益者。析言之，對血親和姻親，僅

以有感情為基礎為已足，而對血親、姻親以外之人，則尚要求有合法及實際之經

濟利益；故一般配偶之間當然具有保險利益，其他關係親密者，如未婚夫妻、同

                                                 
251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14-615頁。 
252 江朝國，「人身保險的保險利益」，萬國法律第一一一期，二○○○年六月，第 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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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之男女，甚或已離婚之夫妻，在某些州亦認為具有保險利益。253 

而採列舉主義者主張，就親屬關係中，要保人以他人之生命或身體為保險標

的者，必對被保險人有合法的保險利益，或與被保險人有經濟上切身利害關係。
254 

保險利益在人身保險之適用，在我國保險法第十六條中已有明文之規定：「要

保人對於左列個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利益：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

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理財產或利益之人。」分別說

明如下： 

1.本人：此種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其保險利益屬身分上之利

益，故屬於定額給付保險。 

2.家屬：此種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不同之人，但其保險利益仍屬身分

上之利益，故亦屬定額給付保險。所謂家屬，依民法一一二二條及一一二三條之

規定定之255。家屬相互間均存有保險利益，固得互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配偶通

常具有家屬關係，但亦有例外，惟通說均認為配偶相互間存有保險利益，目前保

險法對此乃漏未規定者，應補充之。以下另就幾個值得研究情況，來探討其保險

利益之有無： 

（1）男女未婚而同居者。男女同居也許並不適法，因為即使沒有任何法令

限制，仍然有背公序良俗，但其相互間亦可能存有家長家屬之關係而有保險利

益，或者也可以適用第二款之生活費所仰給之人，而發生保險利益。 

（2）夫、妾之間。二者之間的關係亦不適法，然依司法院二十一年上字第

二二三八號判例：夫之妾視為家屬，夫、妾之間亦應有家長家屬之關係。或者同

前例，因生活費之仰給，亦發生保險利益。 

（3）未婚夫妻之間。因訂婚僅為結婚之預約，並未使雙方發生身分上之關

係，通常亦無經濟上之利害關係，然此項關係應合於保險法第二十條所稱之有效

契約256。未婚夫妻本於婚約而以其未婚之配偶為被保險人，其保險利益極難於估

                                                 
253 尹蓉先，前揭註 245，18頁。 
254 桂裕，前揭註 22，65頁。 
255 民法第一一二二條規定「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另外， 

第一一二三條規定「第一項：家置家長。第二項：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第三項：雖

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256 保險法第二十條規定「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益，亦得為保險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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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但可比照解除婚約的規定，所得主張之實際損失及精神上損失，均在保險利

益範圍以內。257甚至男女訂定婚約而尚未結婚者，與他方父母之間亦可能因「以

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而發生家長家屬之關係」，因而具有保險利益。 

（4）離婚之夫妻。既已喪失姻親關係，故不得任要保人。不論中外，諸多

保險契約的糾紛案件中，多數所討論者乃離婚後是否尚有受益人的資格，而非已

離婚之夫妻是否具有保險利益可充當要保人，而為前配偶購買保險。而此一問題

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離婚夫妻既已喪失了親屬關係，即不再具有保險利益，不

得為前配偶之要保人。但如果有支付贍養費之情形，即使雖已喪失姻親關係，則

仍因生活費之仰給，而有保險利益。 

（5）已結婚而離家之子女與父母間。所謂家屬，不論具有親屬關係，至少

需要以同居一家為前提，而若已結婚而離家者，則不再有家長、家屬之關係，因

而就第十六條第一款而言，應無保險利益。258但如二者間仍有生活費或教育費之

仰給關係，則仍應有保險利益。事實上，我國民法一一一四條規定互負扶養義務

之親屬間：一、直系血親相互間。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

互間。三、兄弟姊妹相互間。四、家長家屬相互間。亦有可能成為生活費或教育

費所仰給之人。259 

（6）已結婚而各自成家之兄弟姊妹相互間。如前例其雖已喪失家屬關係，

然若亦合於我國民法一一一四條之規定而互負扶養義務者，亦可因而產生保險利

益。 

3.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一般認為生活費或教育費之受領人對於生活費或教育費之提供者，均得依本

款規定主張保險利益，不以兩者間具有一定之關係為必要。惟此種見解實失之過

寬，基於保險利益制度之本質，應做限縮解釋，兩者間應以基於撫養義務而提供

生活費或教育費者為限（民法一一一四條規定者），始有保險利益。反之，基於

慈善或愛心而提供者，應無本款之適用。基於扶養義務而提供生活費或教育費，

固屬經濟利益之授受，但其保險利益之基礎仍為身分上之利益，而非經濟上利

益。蓋撫養義務乃基於法律規定之特定身分關係而存在，且所提供之生活費或教

                                                 
257 桂裕，前揭註 22，第 67頁。 
258 此項主張為法院所不採，五十六年度訴字第四七九九號判決。參照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一案。 
259 桂裕，前揭註 22，第 66頁，「若血親之親等近者，其相互間所負法定扶養義務（民 1114條），
亦不失為一種法律上之利益，應皆可視為有保險利益，至是否同居一家，或是否因親屬關係之存

在而兼有實際金錢上利益之期待，可不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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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費，亦屬不定量，而非定量之經濟利益也。 

4.債務人： 

債務人一但死亡、殘廢或失能，將導致收益能力之減損或消滅，對於債權人

而言，可能因債務人清償能力之降低或喪失，而造成債權無法十足獲得清償，故

本款規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生命、身體有保險利益。此種保險利益顯然是經濟

上之利益，固屬於損失填補保險。債權債務之發生原因。法律雖未加以限制，但

解釋上以財產上之債為限，身分上之債，應不包括在內。 

5.為本人管理財產或利益之人： 

管理財產或利益之人，所憑藉者乃其管理能力，管理人一但死亡、殘廢或失

能，將導致收益之減少，甚或虧損，故本款承認本人對於管理人有保險利益。所

謂為本人管理財產或利益之人，應以基於契約關係而生者為限，例如信託契約之

受託人、公司之負責人、共同基金之管理人等。若係基於法律規定或法院選定者，

例如破產管理人、遺產管理人、清算人、接管人等，應不包括在內。管理人之管

理能力因無法以金錢加以評定，且一但管理人死亡、殘廢或失能，被管理的財產

或利益並非必然遭受損失，縱有損失，其額度亦難以估算，故性質上乃屬於定額

給付保險。惟為避免道德危險，保險人在核保上應考量承保之保額以其所管理之

財產或利益額度為上限。260 

四、保險利益存在之時際 

1.通說認為，人身保險的當事人必須在訂立保險契約時具有保險利益為已

足，至於訂約後保險利益是否存在則無關緊要261，美國加州保險法第二八六條關

於人身保險亦做相同的規定262。申言之，訂約時具有保險利益，契約即為有效，

                                                 
260 林勳發教授認為，原保險法第十六條未列及各種以生命、身體或健康為保險標的（被保險人）

之保險利益，爰增列配偶、直系血親、有經濟上利益之人；又原條文「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

人」，已含括於「家長家屬」或「本人對其有經濟上利益之人」中，爰刪除之。且以生命、身體

或健康為保險標的（被保險人）之保險，其保險利益之存在基礎有身分上利益及經濟上利益之分，

前者固無法估定其額度因而無從限制，後者則需加以限制，以防止道德危險，爰為第二項之增訂。

故第十六條件建議修正為：要保人對於左列各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有保險利益：一、本人。

二、配偶。三、直系血親。四、家長或家屬。五、債務人。六、為本人管理財產或利益之人。

七、本人對其有經濟上利益之人。 

要保人對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人，以其經濟上利益額度為限，有保險利益。 
261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22頁。鄭玉波，前揭註 47，第 69
頁。桂裕，前揭註 22，第 49頁。  
262 Cal Ins Code （2003） 286 .  Time of requirement  
An interest in property insured must exist when the insurance takes effect, and when the loss occurs, but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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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後保險利益縱有減少、中止或甚至完全喪失，保險給付請求權亦不受影響。

其主要理由有二： 

（1）此一規定已足以達到人壽保險法防止賭博保單的目的。 

（2）人壽保險性質上並非填補事故發生時之損失的契約，僅係保險人收取

一定的對價，並於未來給付一定金額之契約，因此，契約訂立時具有保險利益為

已足，無須在事故發生時具有保險利益。 

2.另有學者則主張在大陸法系下，於人身保險中，保險利益的存在時點應從

契約訂立時至保險事故發生前都應該繼續存在。其理由乃，被保險人乃對自己的

生命及身體之完整性有保險利益，而要保人於人身保險之情形仍不需要具有保險

利益，蓋其非保險給付請求權人，故不可能有道德危險的產生。因此，若被保險

人的生命身體完整性受到侵害時，即為保險事故是否發生的問題。因此，保險利

益的存在時點應從契約訂立時至保險事故發生前都應該繼續存在，無須區分產險

或人身保險。故若保險利益不存在時（非因保險事故）即有適用保險法第十七條

之問題。263  

3.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利

益者，保險契約失其效力。」其所採者，乃保險利益需自始存在之論點。故持人

身保險之保險利益僅需於契約成立時存在的學者認為，未來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

應做如下修正： 

「損失填補保險之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對於保險標的無保險利益

者，保險契約失其效力。 

定額給付保險之要保人，於保險契約成立時，對於保險標的（被保險人）無

保險利益者，保險契約無效。」264 

                                                                                                                                            
not exist in the meantime; an interest in the life or health of a person insured must exist when the insurance 

takes effect, but need not exist thereafter or when the loss occurs. 
263 江朝國，保險法論文集（三），第 236頁。 
264 學者桂裕在其「保險法論」第 49頁亦說明：財產上保險利益，必於損失發生之際存在，但不

必於訂約之際亦存在；人身保險利益，必於訂約之際為存在，但不必於事故發生之際亦存在。……..
在人壽保險，要保人必於訂約之際為有保險利益，若自始無此利益者，即自始為無效。但若初曾

有之，而後已消滅者，苟無惡意，仍不失效。舉例之辨之：若甲以乙生命為保險，而甲於乙之生

存為無保險利益者，則乙之生命自處於暗算危害中矣。故法律不許以對之自始無保險利益之人為

被保險人而訂立死亡保險契約。法律所以許人壽保險契約於利益消失後仍保有其效力者，其理論

謂此種保險兼有投資之意義，於最後到期時，所得之保險金額，皆為自己所支付保險費之累積，

往往尚有利息之損失或消耗，故以不相干之他人為被保險人而做此項無益之投資，常人所必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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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注意者，早期並未就人壽保險區分定額給付及損失填補，故認為債權人

以債務人生命投保之壽險，債務人在死亡前雖已清償債務，債權人仍得請求保險

金，因投保時具有保險利益為已足。但後來在定額給付保險與損失填補保險的概

念區分建立後，通說已認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生命所具有之保險利益僅以其債權

額度為限（英國法院認為以投保時之債權加上已到期未清償利息為限；美國法院

則承認可再加上未到期之預期利息及保險費）。265 

5.信用壽險性質上屬於損失填補保險，故保險事故發生時，債權人必須對於

債務人具有保險利益，如債務人生前已清償部分債務，債權人之保險利益額度亦

因此而減少，其所能請求之保險給付僅以債權餘額為限。如債務人已全數清償，

則債權人之保險利益喪失，保險事故發生，債權人即無權再請求保險給付，縱使

債權人受領超過其債權餘額的保險金，超過部分亦被判認為係以信託方式為債務

人或其遺產而受領。     

第二目 複保險在定額給付保險之探討 

由於我國將複保險規定列於總則篇，以及複保險本身規定過於寬鬆，導致對

於複保險是否適用於人身保險有正反意見之不同見解。266 

（一）肯定說 

人身保險亦有複保險的適用，於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多採肯定說，並常引六

十六年台上字第五七五號、八十一年台上字第一一七二號判決為基礎，其所列理

由如下： 

1.人身保險射倖性高： 

人身保險之射倖性質高於財產保險，倘投保金額過高，極易導致道德危險。

惟要保人若有不良動機，分保數保險公司，而事先事後復匿蔽不為通知，此項危

險率即不易測定，因是保險法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乃設限制，賦要保人以必

須通知的義務，藉資防微杜漸。（六十六年台上字第五七五號判決參照） 

2.複保險列於總則： 

                                                                                                                                            
為。從是，英美先例，妻為夫保人壽險，而嗣後妻與夫比離者，於離婚後夫死時，妻仍得領受保

險金額。公司或商號為其經理人保人壽險者，於其離職後死亡時，公司或商號亦仍得主張保險上

之權利。 
265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第 622頁。 
266 汪信君，論定額給付保險重複投保與契約危險事實，保險專刊，第 54輯，87 年 12月，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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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既然將複保險列入總則，遍觀全編，又無人身保險應於除外的涵義，

即不得謂限於財產保險始有適用。依體系解釋之方法，對保險法所規定之各種保

險契約，認為應一體適用，尚不能因國外有不同之立法例，即遽謂此項立法係屬

體系之違反，而逕認人身保險契約無複保險之適用。且保險乃最大善意契約，人

身雖屬無價，但投保金額過高，極易導致道德危險的發生，自無將人身保險除外

之理。（八十一年台上字第一一七二號判決參照） 

（二）否定說 

複保險制度僅適用於財產保險，至於人身保險則無適用的餘地。該項見解長

期以來，已有多位學者採認之267，而近年來，如最高法院於八十四年台上 723 號

判決亦認為複保險制度僅適用於損失填補保險。其理由如下： 

1.複保險乃在防止變相超額保險： 

財產保險的目的乃在填補損害，有損害始有賠償，被保險人不得為超額賠償

請求，亦不得以複保險為變相之超額保險；為使保險人於承保前即得就保險是否

超額，危險是否集中等為評估，以決定是否承保，特課要保人複保險通知義務。

反之，人身保險之保險利益係屬無價，尚無法以經濟上利益估定其價值，自無賠

償超逾損害之超額賠償情形，亦無超額賠償可言，此觀人身保險之保險給付，多

採定額給付理賠，而不計被保險人實際經濟損害自明。（台北地方法院八十四年

保險字第 65 號判決理由） 

2.重複投保與道德危險無必然關係： 

按複保險之構成如僅需定有二以上之保險契約時，則一當事人分別訂立一百

萬與五十萬之旅行平安保險時，根本無法立即判斷是否增加道德危險。故道德危

險的預防乃在於控制該被保險人所投保之保險契約總額多寡，而非件數。因此有

學者認為應透過通知義務之方式，而詢問被保險人所投保的保險，其各保險之保

險金總額是否已逾越保險人所願承保的額度，如被保險人隱匿或為不實的告知，

應說明而不說明，應通知而不通知，保險人得解除契約。268 

（三）小結 

鑑於保險實務上履有爭議人身保險是否適用於複保險原則，即若要保人違反

                                                 
267 桂裕，前揭註 22，第 102頁；施文森，保險法總論，第 222頁；林輝榮，論複保險之適用範

圍，法令月刊，31卷，3期。 
268 施文森著，個人傷害保險：保單條款之評釋及修正建議，第 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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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三十六條、三十七條關於複保險之規定，該人身保險契約是否無效，故

大法官會議於今年（民國九十三年）作出釋字第五六七號解釋269，認複保險之原

則不適用於人身保險，並癈止最高法院七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一六六號判例之適

用。 

複保險制度源於損失填補原則，故基本上必屬於損失填補保險始有複保險適

用可能，如屬定額給付保險則無複保險之適用。因此，複保險的適用範圍應以有

形財產保險、無形財產保險、信用壽險、限額型失能保險為限。主張複保險僅能

適用於財產保險而不適用人身保險者，未能注意人身保險中有部分屬損失填補保

險；主張複保險適用於財產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喪葬費用保險者，不僅

忽視健康保險及傷害險尚有限額型及日額型的區分，亦忽視信用壽險及限額型失

能保險亦屬於損失填補保險。雖大法官會議第五六七號解釋認為人身保險不適用

保險法上關於複保險之規定，惟本文認為區分保險契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本

不恰當，且人身保險中之部份險種亦屬於損失填補保險，故應將保險契約如前文

所述分為損失填補保險及定額給付保險，且修正保險法為複保險制度僅適用損失

填補保險，不適用於定額給付保險。 

（四）於定額給付保險契約中「約定通知義務」 

我國關於複保險之通知規定於保險法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八條，但就其適用

範圍，如上所述，應僅限於損失填補保險，是故對於定額保險重複投保的通知義

務，顯然並無任何規定。倘若保險契約中另行以契約條款約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如有重複投保之事實時，應通知保險人。此一約定是否有效？是否構成保險法第

五十四條之一第三款規定
270
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義務者，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

平而契約無效之規定？國內學者認為
271
，定額給付保險契約中，有關重複投保通

知義務之規定，仍宜允其效力，其理由如下： 

                                                 
269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五七六號解釋文：『保險法第三十六條規定：「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保

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金額通知各保險人。」第三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故意不為前條之

通知，或意圖不當得利而為複保險者，其契約無效。」係基於損害填補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不

當得利、獲致超過其財產上損害之保險給付，以維護保險市場交易秩序、降低交易成本與健全保

險制度之發展，而對複保險行為所為之合理限制，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

契約自由之本旨，並無牴觸。 
人身保險契約，並非為填補被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亦不生類如財產保險之保險金額是否超過保

險標的價值之問題，自不受保險法關於複保險相關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七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一

六六號判例，將上開保險法有關複保險之規定適用於人身保險契約，對人民之契約自由，增加法

律所無之限制，應不再援用。』 
270 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一規定：「保險契約中有左列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

分之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應負之義務者。二、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

拋棄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利者。三、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四、其他於要保人、

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不利益者。」 
271 汪信君，前揭註 266，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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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契約危險事實與誠實信用原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投保數定額給付保險，

其所生之契約危險，本即影響保險人承保與使契約有效的意願。並就誠實信用原

則而論，加上保險人已以契約明文規定該義務時，要保人如明知重複投保之事實

卻仍不為通知，明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2.就保險制度之目的而論－不論保險契約之本質係損失填補性質或定額給付

性質，其具有一定經濟上之功能，不容忽視。如被保險人投保數定額給付保險契

約，如日額型住院醫療保險，若其投保數十家，則每次住院所受領之給付，難謂

無透過保險制度以獲得不正當利益者。 

3.就保險人契約危險事實之控制言－保險人如知有契約危險事實時，本屬重

要事實，有告知必要。而訂立數保險契約有其時間上之接續性，如甲向 A 保險

人投保後，又續向 B、C、D 投保保險契約，此時其有重複投保之告知義務僅發

生於 B、C、D，但對於 A 保險人而言，此契約危險事實乃同時存在，如限制保

險人不得約定使要保人負通知義務，對於 A 保險人顯有不公。況且保險事故一

但發生，B、C、D 三保險人得因解除契約而免除保險給付義務，A 如無法透過

通知義務之違反，而免除給付義務，則無異於使具有不當得利意圖的要保人仍能

獲得保險給付。 

因此，雖然定額給付保險重複投保不適用複保險之規定，但卻不能忽視重複

投保所生契約危險事實之問題。若先就重要事實之認定標準言，我國保險法第六

十四條第二項僅以「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而為重要事實272，

但此判斷標準，依目前國內學說及國外主要學說、判決見解仍認為，應由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合理預見為基礎，使保險人對重要事實應加以說明後，以特定保險人

主觀說為判斷標準。 

在重要事實認定標準確立後，由於重複投保係屬契約危險事實，其影響保險

人承保意願事屬當然，乃屬重要事實而要保人應為告知。在我國保險法第六十四

條第二項因有因果關係法則之規定，且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亦明文強制規定

不得以契約變更之273。因此學者認為，雖然適用因果關係法則將使重複投保之告

知義務要求形同具文，但因仍囿於強制規定的效力，不得加以變更。因此，唯有

透過修法，另行規定此告知義務以排除因果關係法則之適用。274至於通知義務，

                                                 
272 保險法第六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故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

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

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273 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法之強制規定，不得以契約變更之。但有利於被保險人者，

不在此限。」 
274 汪信君，同前揭註 266，第 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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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要事實與告知義務一貫性之解釋言，仍應可對定額給付保險重複投保為之規

範。 

其實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投保數定額給付保險契約，如欲規範，技術上是有問

題的。例如各保險人對於最高保險金額限制本不相同，例如 A 保險人認為應限

於 300 萬元，B保險人認為應限於 400 萬元，可能發生同一訂立數保險契約之事

實，卻有不同之應負告知義務或通知義務的情形，因此學者主張應透過各保險人

相互通報制度的建立，使各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所投保的保險金額資訊，

得以相互傳遞訊息；尤其加上電腦資訊發達，保險人即得就此控制契約危險事實

之增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亦因保險人可得而知的事實，於訂約時或訂約後免除

其再為告知與通知之義務。275 

第三目 他人死亡保險契約需經該他人書面同意 

我國保險法第一○五條第一項規定：「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

被保險人書面承認，並約定保險金額，其契約無效。」足見以他人為被保險人之

死亡保險契約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為保險契約之特別生效要件。 

以他人為被保險人訂立死亡保險契約，必然牽涉道德危險及藉保險以賭博之

問題，大陸法系透過被保險人之同意解決，而英美法系則更輔以保險利益制度，

以求更有效的解決問題。而經被保險人同意乃是兩法系所共同採用的制度。276 

（一）被保險人以書面同意後，可否撤銷？ 

1.現行保險法第一○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按：係於 90.7.9 新增）： 

                                                 
275 我國實務上關於相互通報制度對於當同一被保險人投保之定額給付保險，其保險金額超過一

定金額如 500萬元以上，則應向壽險公會通報。但如被保險人以透過投保數保險契約方式，每次

保額並不逾 500萬元者，保險人則無法有效控制契約危險事實之發生。 
276 美國有許多州以成文法規定此類保險非經被保險人同意，不生效力。例如 New York Insurance 
Law , Section 3205（c）即規定：”No contract of insurance upon the person, except a policy of group life 
insurance, group or blanket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or family insurance, as defined in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de or effectuated unless at or before the making of such contract the person insured, 
being of lawful age or competent to contract therefore, applies for or consents in writing to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except in the following cases： 

（1）A wife or a husband may effectuate insurance upon the person of the other. 

（2）Any person having insurance interest in the life of a minor under the age of fourteen years and six 
months or any person upon whom such minor is dependent for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may 
effectuate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upon the life of the minor, in an amount which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s specified in section three thousand two hundred seven of this article.” 
其他如 Utah Code Ann., Section 31-19-5; Georgia Law, Section33-24-6（a）.在大陸法系，德國 VVG
第 159條，日本商法第 674條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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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依前項所為之同意，得隨時撤銷之。其撤銷之方式應以書面通知

保險人及要保人。」 

「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行使其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保險契約。」 

2.國內學者認為277被保險人以書面同意訂立死亡保險契約後，若被保險人發

現其有被殺害之虞，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發生變化，或有其他情勢變更情

形，致被保險人不願意繼續為被保險人，基於被保險人生命權之保障應重於一切

之理，若因保險契約之存在反而致被保險人生命處於危險邊緣，誠非保險制度本

意；故應容許被保險人隨時撤銷原先所為之同意。 

3.另有學者則從保險法第一○五條之立法意旨來看278，認為人身保險的保險

利益乃是被保險人對自己之生命及身體本身的完整性。因此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並不相同時，要保人拿被保險人的身體及生命來作為保險契約的客體時，基於對

個人「自主決定權」最基本的尊重，當然要得到被保險人的同意。此外，保險金

額的多寡亦需經被保險人之同意，以避免道德危險之發生及充分體現被保險人的

人性尊嚴（即尊重被保險人人格權），此即保險法第一○五條之立法目的。因此

從立法目的言，既然係為保護和尊重被保險人人格權，除了於契約締結階段應賦

予被保險人同意權以決定契約是否生效，更應賦予被保險人一個得隨時撤銷同意

之權利，使其得於契約存續期間自行判斷，以避免先前行使同意權時之判斷或信

賴基礎喪失時，對被保險人產生不利情形，如此方能完整達成立法目的之要求。 

4.從情事變更原則觀之，一般而言，被保險人所為同意的時點蓋為訂約之前

後，而壽險大都皆是一長期性的契約，保險期間動輒一二十年，於此一期間內往

往因時間久遠而發生不可預期之事實，故在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交惡時，若排

除情事變更原則之279適用，則顯然對被保險人不利。故基於避免道德危險和尊重

及保護被保險人人格權的考量下，仍應有情事變更原則的適用。 

（二）撤銷同意之效果 

在目前我國法令已賦予被保險人撤銷權的情況下，其撤銷同意的法律效果依

現行法所規定，乃屬於終止權的行使，使契約效力於撤銷時向將來失其效力；而

於被保險人撤銷同意時，要保人亦得依法律或契約之規定請求保險人返還保單價

值準備金。由此可知，保險法一○五條所賦予被保險人之撤銷權並非如民法一百

十四條第一項所規定者：法律行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蓋因保險契約乃是一

                                                 
277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第 631頁。 
278 江朝國，前揭註 263，第 240頁。 
279 江朝國，前揭註，第 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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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契約性質，若因被保險人行使撤銷權而使得保險契約溯及失其效力，且亦

須回復原狀，對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影響將會甚大，故目前新修正保險法一○五條

第三項特別規定：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行使其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保險契

約。 

（三）其他保險適用相同撤銷規定者 

保險法第一○五條原規定於「人壽保險一節，但對於被保險人之死亡所設計

之保單尚有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保險法第 125 條、131 條），原保險法 130 條

及 135 條並未設有準用的規定，但在 86年 5 月 28 日修正之保險法 130 條及 135

條已明定準用一○五條之規定。至於殘廢或醫療費用給付，國外亦多規定需經被

保險人同意者，惟目前實務上在各種示範條款的限制下，實際銷售之保單均規定

殘廢給付及醫療給付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故未規定須經被保險人同意，因

此尚無太大問題。280 

（四）有無不需受限制之例外 

美國法院判決及成文法承認下列情形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281 

1.父母或對子女負養育責任之人，以小孩為被保險人投保保險，不需經小孩

同意282。其理由乃此等保單多屬小額保單，符合一般提供小孩教育或喪葬費用之

社會觀念283。且因小孩太小，經小孩同意不具意義，何況此類小額個人保單通常

不需以書面要保。 

2.團體壽險、團體或待記名（blanket）傷害或健康險或家庭保單（family 

policy）。美國一般認為團體保險可視為受僱人以自己生命透過僱用人代理投

                                                 
280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第 632頁。 
281 同上，第 632頁。 
282 New York Insurance Law, Section 3205（c）（2）；Utah Code Ann. Section 31-19-5；See Gillon, Tort 
Liability of Life Insurers Resulting from Violation of the Insurable Interest Rule,1958 Proceedings, 
Legal Section, Am. Life Con-vention 25；Annot.,37A.L.R.4th972；Anderson, supra ,pp.377-79.在
Liberty Natl. Life Ins. Co. v. Weldon（267 Ala. 171, 100 So. 2d  696, 61 A.L.R. 2d 1346, 1957）一案
中，姨母以二歲半之小女孩，未經小孩父母同意，向三家壽險公司投保壽險，總保額 6500美元，
並以自己為受益人。要保人並未扶養該小孩，對該小孩並無保險利益，受益人嗣後殺害該小孩，

並經判處死刑，執行完畢。小孩之父親起訴請求三家壽險公司賠償 75,000美元，此一判決經上
訴後確定。 
283 Dight v. Palladium Life Ins.Co. , 201 Minn.247, 276 N.W. 3（1937）；Hack v. Metz , 173 S.C. 413, 
176 S.E. 314, 95 A.L.R. 196（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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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或僱用人投保而以受僱人為受益人，故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284。 

3.配偶相互間之保險。美國目前有許多州以成文法規定配偶一方以他方為被

保險人投保壽險，不需經他方之同意285。雖然法律如此規定，壽險公司在核保時

通常仍要求被保險人在要保書上簽名同意，以求自保。因實務上經常有配偶一方

以他方為被保險人投保後，殺害他方之案件發生。286 

依德國保險契約法 159 條規定，以他人生命投保死亡保險，若保險金額超過

一般喪葬費用，不論該他人為成年人、無行為能力人、限制行為能力人或有監護

權之人，均需經被保險人之同意，即使父母為被保險人亦同。依此規定之反面解

釋，以任何他人投保之壽險保額，只要不超過一般喪葬費用，即無須經被保險人

同意。 

（五）綜上分析，在保護被保險人之最高原則下，何種情形得例外不受限制，

應從嚴規範： 

1.就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而言，各國規定可歸納如下－ 

a.美國猶他州完全無須經被保險人同意，實失之過寬。 

b.我國舊保險法除第一○七條限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年人不得為死亡保險

之被保險人外，完全需經被保險人同意，毫無例外，失之過嚴。86年 5 月 28 日

雖將第一○七條刪除，但仍完全需經被保險人同意，毫無例外，仍失之過嚴。90

年 7 月 9 日修正之保險法雖恢復第一○七條之規定，但一方面否定以未滿十四歲

之人為被保險人之死亡契約的效力，另一方面則容許投保喪葬費用保險，且其保

額不得超過主管機關所訂立的金額，較能兼籌並顧。有關新修正保險法一○七條

之相關問題探討將在後面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c.日本除受益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外，亦完全需經被保險人之同意，亦失

之過嚴。 

d.德國保額在一般喪葬費用範圍內，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超過始需經被保

險人同意，國內學者認為此點相當值得我國參考借鏡。287不過德國並未對於未成

                                                 
284 New York Insurance Law, Section 3205（c）；Utah Code Ann. Section 31-19-5. 
285 New York Insurance Law, Section 3205（c）（1）；Utah Code Ann. Section 31-19-5. 
286 Allemann v. Lincoln Natl Life Ins.Co. 636 F.2d 1195（10th Cir.1981）；Wren v. New York Life 
Ins.Co.,493 F.2d 839（5th Cir.1974）. 
287 同上註，第 6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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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之被保險人限制其保額不得超過一般喪葬費用，則是其不足之處。雖然德國賦

予未成年之被保險人專屬同意權，其父母、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均不得代為行

使，但未成年人通常並無判斷能力，故此一規定實在不具有太大作用。 

e.紐約州以十四歲半以下之被保險人投保之金額未超過該州保險法第 3207

條所訂限額者，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否則仍需經被保險人同意。國內學者認為

此點亦屬可採。288但對於超過十四歲半之未成年人未限制其保額，且未賦予專屬

同意權，亦有不足之處。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提議中和上述各國規定，就一定年齡以下之未成年人（如

我國保險法第一○七條規定之十四歲以下），規定在相當於主管機關所訂之喪葬

費用之保額內，不需經被保險人之同意；另就超過一定年齡至未滿二十歲之未成

年人，賦予其專屬同意權，但同時限制保險金額不得超過一定之額度（如主管機

關所訂喪葬費用的三倍） 

2.就配偶相互間之保險而言，大陸法系國家均未規定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

倒是美國有不少州明文規定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其理由何在實令人難以理解。

國內學者認為配偶相互間的保險，仍需經被保險人同意，始能更為周詳的保護被

保險人。 

3.就團體保險而言，大陸法系國家均未規定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而美國卻

有不少州明文規定不需經被保險人同意，就保險實務運作方便而言，或許有其實

益，但實務上方便當不足以構成忽略保障被保險人之理由。故除非以被保險人本

人或其指定之人為受益人，否則仍不應刪除被保險人同意之要件。 

我國團體保險或待記名業務曾經有一段時間多屬以要保單位或其負責人為

受益人，導致道德危險事件時有所聞，故財政部特於 77年 6 月 30 日修正團體壽

險示範條款，限制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另財政部在 84年 2 月 7 日所核定

之「工地工程人員平安保險」、「交通工具乘客平安保險」、及「遊樂區遊客平安

保險」承保辦法289，進而限制死亡保險金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若

壽險實務上可貫徹此等限制受益人條款，則團體壽險或待記名業務，得不需經被

保險人同意；惟因壽險業者在業務競爭下，往往應客戶要求，以要保單位或公司

負責人為受益人，故仍應要求需經被保險人之同意。 

 

                                                 
288 同上註。 
289 84.2.7台財保第 84202515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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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死亡保險之被保險人需非未滿十四歲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 

（一）立法沿革 

舊保險法一○七條原規定：「以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

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而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無效。」在 86年 5 月立法院認為

原條文係對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等之被保險人人身權

益之限制，且道德危險之實際案例並不多見，爰將本條刪除，並開創出兒童保單

的銷售空間。但在九十年六月二十六日立法院卻認為道德危險的防止不容忽視，

故恢復本條規定，並以加以修正為： 

「訂立人壽保險契約，以未滿十四歲之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

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主管機關所規定之金額。」 

並同時修正第一三五條，明訂第一○七條之規定於傷害保險準用之。 

上述修正條文經總統於 90年 7 月 9 日公佈施行，財政部隨即於 7月 11 日發

佈台財保字第 0900750690 號公告，規定自 90年 7 月 11 日起，以未滿十四歲之

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所簽訂之人壽及傷害保險契約

之喪葬費用，其保險金額上限為新台幣一百萬元整。 

同年七月二十三日財政部又以台財保字第 0900750715 號函檢附「批註條款

建議條文」，供產壽險業研擬批註條款及聲明事項示範內容之參考，俾轉告各保

險業者配合辦理。該「批註條款建議條文」之內容為： 

「第一條：本批註條款適用於本公司自民國九十年七月十一日（含）以後依

新修訂保險法第一○七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生效之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契約。 

本批註條款為本契（附）約之一部份，本契（附）約與本批註條款牴觸部分

不生效力。 

訂立本契（附）約時，以未滿十四足歲之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

之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死亡）保險金（不論其給付方式及名目），均變更為

喪葬費用保險金。 

前項喪葬費用之給付，合計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年七月十一日（含）以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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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之所有有效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之死亡給付（不限本公司），不得超過主管機

關所訂立之喪葬費用額度上限新台幣一百萬元，超過部分自始無效，本公司將無

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予要保人。」 

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三十日財政部發布台財保字第 0910751300 號函將喪葬

費用保險金額提高為新台幣二佰萬元整。而民國九十二年十月一日財政部又發布

台財保字第 0920751421 號函將簡易人壽保險契約喪葬費用之保險金額額度亦納

入二百萬元之內，並自九十二年十月一日開始施行。 

故目前以未滿十四歲之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之

所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或傷害保險契約或簡易人壽保險契約其身故（死亡）保險

金（不論其給付方式及名目），均稱之為喪葬費用保險金，且其保險金額上限合

計為新台幣二百萬元整。 

（二）立法理由 

本次修法之主要倡議者，立法委員謝啟大在一次座談會中指出290這次修正案

提出的主要理由乃是因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因為行為能力較弱，恐為有心人士

予以殺害而詐領保險金，有引發道德危險之虞。雖然對此點，國內保險業界，壽

險公會秘書長張仲源以各項數據提出反駁291，不過國內學者亦以道德危險的避

免、「自主同意權」之不可避免等理由來說明保險法第一○七條之修正292，分述

如下： 

1.道德危險之避免 

保險法第一○七條之規範目的在於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及精神耗弱或心

神喪失之人，因年齡太輕而認知及判斷是非能力薄弱，或因精神狀態不健全而無

法思慮或思慮不周，如以其為被保險人而訂立死亡保險契約，難免被人所利用，

而發生道德危險。易言之，保險之目的在於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而非成為讓不

肖之人有故意致保險事故之發生，從中謀取不當保險金額之機會，因此，為避免

此種情況之發生，特訂立保險法第一○七條禁止之。或謂：為避免道德危險起見，

僅需嚴格限制第三人投保之資格即可，無須全面禁止該等人之死亡保險。但是死

                                                 
290 邱建文，兒童買保險，很危險？座談會紀實。現代保險雜誌，五十期，第 185頁。 
291 在同上註座談會中，張仲源指出：從民國 86 年 7月 1日開放十四歲以下兒童保單，到去年的

11月止，兒童投保件數是 277萬 3446件，佔有效契約的 13%；其中死亡案件有 915件，件數

發生率為萬分之 3.3；以台灣人口統計的粗死亡率來看，兒童的死亡率是萬分之 7，成承保壽
險保單的兒童死亡率遠低於此一數據，可見並無道德危險的問題。 

292 江朝國，前揭註 263，第 116-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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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保險所涉及者乃是人之生命，基於生命之無價，實不容許有致道德危險之機會

發生，並非僅從嚴格限制第三人之資格即可，以昭慎重。 

2.保險法第一○七條所規定者「自主決定權」及「自主同意權」行使之不可

期待性： 

（1）七歲以下之幼童及心神喪失之人自主決定權及同意權行使之不可期待

性－七歲以下之幼童及心神喪失之人，在私法上是無完全行為能力之人，因此其

所為之私法上之法律行為，必須由法定代理人代為之或經法定代理人同意始生效

力（民法第七十五條至七十九條）。故該等人若要訂立死亡保險契約似乎可透過

法定代理人為之；但是死亡保險係以被保險人之死亡為保險事故之發生，故宜以

被保險人自主決定是否要投保為妥，與財產行為之代理僅影響身外之物者，不能

相提並論。此乃死亡保險制度尊重當事人對於自己生命保護意識之基本原則，體

現人性尊嚴之一種表現，而對於七歲以下之兒童或心神喪失之人而言，我們實在

無法期待其有真正的判斷能力來決定是否投保死亡保險，故自不宜由法定代理人

代訂死亡保險契約或透過法定代理人之同意來訂立死亡保險契約。 

若在由第三人（包括法定代理人）替心神喪失或七歲以下之幼童投保死亡險

之情況，因依保險法一○五條之規定，「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被

保險人書面承諾，並約定保險金額，其契約無效。」需要七歲以下之幼童或心神

喪失之人書面同意否則不生效力。然如前所述，該等人實無自主判斷能力，無法

自主為保險法第一○五條所規定之書面承認，故與保險法第一○五條之自主同意

原則有違，而應不准許。 

（2）精神耗弱之人及七歲以上十四歲以下之幼童自主決定權及自主同意權

行使之期待不可能 

精神耗弱之人在民法上雖未被歸類於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但是

由於精神耗弱之人判斷能力較諸一般人為差，因此不論是在以自己為要保人兼被

保險人而投保死亡保險或是在由第三人為要保人為其投保死亡保險之情況，皆無

法期待其對於自己之生命保護，有自主的決定權或為保險法一○五條之自主同意

權，因此亦以否認其得為死亡保險之被保險人之權利，較為妥當。至於七歲以上

十四歲以下之幼童雖為限制行為能力人，但智力仍為薄弱，判斷能力較差，故吾

人亦無法期待其能為正確之決定。 

（3）從危險管理者對於死亡保險之保險金額決定角度來看 

雖說人命無價，但從危險管理者對於保險金額決策參考之角度來看仍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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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較為客觀衡量人命價值之方法，因此在保險領域裡即發展出生命價值說（The 

Human Life Value Approach）及需要說（The Needs Approach）二種計算之方

法。這兩者基本上皆是以被保險人死亡時對於家屬可能造成之經濟上損失或負擔

為基本概念。據此，對於十四歲以下之幼童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其除了

喪葬費用之外，死亡保險之需求為零。因此，學者認為293對於保險法一○七條該

等人，保險制度發揮之功能毋寧側重於醫療費用之保險及生存險或年金保險方面

較有實益。   

（三）修法後之爭議問題 

1.喪葬費用保險本質上屬於損失填補保險，但實務上卻似係以定額給付保險

投保，本此修訂未加以定位，將引發多項爭議。財政部將喪葬費用上限定為一百

萬元引發是否偏低之問題294，雖其後將上限修改為成二百萬元，但將人壽保險與

傷害保險合併計算，同受一個限額之限制，且又將各家保險公司合併計算，是否

能夠滿足投保大眾之需要，卻有待進一步檢討。295  

2.就超過喪葬費用之給付者無效部分，保險業者認為，這將使保險契約處於

一個絕對不安定之狀態296，因為客戶很少主動告知之前的投保狀況，而後面保單

的無效是在孩童死亡後才主張的，不可能投保時就主張無效。此外，精神耗弱者

投保死亡險也無效，問題是很多都是在投保後才發生精神疾病，難道屆時保險公

司也要主張保單無效嗎？業者認為，應該是投保時無任何瑕疵就是有效，因此保

險契約有效應是非常重要，等發生後才主張自始無效，反而對保戶不公平。 

3.死亡險的限制是否真的合理，亦有業者質疑。
297
因所謂道德危險是製造出

來的，因此絕對不是疾病，一定是意外，但死亡險卻包括疾病與意外，所以有業

者提議是否要將死亡險中的疾病予以除外。但對於疾病究竟是否有無道德危險的

存在，實亦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4.另有業者認為僅以喪葬費用界定問題，對於長年纏綿病榻者，其實產生的

經濟損失更是龐大，而這更非僅是喪葬費用可一筆勾銷的。而二百萬元的喪葬費

用，在物價上漲，及經濟社會因素的變動下是否足夠，均有必要授權主管機關予

                                                 
293 江朝國，同前註，第 119頁。 
294 美國紐約州保險法則對於以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之壽險保單之保險金額按年齡加以設限：

（A）未滿二歲半，1000美元。（B）滿二歲半至未滿九歲半者，2000美元。（C）滿九歲半至未
滿十一歲半者，3000美元。（D）十一歲半至未滿十四歲半者，5000美元。 
295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四人合著，前揭註 20，636頁。 
296 邱建文，前揭註 289，136頁。 
297 同上註，此部份意見由壽險管理學會理事長許星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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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訂定。 

第三款 本項小結 

定額給付保險之一般生效要件主要為當事人需有完全行為能力、標的內容需

適當、意思表示需健全。而在特別生效要件中，要保人需有保險利益者，原保險

法第十六條有進一步修正之必要，除將原條文所列未及各種以生命、身體或健康

為保險標的（被保險人）之保險利益予以擴大增訂外，更應增列配偶、直系血親、

有經濟上利益之人。至於原條文中之「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如上文分

析，原已包含於「家長家屬」或「本人對其有經濟上利益之人」中，故應刪除之。 

此外，以生命、身體或健康為保險標的（被保險人）之保險，其保險利益之

存在基礎有身分上利益及經濟上利益之分，前者固然無法估計其數額因而無從限

制，後者則需加以限制，以防止道德危險；亦即對所謂「債務人」、「為本人管理

財產或利益之人」、「本人對其有經濟上利益之人」三者，需以經濟上利益額度為

限，有保險利益。 

至於特別生效要件二之「他人死亡保險契約需經該他人書面同意」，現行保

險法一○五條已特別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賦予被保險人隨時撤銷該同意之權，

相當值得肯定，足以保障被保險人，免於道德危險之發生。而死亡保險之同意權

規定，在目前國外保險實務中有特別就父母對小孩負養育之責者，不需小孩書面

同意等例外規定；或配偶相互間之保險可例外不需書面同意者。如上述分析，我

們認為在就他人生命之死亡保險言，仍應從嚴規定，僅可就一定年齡以下（如保

險法一○七條之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規定在相當於主管機關所定喪葬費用

之保額內，可不需經被保險人之同意；而就超過此一年齡而未滿二十歲之未成年

人，則賦予專屬同意權，但同時限制保險金額不得超過一定之金額。（例如主管

機關所定喪葬費用之三倍者） 

最後有關特別生效要件之三，死亡保險之被保險人需非未滿十四歲或心神喪

失或精神耗弱之人（保險法第一○七條），乃是國內保險業界盛極一時有關兒童

保單之爭議條款，最後雖終於在九十年六月廿六日恢復本條規定，但仍給予保險

業界一個販售相關兒童保單的空間，亦即可以在二百萬元喪葬額度的範圍內投

保。這項原為身故保險金變更為喪葬費用保險金者，立法意旨雖良善，但將原屬

於損失保險性質的喪葬費用，實際上卻以定額給付保險投保，適當與否，勢必又

將引發爭議。同時二百萬元的喪葬費用是否足夠，能否充分評價十四歲以下被保

險人的生命價值，均有待未來進一步之修法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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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 

第一項 網際網路上之當事人行為能力 

保險契約之當事人一方為要保人，一方為保險人，保險人指保險業者，當其

自然人代表保險人與要保人訂立保險契約時屬目的範圍內之行為，有行為能力，

在網際網路上，保險人若設置網頁提供保險商品，而由電子代理人代與要保人締

結保險契約時，以目前之理論而言，電子代理人為保險人使用之電子化工具，故

只要保險人依法設立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其使用電子代理人締結保險契約，

亦屬目的範圍內之行為，故有行為能力。 

而保險契約之要保人原則上需有完全行為能力，在一般保險契約締結時，保

險人可要求要保人提供身份証件以為有完全行為能力之証明。故若保險人未確認

要保人是否有完全行為能力而逕與其締約，則若要保人無完全行為能力，依民法

之規定原則上保險契約無效298，此規範目的係為了保護無完全行為能力之當事

人，故若保險人未注意要保人是否為完全行為能力人，結果為保險契約無效，換

言之，亦課予保險人應注要保人是否為完全行為能力人之義務。惟在網際網路

上，雙方當事人並未見面，僅透過電子媒介締結契約，故如何確認當事人有完全

行為能力，使保險契約不因要保人無完全行為能力而無效，即為重要之課題。 

第一款 電子憑證 

第一目 前言 

信任與安全是所有商業交易的基礎，而電子商務交易之安全問題更是使用網

路交易者最重要之考量，一個可以為網路交易當事人所信賴的環境須滿足下列幾

項安全需求299：1.須確保經由網路傳送之電子意思表示能正確無誤的傳送而不被

竄改，並能辨視電子意思表示之真偽（包括意思表示被竄改或由他人偽造發出）；

2.必須能夠辨識交易雙方當事人之身份，確認當事人之責任，以防他人冒名發

出；3.必須防止當事人事後否認曾進行交易的事實；4.必須防止機密性之電子文

件在傳送過程中洩密。欲建構安全電子商務環境在技術上須以「數位簽章」加上

「電子認證」始能達成。 

如本文所述附加數位簽章之電子文件始能確認表意人為何人，且確保電子文

                                                 
298 若要保人為限制行為能力人時，依民法七十七條至八十五條之規定，於特別情況下契約有效。 
299 盧鄂生、吳啟文，電子認證與網路安全管理，研考雙月刋，二十五卷第一期，九十年二月，

22頁。 



 119

件不遭竄改。數位簽章係由公開金鑰與私密金鑰所組成，公開金鑰係放置於公眾

網路上，供相對人使用以解密表意人以其私密金鑰加密傳送之電子文件，惟該公

開金鑰可能由他人假表意人之名使用，此時相對人收到的文件表面上係由表意人

所傳送，實際卻係他人傳送，為了証明公開金鑰持有人之身份，即確認表意人與

公開金鑰持有人為同一（Identity），必須由一個具有公信力或公權力之機構核發

「電子憑證」，來証明該公開金鑰確係表意人所有。 

第二目 憑證機構（CA）與「公開鑰電子憑證」 

在網路交易環境裡扮演客觀第三者角色的機構稱為「憑證機構」（certification 

authority，CA），依據電子簽章法第二條第五款之定義，憑證機構是指「簽發憑

證之機關、法人」，它的主要服務功能有：提供電子憑證簽發、註銷及保存；提

供數位簽章製作、驗證及註冊；電子時戳服務；存證或公證服務；目錄服務。憑

證管理由三個主要的元件所組成：１.CA（憑證機構）、2.RA（註冊機構）以及

3.CR（憑證儲存庫）。使用者首先須向註冊機構（RA）註冊，同時 RA 會對使用

者之公開金鑰做確認，確認完成後 CA會簽署此公開金鑰之憑證並將其儲存於憑

證儲存庫（CR）。當一受文方須解讀一密文時，受文方可向 CA 下載發文者的憑

證以取得發文者之公開金鑰來驗證密文上的電子簽章以確定發文者的身份，待驗

證無誤之後再將密文解密。 

電子憑證分為公鑰憑證（Public-key Certificate）與屬性憑證（Attribute 

Certificate）兩種300，公鑰憑證相當於實體證照中的身分證，而屬性憑證則相當於

實體證照中的資格證照（如律師執照、建築師執照等），二者最大之不同在於屬

性憑證並不記載憑證簽發對象之公開金鑰，所以無法作為通訊雙方秘密通訊與數

位簽章的基礎，其僅係專業資格之證明。由於公鑰憑證性質等同於實體證照中之

身分證，所以公鑰憑證中所記載的資料以必要性（mandatory）或變動性較低的資

料為主，例如姓名、身分證字號的雜湊值（只記載雜湊值以保護個人隱私）或團

體名稱、其統一編號等；而屬性憑證等同於實體證照中的資格證照，用來記載選

擇性（optional）或變動性較高的資料，例如建築師資格、優良營造業證明等。本

文討論者之重點為可以作為通訊保密傳輸使用及確認傳輸人身份之公鑰憑證。 

電子憑證（Electronic Certificate）又稱電子印鑑證明，全名為公開金鑰電子憑

證301，由 CA 所核發，其內容包括：事人姓名、當事人的公開金鑰、數位簽章用

                                                 
300盧鄂生、吳啟文，同上註，26、27頁。 
301 ｘ.509標準所訂定之電子憑證格式： 

版本 憑證格試的版本，如 X.509 Verson3 

序號 由 CA指定給用戶的序號，由同一 CA所發出之憑證序號是唯一的 

演算法識別碼 用來計算憑證簽章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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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密演算法、憑證序號、憑證效期、簽發機構名稱、憑證機構的簽章及憑證使

用的相關限制條件等。認證機構驗證客戶之身分與其公開金鑰後，發給電子憑證

作為其公開金鑰有效持有之證明依據。電子憑證內容包含金鑰擁有人之基本資料

及公開金鑰，並以認證中心之數位簽章保護、防止偽造及竄改。依電子簽章法第

二條第六款之定義，憑證為載有簽章驗證資料，用以確認簽署人身分、資格之電

子形式證明。 

由於電子憑證及數位簽章用的私密金鑰都是數位化的資料，所以必須儲存在

硬碟、磁碟或 IC 卡上，使用時再由應用系統自動讀取電子憑證的內容，或進行

電子文件的數位簽章。傳統的印鑑證明，會加蓋戶政機關的印信，以昭公信；電

子憑證也會用憑證機構的「電子印信」302，即憑證機構的私密金鑰進行數位簽章。

同時，憑證機構的「公開金鑰」，也必須向社會大眾公布（憑證機構甚至也要向

另一個憑證機構申請電子憑證）；假設有人從網路上收到對方傳來一份電子文

件，如果對電子文件發文者身分及文件內容有疑義，收文者可以依據對方的電子

憑證，輕易地驗證電子文件簽署人的身分，並檢驗電子文件的真偽（就像用戶政

事務所出具的印鑑證明，驗證買賣契約上蓋的印鑑章是否為真）。  

如同目前實務上要求戶政機關出具印鑑證明、須當事人親持印鑑至戶政機關

作登記一般，欲為數位簽章的表意人亦須先向 CA申請其公開金鑰，再由 CA簽

發電子憑證（惟印鑑證明上的印文即為當事人印鑑的印文，而電子憑證上所載係

與私密金鑰相對應的公開金鑰，而非即為私密金鑰；另外，印鑑證明為紙本，憑

證為電子文件；印鑑證明係由人閱讀，憑證則供電腦閱讀）。表意人以數位簽章

簽署於電子文件後，可將電子文件併同電子憑證一併傳送給相對人，相對人即可

利用電子憑證上所載的公開金鑰驗證數位簽章的真實性與文件的完整性，其只要

能確認該憑證確係 CA 所簽發（相對人可取得 CA 的公鑰以驗證 CA 於憑證上所

簽署的數位簽章的真實性），便可確信憑證內的公開金鑰確為憑證所指之人

（subject）即表意人所有，而該公開金鑰的所有人因持有與該公開金鑰具有唯一

對應性的私密金鑰，即無法任意否認收文者所收到的文件之數位簽章非其所簽

署、與該文件非其所發送303。以達到電子文件之完整性（integrity）、同一性

                                                                                                                                            
發行者 發行此憑證之 CA 

有效期限 憑證的有效使用期限 

主體 憑證持有人的姓名或相關識別資料，可能包括姓名及位址 

公鑰資料 持有人的公開金鑰及此公開金鑰所使用之演算法 

簽章 CA用它的私密金鑰對上列資料經由雜湊函數轉換之結果所作的簽章 

資料來源：林祝興、張真誠，前揭註 173，4-11頁，圖 4.5 X.509所規範的數位憑證格式。 
302 何全德，電子簽章法簡介－（九）憑證機構與電子認證，行政院研考會網站。 
http://www.rdec.gov.tw/mis/eg/esign/es_9.htm 
303 陳家駿，數位簽章與 CA認證的法律淺析，資策會科技法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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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不可否認性（non-repudiation）與機密性（confidentiality）。 

（一）公開金鑰基礎建設（PKI）與授權管理基礎建設（PMI） 

如上所述，電子憑證可分為公鑰憑證與屬性憑證，故國際標準（ITU-T X.509 

4th Edition，也稱 X.509 2000）正式將電子認證服務基礎建設區分為公開金鑰基礎

建設（Public-Key Infrastructure，PKI）及授權管理基礎建設（Privilege-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PMI）兩大基礎建設分別提供公鑰憑證服務與屬性憑證服務。本文

著重於 PKI 之討論。 

（二）我國之 PKI 架構 

公開金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係運用「公開金鑰」及「電

子憑證」用以確保網路交易的安全性及確認交易對方身分之機制。PKI 架構304可

分為階層式架構、網狀式架構及混合式架構，各種架構自成一個信賴領域，每一

個信賴領域由一個政策管理機構（Policy Certification Authority，PCA）及數個 CA

所組成，政策管理機構負責制訂該領域之憑證政策（Certificate Policy，CP），並

監督及審查所有憑證機構之安全與運作。所有領域內之 CA均遵循該憑證政策，

制定個別憑證實務作業基準（Certification Practice Statement，CPS），公示於網站

上，作為該 CA之營運方針。憑證政策包括憑證之適用範圍、管理規範、技術規

範、以及安全需求等。 

我國之 PKI 分為二類，一為政府機關公開金鑰基礎建設（GPKI），一為金融

公開金鑰基礎建設（金融 PKI）。我國之政府公開金鑰基礎建設（Government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GPKI）是一個階層式的憑證管理架構，以行政院研考會設置

的政府憑證總管理中心（Government Root CA，GRCA），做為整個GPKI 的信賴

基點（Trust Anchor），GRCA 將簽發 CA憑證給 GPKI 的下層 CA： 

                                                                                                                                            
http://stlc.iii.org.tw/04-1-1.htm 
304
 資料來源：2001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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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政府公開金鑰基礎建設（GPKI）架構圖
305 

至於金融 PKI，亦採階層式架構，銀行公會為使各金融機構所核發的憑證整

合到單一金融最高憑證管理機構之下，委由台灣網路認證公司（下稱台網）擔任

此金融最高層憑證管理機構（Taiwan Financial Root CA，簡稱 TFCA），以建立金

融 PKI 認證架構306。金融 PKI 架構的最上層為憑證政策管理組織 PMA （Policy 

Management Authority），負責欲加入成為UCA（User CA）認證單位的資格擬定及

審核，目前由銀行公會另外成立一工作小組負責；而台灣金融最高憑證管理機構

（Taiwan Financial Root CA，TFCA）及台灣金融政策憑證機構（Taiwan Financial 

Policy CA，TFPCA）則是由台網擔任，協助銀行公會整合 PKI 的政策擬定，及相

關憑證的簽發及管理金融交易的安控需求。下圖為金融 PKI 架構圖： 

 

 

 

 

                                                 
305 資料來源：內政部憑證管理中心網站。 
http://moica.nat.gov.tw/html/index.htm 
306 邱詩琁，一張憑證行遍網路世界，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三十日。  

http://www.isecutech.com.tw/Print_Article.asp？Serial_no=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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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金融公開金鑰基礎建設架構圖307 

第三目 我國重要 PKI 廠商概況 

我國重要 PKI 廠商概況如表五所示，國內重要廠商 PKI 有中華電信公司、臺

灣網路認證公司、網際威信（hitrust）、博訊認證中心（entrust）、郵局電子證書認

證中心及異康等。其中中華電信是國內最早進入 PKI 市場的廠商，擁有自主本土

化的技術，目前主要著重於電子化政府之認證服務市場，電子商務及企業網路認

證之應用則剛起步。其餘廠商則切入電子商務之認證服務，並引進國外技術。臺

灣網路認證公司是我國金融 PKI 的主要廠商，網際威信、博訊認證中心則以企業

網路認證應用為主，另異康公司是電子商務應用為主。 

 

 

                                                 
307資料來源：修改自邱詩琁，同上註。  

金融公開金鑰基礎建設（金融 PKI）架構 

金融最高憑證管理機構 
TFRCA 

政策憑證機構

TFPCA 

用戶憑證機構

UCA 

憑證註冊中心 
RA 

銀行公會 
憑證政策管理組織 

PMA 

用戶憑證機構

UCA 
用戶憑證機構

UCA 

憑證註冊中心

RA 
憑證註冊中心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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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我國重要 PKI 廠商概況 

CA 認證公司 股東 憑證項目 客戶現況 CA 安全實地

檢驗 

中華電信公司 
N/A 政府公法人、私法人、自然人 

政府機關憑證 

企業憑證 

Server AP 憑證 

SSL 伺服器憑證 

B2B 線上付款機制 

B2C 線上金流服務 

政府公法人、私法

人、自然人已簽發共

計 30 餘萬張憑證 

 

臺灣網路認證公司 

（www.taica.com.tw）

臺灣證券交易

所、財金資訊公

司、關貿網路公

司及臺灣證券

集中保管公司

等四家主要股

東，占有百分之

八十之股份 

SSL 伺服器憑證 

金融 EDI 認證 

網路銀行認證 

信用卡網路認證 

網路下單認證 

上市上櫃公司網路申報系統 

銀行有49家及證券商

73 家，並有 5000 餘家

企業使用 TaiCA 安全

機制。 

通過 VISA 

MASTER 

E&Y CA  

網際威信 

（www.hitrust.com.tw） 

宏碁集團轉投

資 

個人數位憑證 

伺服器數位憑證 

全球電子認證中心 

SET 安全機制 

B2B 線上付款機制 

B2C 線上金流服務 

 

網際優勢股份有限公

司為中鋼集團及遠東

集團共同合資之公司

元大證券集團 

日盛證券集團 

台新銀行 

宏碁科技 

展碁國際 

摩根史坦利 

英國柏克萊銀行 

德州儀器、英國電

訊、惠普科技、美國

商業銀行、日本 住友

銀行 

採用美國 

Verisign 技

術通過 

WebTrust CA 

認證 

Identrus 

Express 審核

認證 

博訊認證中心

（www.entrust.net.tw 

中興保全與

Entrust.net 簽署

技術合作 

Web Server 網站伺服器數位憑證

WAP 伺服器數位憑證 

 採用美國 

Entrust 公司

技術通過

WebTrust CA 

認證體系 

郵局電子證書認證中

心 

（ca.prsb.gov.tw） 

交通部 個人電子證書 郵政儲金匯業局電子

商務網各商場購買商

品 

N/A 

異康

www.ecomuniversal.com

.tw 

N/A 電子認證系統（Certification 

Authority，CA） 

 

安控中介系統（Security 

Middleware） 

財金資訊公司

Non-SET 網路銀行

CA 認證系統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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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控管系統（Role-base Access 

Control） 

國防部 CA系統建置 

中科院VPN系統建置

以下將我國的網路認證體系區分為政府、金融商業兩大領域，分述如後： 

（一）政府機關電子憑證 

下表為 GCA、MOICA、MOEACA、XCA目前已上線之電子憑證應用： 

表六 GCA、MOICA、MOEACA、XCA目前已上線之電子憑證應用 

序號 名     稱 採 用 憑 證 

1 公文新世代、訊息瞬間通--課股有信箱計畫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 

2-1 中華電信行動電話明細帳查詢 自然人憑證 

2-2 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明細帳查詢 自然人憑證 

3 電子公路監理 自然人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4-1 
財稅中心五年財稅平台計畫（網路報繳稅）之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繳稅 
自然人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4-2 
財稅中心五年財稅平台計畫（網路報繳稅） 之各類

所得扣/免繳資料及股利憑單申報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公司行號憑證、伺

服軟體憑證 

4-3 
財稅中心五年財稅平台計畫（網路報繳稅）之營利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繳稅 

公司行號憑證、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

服軟體憑證 

4-4 
財稅中心五年財稅平台計畫（網路報繳稅） 之營業

稅申報、繳稅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5 財政部台北區支付處電子支付 
政府機關員工憑證、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

證、伺服軟體憑證 

6 財政部金融局文件簽章與數位信封上傳系統 政府機關構單位憑證、類似公司行號之憑證

7 立委質詢及答覆系統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 

8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廠商電子型錄」、「廠商電

子詢報價系統」、「電子下訂系統」 
公司行號憑證 

9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電子領標暨投標

案」 

自然人憑證、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公司

行號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10 政府機關電子公文交換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11 大型行政資訊系統電子閘門功能規範制訂及應用  

12 勞保局試辦網路申辦作業系統 

自然人憑證、勞保局投保單位憑證（含政府

機關構及單位憑證、公司行號憑證、財團法

人及社團法人所涵蓋範圍）、伺服軟體憑證

13 地政電子閘門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政府機關員工憑

證、自然人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14 
台北國稅局 [網際網路資訊服務站結合網路身分認

證提供民眾查詢申辦作業系統軟體] 
自然人憑證 

15 中央銀行公債及國庫券電子投標系統 公司行號憑證、專屬憑證 

16 第三類公文交換-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布告欄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17 新竹市稅捐稽徵處網路櫃臺 自然人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18 中央銀行金檢處金融監理資訊申報作業系統 伺服軟體憑證、專屬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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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名     稱 採 用 憑 證 

19 經濟部電子工商閘門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20 經濟部電子工商 CA規劃案試辦系統 公司行號憑證 

21 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22 電子閘門安全平台案 政府機關構及單位憑證、伺服軟體憑證 

（二）金融電子憑證 

金融電子憑證主要由台灣網路認證公司所核發，目前在金融實務上運作之電

子憑證有下列幾種： 

SSL 伺服器憑證、網路銀行認證、金融 EDI 認證、信用卡網路交易認證及證

券網路下單認證。 

金融 PKI 目前已提供 49 家銀行、72 家證券商、臺灣證券交易所、台北市

政府及逾三千家金融 EDI企業之數位簽章認證服務。 

第二款 網際網路上要保人行為能力之確認 

第一目 電子認證在保險電子商務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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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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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須由 CA核發電子憑

證才能於電子保單上附加數位簽章使用數位簽章制度。 

保險司指出308，保險電子商務的第一階段，即是讓「走得快」的保險公司，

開始在網路上販售保單，並核發電子保單；第二階段將是推動「一網保盡」，即

所有保險公司的認證機制必須互通，讓保戶取得電子憑證後，即可在網路上投保

                                                 
308 彭禎伶／台北報導，旅平險強制車險 網路開賣啦，中網理財，民國九十三年五月五日。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finet/m93505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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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保險公司的商品；第三階段考慮與證券、銀行等體系互通，發展金融電子商

務機制。在第一階段將讓已發展自己電子商務體系的保險公司先出發，如國泰人

壽、國華人壽、泰安產險等；第二階段為「保險業憑證互通平台」，提供保險業

單一憑證，各家公司共用共享認證平台，由保發中心主導，委臺灣網路認證公司

TWCA建置，並提供免費憑證。即整合所有保險公司的認證系統，達成一網保盡。 

國泰人壽於今年（九十三年）五月四日宣布其已完成電子保單的技術準備，

待「保險業電子商務服務契約範本」、「保險業電子商務記錄保存、內部安全控

制管理及數位簽章認證自律規範」及「保險業電子商務參考查核項目」等相關規

定備查並公告實施後，即可核發電子保單。在此電子憑證作用之一為確認電子保

單係由承保之保險公司所核發。 

在電子保險契約方面，國泰人壽已於去年（九十二年）十月三十日推出以

PKI 為基礎的線上投保平安旅遊險的服務309。這項服務可讓民眾在任何地方上網

投保，而無需臨櫃辦理。導入 PKI 機制後，使用者只要到國泰人壽的網站直接下

載由台網中心提供的電子憑證，電子憑證儲存在使用者 PC中，國泰人壽的網站

一旦偵測到憑證，即可完成身分確認，並允許投保。 繼旅遊平安險之後，其將

持續提供其他線上險種服務，如汽車強制責任險、保單契約變更、醫療保險、火

險等等。在此電子保單之作用為確認要保人之身份。 

第二目 電子憑證內容的範圍 

電子憑證由下列欄位組成：版本、序號、演算法識別碼、發行者、有效期限、

主體、公鑰資料、簽章。在主體部份，記載憑證持有人的姓名或相關識別資料，

可能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生日、位址等，而記載範圍的詳盡度則以該憑證的

用途決定之。 

電子憑證在使用上，原則必須將該憑證對外公開的，以便交易對方能夠確認

身份。而透過對外公開的憑證上所記載的個人資料，也可能追蹤個人的通訊或交

易。因此，基本上憑證機構所簽發的憑證上所記載的個人資料應該儘量以必要者

為限。例如，用以辨識個人的名稱欄位應該僅記載用戶的姓名或別名，而儘量不

要加記如帳戶號碼、出生日期等不必要的個人資訊310。 

在電子保險契約使用之電子憑證上，若為電子保單，本文認在主體欄位記載

電子憑證持有人之相關識別資料時，應詳細記載保險公司之資料，除保險公司之

                                                 
309 鍾翠玲／台北報導，PKI在金融市場初具成效，C NET新聞網。 
http://taiwan.cnet.com/news/software/0,2000064574,20084921,00.htm 
310綦冠婷，使用數位憑證應注意之法律問題，經濟部推動電子簽章法計劃網站之文章論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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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外，尚應包括其統一編號、營業登記證號、電話、地址等資料。因該資料本

係保險公司之公開資料，詳細記載於電子憑證上並無侵害隱私之虞，且有助於要

保人了解保險公司資料。至要保人為投保所申請之憑證，本文則認為應僅記載必

要資料，即以記載姓名為限，如上所述電子憑證多公開於 CA之網站上由他人查
詢，且要保人之電子憑證本僅用於確認要保人之身份，即投保者是否為要保人本

人，若記載過多要保人個人資料，其個人資料無異於完全曝露於網站之上，若被

有心人士取得，將侵害到要保人之隱私及安全。 

第三目 電子保險契約要保人行為能力之確認 

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之一，為要保人須有完全行為能力，在電子保險契約亦

然，而確認要保人是否有完全行為能力，則可以電子憑證為之。電子憑證之功能

在於確認要保人之身份及確保電子文件內容之正確性，惟亦可藉由電子憑證來確

認要保人是否有完全行為能力。本文主張在電子憑證之主體欄位僅記載要保人之

姓名而不記載要保人之生日或其他資料，或謂若不記載上述資料即無法得知要保

人之年齡或有無受禁治產宣告，如何確認要保人之行為能力？本文認決解之道為

在保險公司委託 CA辦理電子憑證申請時，即可設置申請憑證之條件，如只許二

十歲以上之要保人申請保險電子憑證，並一併檢查各項相關資格如有無受禁治產

宣告等，惟有符合保險公司所設置之申請條件，CA 始核發保險電子憑證給要保

人，如此既不須於電子憑證上記載過多要保人之個人資料而侵害其隱私，又可確

認要保人是否有完全行為能力以符合電子保險契約之生效要件。 

第二項 健全之電子意思表示 

第一款 電子錯誤（electronic error） 

第一目 前言 

電子錯誤，基本上可分為兩大類，一為表意人意思表示錯誤，一為電子程式

之錯誤：前者為電子程式並未出錯，惟表意人自己之意思表示發生錯誤；後者為

表意人之意思表示無錯誤，惟電子程式發生錯誤。電子錯誤，包含前者及後者，

為區分此二種錯誤，本文將表意人意思表示錯誤稱為「電子意思表示錯誤」，而

電子程式錯誤產生之電子意思表示錯誤稱為「電子程式錯誤」。 

關於電子意思表示錯誤，美國 UETA 第十條有相關規定，其於第一項規範未

使用電子代理人之交易時產生之錯誤，第二項規範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他方為自

然人時，自然人之意思表示錯誤。日本「有關電子消費者契約及電子承諾通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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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特例」第三條對於 B to C 電子商務中消費者之電子意思表示錯誤亦有規範。

我國目前之電子簽章法並無關於電子意思表示錯誤之規定，惟在電子商務中並非

所有種類之電子錯誤均可依民法有關意思表示錯誤之規定處理，故應就電子意思

表示之特殊性，設關於電子意思表示錯誤之特別規定。 

第二目 電子錯誤之態樣 

一、表意人意思表示錯誤（電子意思表示錯誤） 

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雖已合致，但如有民法規定意思表示錯誤之情形，則將影

響保險契約之生效，民法第八十八條及八十九條關於意思表示錯誤之法律效果

為，表意人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若表意人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則保險

契約不生效力。意思表示錯誤之種類311有：1.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即為內容

錯誤，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2.表意人若知其事情即不為意思表示（即行為

錯誤，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3.關於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的錯誤（民法

第八十八條第二項）；4.意思表示因傳達機關傳達不實（民法第八十九條）。 

以電子化方式為意思表示時，也可能發生電子意思表示錯誤。例如在網路上

購買商品時，本欲購買 B商品卻誤認A商品為 B商品，而訂購A商品，則係民

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之「內容錯誤」。又如在網路上本欲購買 10 部個人電腦，在

輸入時欲錯輸成 100 部，則係屬表示行為錯誤。在物之性質錯誤，如消費者以為

在網站上販賣之 A 軟體可適用於 windows XP 作業系統，其卻僅可適用於 Linux

作業系統。在當事人資格錯誤，如當事人誤甲具會計背景而在網路上之人力行銀

網站對甲發出聘其擔任會計職務之要約。 

上述情況皆屬於民法第八十八條所稱之意思表示錯誤而可以撤銷其意思表

示，惟在「內容錯誤」及「行為錯誤」表意人須無過失始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

示，在「當事人資格錯誤」及「物之性質錯誤」須該資格或性質係交易上認為重

要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要件係為了保護交易安全及兼顧當事人意思自主原

則，惟電子意思表示透過網際網路傳送，多於按「確認鈕」後即進入表意人無法

控制之資訊系統312，表意人即使立刻發現錯誤，通常無法適用民法九十五條第一

項但書之規定撤回其意思表示，因其撤回之電子意思表示不可能先時或同時到達

相對人，此時表意人僅得適用民法八十八條之規定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但表意

人須符合無過失313之要件始得行使撤銷之權力，且依同法九十一條之規定表意人

                                                 
311王澤鑑，前揭註 152，399頁。 
312 電子簽章法第七條第一項以之為發文時間。 
313 無論該過失係學者認為之抽象輕過失或實務所採之具體輕過失，皆須該錯誤非由表示人自己

之過失所致始有撤銷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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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信其意思表示為有效而受損害之相對人或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 

在一般之意思表示錯誤，當事人要証明該錯誤非由其過失所致已屬困難，於

使用電子意思表示之場合時，在「內容錯誤」及「當事人資格錯誤或物之性質錯

誤」，若表意人事先已盡注意義務，表意人尚可能証明該錯誤非因其過失所造成；

惟電子意思表示中之「行為錯誤」表意人幾乎無法主張其無過失，如「輸錯訂購

數量」之錯誤應屬表意人過失所造成，在電子商務交易中，此種錯誤最為常見，

因為使用電子意思表示輸入時容易產生錯誤，此時該錯誤難以認為非表意人過失

所造成，故表意人無法依民法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惟若表意人僅因輸入錯誤

即須受該意思表示所拘束，又因電子交易之迅速性無法依民法九十五條第一項但

書撤回，對於使用電子意思表示之表意人稍嫌過苛。 

本文認為電子意思表示於「內容錯誤」及「當事人資格錯誤或物之性質錯誤」

之情況下，為保護交易安全及兼顧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原則上適用民法第八十

八條之規定，仍以錯誤須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所致為要件，但慮及電子商務之

特殊性，參考 UETA第十條第一項314之規定，於電子簽章法增訂民法第八十八條

之例外規定，即當雙方當事人事先就錯誤檢驗程序達成了協議，此時不按照約定

之錯誤檢驗程序行事的一方就應當承擔因錯誤造成的不利結果，而遵照約定程序

行事的他方則不受錯誤意思表示之拘束，且不必受民法八十八條但書之限制即不

須表意人對錯誤無過失。 

因為即使依程序檢驗行事之表意人因過失發出錯誤之意思表示，若相對人依

程序檢驗錯誤，該錯誤將會被發現，契約即不會因錯誤之意思表示而生效，惟相

對人若未依程序檢驗，則必須承擔因錯誤產生之不利結果，故即使表意人有過

失，其也不必受錯誤之意思表示所拘束，也不必依民法九十一條之規定對相對人

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反而因相對人係處於較有利於避免錯誤結果之地位，

故其須自行承擔錯誤之不利結果，並對信契約有效成立且受損害之第三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另本文認應於電子簽章法第七條增訂第三項規範電子意表示之撤回時

間315，優先於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但書適用，使電子意思表示有撤回之可能性。 

                                                 
314 SECTION 10. EFFECT OF CHANGE OR ERROR   

If a change or error in an electronic record occurs in a transmission between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the following rules apply: 

（1） If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use a security procedure to detect changes or 
errors and one party has conformed to the procedure, but the other party has not, 
and the nonconforming party would have detected the change or error had that 
party also conformed, the conforming party may avoid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d or 
erroneous electronic record. 
315 例規範撤回之電子意思表示若於原電子意思表示收文時間後同一工作天內到達，則原電子意

思表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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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電子意思表示之「行為錯誤」，則不適用民法第八十八條關於非因當事人

過失之要件，應另行規範之，本文於第三目「B to C 電子商務中之表示行為錯

誤」討論之。 

二、電子程式錯誤 

由電子程式產生的錯誤，UETA稱其為「被變更的電子紀錄」（changed electronic 

record），即表示人之意思與表示一致，表意人意思表示並未錯誤，但卻因電子程

式出錯而使表意人之真意與電子文件所呈現之意思表示不同，例如表意人卻購買

10 部個人電腦，其也確實輸入 10 部，但經過電腦程式處理後，卻變成了購買 100

部，此即電子程式錯誤。此種錯誤與表意人之意思表示不一致無關，故無法適用

民法關於錯誤之規定。惟此時是否可以適用民法八十九條之規定認其為傳達機關

傳達錯誤而允許表意人得撤銷該錯誤之電子意思表示？又是否須為電子程式錯

誤另設特別規範？ 

電子程式可分為「傳送電子意思表示之程式」及「電子代理人」二種，前者

並未代表當事人訂立契約，其僅傳送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而後者則係依當事人之

關於締約之意思所設計之電腦程式，其代表當事人與相對人締結合約。因「傳送

電子意思表示之程式」非當事人可掌控，亦不能使當事人承擔該錯誤，故當傳送

電子意思表示之程式發生錯誤時，本文認表意人可依民法第八十九條之規定，撤

銷該錯誤之電子意思表示，且須依民法第九十一條之規定對相對人及第三人負賠

償責任。惟若當事人間事先有約定錯誤檢查程序而相對人未遵行時，則該賠償責

任由相對人負擔316。 

至於當事人使用之電子代理人發生錯誤時，法律應如何規範其效果，使用電

子代理人之契約當事人，是否可依民法第八十九條之規定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

應依電子代理人之性質討論之，如本文第三章所述，以目前的電腦技術觀之，可

將電子代理人解釋為一個由契約當事人使用的電子工具，惟此電子代理人之程式

設計無論係由當事人委託程式設計師設計或由當事人自行設計，該電子代理人所

為之電子意思表示皆係當事人預設之意思表示，故電子代理人所締結之契約其效

力完全歸屬於當事人，當電子代理人發生錯誤時，因該電子代理人可由當事人或

其程式設計師所掌控，故使用電子代理人之當事人不得主張民法第八十九條之規

定撤銷因電子代理人錯誤產生之意思表示，當事人仍應對電子代理人所締結之契

約負契約責任。惟若該電子代理人之錯誤係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所產生之錯誤
317，則當事人可主張民法第八十九條之規定撤銷之，惟此種完全不可歸責於當事

                                                 
316 參見上文關於「內容錯誤」及「當事人資格錯誤或物之性質錯誤」適用民法八十八條例外之

說明。 
317 例如已使用了安全之防火牆，卻仍遭駭客入侵竄改商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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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錯誤，若仍要求表意人對信其意思表示有效而受損之相對人或第三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應屬過苛，故本文認應另行規定於電子簽章法中規範，若該電子代理

人之錯誤不可歸責於其使用人，則該當事人免負民法第九十一條之賠償任。 

至若將來可能發展出具有人工智慧之電子代理人，即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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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專斷地認為電子代

理人僅係一個工具，可以制定「電子媒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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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此時若電子代理人發生超出當事人意思表

示範圍之錯誤，或許可以允許當事人撤銷之。 

第三目 表示行為錯誤 

一、B2B 電子商務中之表示行為錯誤 

所謂表示行為錯誤，指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之「表意人若知其事情即不為

意思表示者」，即表意人用了其所不欲使用的表示方法，例如誤言、誤寫、或誤

取等。關於電子商務中表示行為錯誤之法律效果，應區分係 B2B 電子商務或 B2C

電子商務而有不同之規範。因在 B2B 中企業與企業站在平等之立場訂立電子契

約，任何一方皆不須對他方負較高之契約責任，且對於其締約之意思表示應負相

同之注意義務，故本文認在 B2B 電子商務中，關於表示行為之錯誤，應依民法八

十八條之規定，原則上以該不知情事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且應負同法第九十一條之賠償責任，惟考慮電子意思表示之特殊性，若當事人間

事先有約定錯誤檢查程序而相對人未遵行時，則該賠償責任由相對人負擔319。 

二、B to C 電子商務中之表示行為錯誤 

（一）網站設置者之表示行為錯誤 

在企業與消費者締結契約時，企業與消費者係處於不平等之地位，相較於消

費者，企業處於契約之優勢地位，此亦係我國特立消費者保護法保護弱勢消費者

之立法目的。在 B to C 電子商務中亦同，應課與企業較高之契約責任與締約時

之注意義務。至於當網站設置者表示行為錯誤320時，是否參考消費者保護法第七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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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同註 305。 
320 例如惠普（HP）曾於網站上標示一原價新台幣 5000元之印表機，特惠價 329元。當時有 77
人完成交易，惟該價格係新加坡員工所輸入，329元為新加坡幣的價格，該員工忘了換算成新台

幣，造成 1:16之匯率差價。此時應屬惠普有過失，故無法以民法第八十八條撤銷該行為錯誤，

惠普損失了 40萬左右之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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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三項之規定課予企業無過失責任，亦即即使其表示行為錯誤無過失，仍應使

其負擔契約責任，惟該無過失責任係針對商品或服務之安全性而言，並非意思表

示之規定，若於意思表示錯誤撤銷要件中課予企業無過失責任，對企業而言實屬

過苛，故本文認應依民法第八十八條之規定，採過失責任，且撤銷後應對相對人

或第三人負同法第九十一條之損害賠償責任。 

（二）消費者之表示行為錯誤 

1.企業使用電子代理人 

當企業使用電子代理人與消費者在網際網路上締結契約時，電子契約即時成

立生效，消費者僅須填若干資料及按下數個「確認鈕」，即可與電子代理人締結

契約，若消費者一旦出錯，想要及時糾正幾乎不可能。因電子代理人只能按照預

先設定好的程序運行，面對電子代理人，消費者欲撤回其意思表示，實屬不能。

而消費者操作失誤（如打字錯誤、誤觸 enter鍵等）又係 B2C中最常發生之問題，
我國民法第八十八條錯誤之撤銷要件又要求非因表意人之過失始能行使，惟操作

失誤難以說明其無過失，若僅因消費者之表示行為錯誤，便使其受錯誤之意思表

示所拘束，此種規定過於嚴格，故在企業方使用電子代理人的自動交易時需要適

用特殊的「錯誤規則」，給予消費者適度的保護。 

關於一方使用電子代理人時，他方產生表示行為錯誤之效果，美國UETA 第

十條第二項321即明文規定，若自動交易中的電子代理人並未給予消費者有防止或

更正錯誤之機會者，消費者可不受到此錯誤交易之電子紀錄其法律效力拘束。然

此情形下，消費者亦須符合以下三要件，始可主張不受其效力拘束：（1）消費者

                                                                                                                                            
引自賴文智、劉承愚、顏雅倫合著，網路事業經營必讀，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九十年，169
頁。 
321 SECTION 10. EFFECT OF CHANGE OR ERROR  

If a change or error in an electronic record occurs in a transmission between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the following rules apply: 

（2） In an automated transaction involving an individual, the individual may avoid 
the effect of an electronic record that resulted from an error made by the individual 
in dealing with the electronic agent of another person if the electronic agent did not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revention or correction of the error and, at the time 
the individual learns of the error, the individual: 

（A） promptly notifies the other person of the error and that the individual did not 
intend to be bound by the electronic record received by the other person; 

（B） takes reasonable steps, including steps that conform to the other person's 
reasonable instructions, to return to the other person or, if instructed by the other 
person, to destroy the consideration received, if any, as a result of the erroneous 
electronic record; and 

（C） has not used or received any benefit or value from the consideration, if any, 
received from the oth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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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立刻通知對方其發生錯誤，且其無受到對方所收受之錯誤電子紀錄拘束之意

思。（2）須採取合理之步驟，包括遵照對方指示，將所收受之報酬返還或是銷毀。

（3）不得使用或是收受任何來自對方報酬（consideration）之利益（benefit）或

是價值（value）。 

日本由於其民法第九十五條但書之規定，表意人有重大過失時不得主張自己

之意思表示係錯誤而無效，使得操作失誤之消費者往往因為被認為有重大過失而

不能爭執契約之效力322。鑑於目前國際之立法例，如美國統一電子交易法規定，

B2C 交易中業者未提供確認方法之情形，消費者得以操作失誤為由主張契約無

效。英法德等國家目前亦在進行民事方面立法，業者未提供確認方法時，操作失

誤之消費者得以不受契約之拘束。為保護消費者之權益，日本學者建議在當事人

ㄧ方為消費者之情況下，應設定冷卻時間（cooling-off）之特別規定，課予業者

提供確認畫面之義務。故於「有關電子消費者契約及電子承諾通知之民法特例」

第三條
323
規定，消費者為電子消費者契約之要約或承諾之意思表示時，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不適用民法九十五條但書之規定。但業者於該要約或承諾之際，已以

電子畫面之方式提供該消費者確認有無意思表示之意思的措施時，或消費者對該

業者明示不必提供該確認措施之情形，不在此限。  

一、 消費者以其所使用之電腦送信時，並無對該業者為電子消費者契約之要約

或承諾之意思表示的意思時。 

二、 消費者以其所使用之電腦送信時，有意為與該電子消費者契約之要約或承

諾之意思表示內容相異之意思表示時。 

基於電子意思表示行為錯誤之特殊性（容易輸入錯誤或觸確認鈕等）、電子

代理人締約之即時性及保護消費者，本文認應參考外國立法例，課予設置電子商

                                                 
322 綦冠婷，日本經濟產業省針對電子契約提出民法特例法律案，資策會科技法律中心，科技法
律要聞。 

http://stlc.iii.org.tw/tlnews/net9004.htm#n10 
323電子消費者契約及び電子承諾通知に関する民法の特例に関する法律 

第三条 民法第九十五条ただし書の規定は、消費者が行う電子消費者契約の申込み又はその承
諾の意思表示について、その電子消費者契約の要素に錯誤があった場合であって、当
該錯誤が次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ときは、適用しない。ただし、当該電子消費者契約
の相手方である事業者（その委託を受けた者を含む。以下同じ。）が、当該申込み又
はその承諾の意思表示に際して、電磁的方法によりその映像面を介して、その消費者
の申込み若しくはその承諾の意思表示を行う意思の有無について確認を求める措置
を講じた場合又はその消費者から当該事業者に対して当該措置を講ずる必要がない
旨の意思の表明があった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消費者がその使用する電子計算機を用いて送信した時に当該事業者との間で電
子消費者契約の申込み又はその承諾の意思表示を行う意思がなかったとき。    

    二 消費者がその使用する電子計算機を用いて送信した時に当該電子消費者契約の
申込み又はその承諾の意思表示と異なる内容の意思表示を行う意思があったと
き。 

http://www.ishidalaw.gr.jp/shiryou/denshishouhish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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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網站交易之企業提供確認畫面之義務，給予消費者有防止或更正錯誤之機會。

若企業並未提供消費者防止或更正錯誤之機會，則無論該錯誤是否係因消費者之

過失所造成，消費者皆可主張撤銷該錯誤之意思表示，並不須負民法第九十一條

之損害賠償責任。惟為顧及企業之權益，當消費者欲主張撤銷錯誤意思表示之同

時，應課予消費者即刻通知企業其發生錯誤之義務，且說明其無受該錯誤電子意

思表示拘束之意思，並須採取合理之步驟，包括遵照對方指示，將所收受之報酬

返還或是銷毀且，且不得使用或是收受任何來自對方報酬（consideration）之利益

（benefit）或是價值（value）。 

若企業已經於網站上提供交易確認之畫面，即屬給予消費者有防止或更正錯

誤之機會，此時若消費者仍發生表示行為錯誤，則應回歸適用民法八十八條及九

十一條之規定。 

2.企業未使用電子代理人 

企業未使用電子代理人時，電子契約並非即時於網際網路上成立生效，當事

人以電子化方式表示其意思時，若稍加注意，發生表示行為錯誤之機率較他方為

電子代理人時為小，此時消費者應對自己之法律行為負責任，因企業方未使用電

子代理人，亦無法課予企業提供交易確認之畫面，故當消費者發生表示錯誤時，

應適用民法八十八條及九十一條之規定。 

第四目 小結 

電子程式錯誤，區分為人之意思表示錯誤及電腦程式錯誤二大類，此二種不

同的錯誤種類，因其本質上的不同，法律應賦與不同之效果，本文將上述討論之

不同種類之錯誤效果，整理如下： 

在電子程式錯誤此一大類，區分為「傳送電子意思表示之程式錯誤」及「電

子代理人錯誤」兩種：1.「傳送電子意思表示之程式錯誤」原則上依民法第八十

九條傳達機關傳達不實之規定得撤銷該錯誤，且表意人須負民法第九十一之賠償

責任；惟例外若雙方當事人事先有約定錯誤檢驗程序，而一方未遵行致錯誤未被

發現，此時錯誤之一方不受其錯誤之意思表示所拘束，未遵行程序之一方尚須承

擔自己之損害及對信契約有效成立之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2.「電子代理人錯

誤」原則上表意人不得依民法第八十九條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因電子代理人

係由表意人所掌控，與一般傳達機關或傳達人無法被表意人所掌控者不同；惟例

外若電子代理人之錯誤係不可歸責於表意人時，則表意人可依民法第八十九條撤

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且不須負同法九十一條之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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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意思表示錯誤中，則應區分「內容錯誤」「物之性質或人之資格錯誤」

與「表示行為錯誤」兩種，分別賦與不同之法律效果：1.「內容錯誤」及「物之

性質或人之資格錯誤」，原則上依民法第八十八條意思表示錯誤之規定撤銷其錯

誤之意思表示，且須負同法第九十一條之損害賠償責任；惟例外若雙方當事人事

先有約定錯誤檢驗程序，而一方未遵行致錯誤未被發現，此時錯誤之一方不受其

錯誤之意思表示所拘束，未遵行程序之一方尚須承擔自己之損害及對信契約有效

成立之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且本文建議應另行增訂關於撤回電子意思表示之

時間，如規定電子意思表示之撤回在原電子意思表示到達後若干時間內到達相對

人，則原電子意思表示被撤回。2.表示行為錯誤：表示行為錯誤則因電子商務不

同種類區分為 B2B 電子商務與 B2C 電子商務，在（1）B2B 電子商務時：因雙方

當事人締約地位平等，故原則上適用民法第八十八條及九十一條，惟例外當雙方

約定錯誤檢查程序而一方不遵行時，由不遵行之一方負損害賠償之責，且遵行之

一方不受錯誤之意思表示所拘束。在（2）B2C 電子商務時：企業方之表示錯誤

依民法第八十八條及九十一條之規定，且法律應課與其提供確認畫面之義務；而

消費者若發生表示行為錯誤時，若企業無使用電子代理人時，依民法第八十八條

及九十一條之規定，若企業有使用電子代理人時，倘其已提供確檢查或更正錯誤

之機會，則消費者僅能依民法八十八條及九十一條之規定撤銷之，若企業未提供

檢查或更正錯誤之機會，則消費者即使有過失亦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且不

負民法九十一條之賠償責任324。 

第二款 電子保險契約之電子意思表示錯誤 

保險公司以電子商務取代傳統之作業雖然降低了成本、增加了效率，但卻也

產生了一定的風險，以電子化方式傳送意思表示，比起傳統的締約方式，更易產

生錯誤。在網際網路上締結保險契約，若發生了電子錯誤，當事人取得了撤銷錯

誤意思表示之權利，則於撤銷其電子意思表示後，保險契約不生效力。惟並非任

何錯誤都可以由表意人依民法撤銷之，且即使撤銷了意思表示，以現行民法之規

定，撤銷意思表示之表意人亦須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此種規範方式是否可以適用

於所有之電子意思表示，亦不無疑問。 

締結電子保險契約時，可能發生之電子錯誤有下列幾種： 

1.保險人之電子代理人將保費計算錯誤： 

保險電子商務網站上，多有計算保費之功能，要保人決定投保時，亦以該電

                                                 
324 惟法律亦應課予消費者一定之義務：即刻通知企業其發生錯誤之義務，且說明其無受該錯誤

電子意思表示拘束之意思，並須採取合理之步驟，包括遵照對方指示，將所收受之報酬返還或是

銷毀且，且不得使用或是收受任何來自對方報酬（consideration）之利益（benefit）或是價值（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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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理人所計算之保險費，為保險契約之對價，此時若電子代理人將保險費計算

錯誤，且在線上與要保人締結了電子保險契約。惟保險費係錯誤的金額，若低於

原保費，而保險人欲主張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可否？若低於原保費，要保人

欲主張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可否？ 

關於此問題，係保險人使用之電子代理人計算錯誤，依本節第一款之分析，

原則上保險人不得主張民法第八十九條撤銷其意思表示，因該電子代理人係由當

事人或其程式設計師所掌控，故即使電子代理人產生錯誤之意思表示，當事人仍

應對電子代理人所締結之契約負契約責任。惟若保險人可舉証該電子代理人之錯

誤不可歸責於保險人，則保險人可主張民法第八十九條之規定撤銷之，惟此種完

全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錯誤，若仍要求表意人對信其意思表示有效而受損之相對

人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過苛，故本文認應另行規定於電子簽章法中規

範，若該電子代理人之錯誤不可歸責於其使用人，則該當事人免負民法第九十一

條之賠償任。 

至要保人可否主張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本文認應賦與要保人撤銷之權

利，或將保險費調降至原保險費之金額。因產生錯誤者係保險人之電子代理人，

惟此時不可期待取得較高保險費之保險人行使撤銷權，而要保人亦非保險專業人

員，無從得知投保當時之保費是否因計算錯誤而過高，若不許要保人撤銷其意思

表示，似乎顯失公平，此其一。其二，保險費對於保險契約而言，應屬重要，故

若發生錯誤應可依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撤銷其意思表示。且此錯誤係保險人之

電子代理人造成，似不應再課予要保人損害賠償之責任。 

2.要保人本欲投保A險種，卻誤投保 B險種 

此種電子錯誤係表示意義錯誤，即要保人內心所欲為之表示，但誤認其表示

的客觀意義，即其內心本欲投保 A險種，卻誤認 B險種即 A險種而投保之，此

種電子意思表示之內容錯誤之產生，原則上與傳統意思表示內容錯誤並無不同，

不因表示之方式不同而異其效果，故適用民法第八十八條及九十一條。 

3.要保人本欲投保基本型之強制汽車險，卻點選成超值型之強制汽車險 

在電子商務網站中，選擇投保哪一種保險金額之保險商品，通常係以滑鼠點

選的方式，要保人極易因不小心點選錯誤，此種錯誤係表示行為錯誤，惟要保人

係因過失而造成該錯誤，依民法第八十八條但書之規定，要保人不得主張撤銷其

意思表示。但此種錯誤在電子商務中最常發生，故須給要保人救濟之方法，故參

考美國UETA 之立法例，課予處於更利於避免錯誤結果地位之保險人提供最後確

認畫面，若保險人之電子代理人未提供要保人防止或更正錯誤之機會，即其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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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最後確認之畫面時，要保人可以不受該錯誤之意思表示所拘束，即要保人可以

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且若因此保險人或第三人因其意思表示有效而受損害，

應由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要保人亦應負有立即通知保險人其無受該錯誤意

思表示拘束之意，而在保險契約中，並無返還利益之問題。 

若保險人已提供防止或更正錯誤之機會，要保人仍操作錯誤，此時則依民法

八十八條判斷要保人之錯誤是否因其過失所造成，若是，則無法撤銷其錯誤之意

思表示。若否，則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保險人因信該意思表示有效所造成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第三項 他人死亡保險契約之書面同意可否以電子文件為之 

我國保險法第一○五條第一項規定：「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

被保險人書面承認，並約定保險金額，其契約無效。」足見以他人為被保險人之

死亡保險契約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為保險契約之特別生效要件。 

        關於電子簽章法之適用範圍，國際立法例有負面表列與正面表列兩種不同模

式，而採用負面表列之立法例則包括美國、香港、新加坡等多國。電子簽章法之

適用範圍負面表列之方式又可進一步分為：立法排除、授權適用、授權排除三種

不同之方式325。 

  其中，「立法排除」為直接於電子簽章法之母法中，透過條文規定列舉不適

用事項之方式予以排除。「授權適用」，亦是採取立法排除之模式，但其母法同

時授權主管機關可自行裁量是否將已排除之事項重新納入適用範圍。而「授權排

除」，則是由電子簽章法之母法直接授權主管機關得排除所管法令之適用，例如

「香港電子交易條例」及我國電子簽章法。 

我國電子簽章法原則上盡量賦予電子文件、電子簽章與書面文件、實體簽章

相同之法律效力。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三項、第六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對於

性質有特殊考量或目前尚不宜適用之應用項目，亦授權各政府機關自行斟酌不適

用之項目，以法令或公告之方式加以排除。 

        財政部保險司於今年（九十三年）二月四日依據電子簽章法之規定，公告修

正保險業務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之項目326（台財保字第 0920752032 號）。凡是在

                                                 
325 參見經濟部推動電子簽章法計劃網站之「常見問答集」。 
http://www.esign.org.tw 
326 包括保險法第三十四條、第六十四條第三項、第八十二條第三項、第一○五條、第一○六條、

第一一○條、第一一六條第一、二、四項、第一一九條第一項、一三○條、一三五之四條。 
及強制汽車保險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二十二條後段、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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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範圍內之項目，若以電子文件代替傳統之書面形式，即便是使用合法憑證機

構簽發之憑證，仍不生法定與傳統書面形式相同之法律效力。只有不在公告範圍

內之項目，始可依據電子簽章法之規定用電子文件代替傳統之書面形式，或用電

子憑證代替傳統之印章、印鑑。 

依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若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

供查驗者，經相對人同意本係可以電子文件為之，保險法第一○五條係依法律規

定應使用書面者，惟財政部依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使保險法第一○五

條排除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之適用。在電子保險商務中，須注意若為他人投

死亡保險，則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不能以電子文件為之。意即為他人投保之死

亡保險無法全程以電子化的方式完成投保，被保險人仍須以傳統書面的方式同

意，該保險契約始生效力，即使被保險人以電子文件表示同意之意思表示，保險

契約亦因不具法定書面要式而無效。 

行政院研考會電子簽章法草案第一版本第五條規定：「⋯⋯，除與生命、重

要財產及其他重要權益攸關者外，得以電子文件行之。前項生命、重要財產及其

他重要權益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係採立法排除。而現行之電子簽章法並未

明定排除適用之條件為何，完全授權行政機關以公告方式排除之，採「授權排

除」，由各主管機關自行決定何者為排除適用之項目，立法說明謂此係藉以保留

執行上及適用上的彈性，避免電子簽章法實施衝擊過大，並使相關應用層面得以

循序漸進地進行。惟各主管機關公告排除時亦未說明其係依據何種標準判斷排除

適用，保險法第一○五條排除適用電子簽章法即不知排除之理由為何。 

為他人投保死亡保險須得被保險人同意係為避免道德危險，故本文推測排除

適用之可能原因係其與被保險人之生命或重要權益攸關，故為保護被保險人，希

望其以傳統書面之方式表示同意以示慎重，且保險公司將來可以該書面作為證

據。惟若電子文件符合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要求，又附加數位簽章，則被

保險人經由附加數位簽章之電子文件表示同意投保，應可達到相同之目的，故本

文建議應許被保險人得以附加數位簽章之電子文件為同意投保之意思表示。即被

保險人之書面同意若以電子文件為之，非屬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