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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保險法 

﹝最後異動時間：民國 104 年 02 月 04 日修正公(發)布﹞ 

第一節  人壽保險之重要相關人 

第二節  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 

第三節  保險契約 

第四節  保險契約之變動 

第五節  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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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壽保險之重要相關人 

案例 

王大功有妻楊小惠及女兒王小欣（現年二十歲），王大功任職於大立國際投

資公司，每個月固定必須來往於台灣及香港，由於大立國際投資公司與保平

安航空公司有簽約，故王大功皆必須搭乘保平安航空往來台港。而因近年來

保平安航空墜機事件頻傳，所以王大功每搭乘該飛機時，其妻楊小惠總是非

常擔心，因此楊小惠決定以夫王大功為被保險人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人

壽保險；而王大功及楊小惠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屬於何種類的保險？又其中王

大功、楊小惠及國安人壽保險公司在該人壽保險契約中扮演何等角色？ 

1 要保人之定義 

所謂要保人，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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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保險法第三條）。 

2 擔任要保人須具備之要件 

擔任要保人須具備以下之三要件： 

一、 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須有保險利益。 

二、 要保人為保險契約之直接當事人，為保險契約約定之主體，須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三、 要保人不論為自己的利益或為他人的利益而訂立保險契約，要保人均須依契約規

定交付保險費。 

3 被保險人之定義 

何謂被保險人，有下列不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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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保險法定義 

所謂被保險人，係指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參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照保險法第四條）。 

二、 學者的定義 

所謂被保險人，在財產保險中，係指保險標的財產之所有人或對之有利害

關係之人。在人身保險中，係指以其生命或身體為保險標的之人1。 

4 案例中，設王大功患有精神疾病，其妻楊小惠可否以王大功為被保險人，向國安

人壽保險公投保死亡保險？ 

零依舊保險法第一百 七條之規定：「以十四歲以下之未成年人，或心神喪失或

精神秏弱之人為被保險人，而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無效。」在民國 86 年 5 月 28

日修正時，將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加以刪除，但於民國 99 年 2 月 1 日又重新增

訂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

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

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

帳戶價值(第一項)。前項利息之計算，由主管機關另定之(第二項)。訂立人壽保

險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除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第三項)。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

扣除額之一半(第二項)。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第四項)。」故依目前之立法並未禁止以患有精神病患者為被保險人，而向保

險公司投保死亡之人壽保險。但限制其保險事故發生之給付範圍。 

本例中，王大功患有精神疾病，依我國目前保險法之規定，允許其妻楊小惠以王大

功為被保險人，而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投保死亡之人壽保險。 

5 保險法第 107 條第 2 項規定之利息計算規範為何?                          

                                                       
1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1994，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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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第 1 項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時，有關利息計

算方式，依行政院金管會 99 年 3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471 號令，

其利息之計算應以不高於年複利方式自該保險契約生效日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

日止，利率並不得高於該保險契約計算保險費所採用之預定利率；如無預定利

率者（如萬能保險等），則不得高於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所採用之宣告利率。 

6案例中，王大功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投保死亡之人壽保險，投保保險金額為1,000

萬元，並以妻楊小惠為受益人，試問：                                    

（1） 受益人之定義 

所謂受益人，係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均得為受益人（參照保險法第五條）。 

（2） 王大功與國安人壽保險公司簽訂之死亡人壽保險契約中，約定妻楊小惠為

受益人，後王大功搭乘之保平安航空，不幸在香港發生空難而死亡，何者

有權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額之給付？ 

依保險法第五條之規定：「本法所稱受益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賠償請求權

之人，……。」故當保險契約上，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保險人所約定之受益人，即為

保險事故發生時，而享有保險金額受益權之人。 

本例中，王大功（要保人亦為被保險人）與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所簽訂之死亡保險契約

中，已約定以妻楊小惠為受益人，故當王大功在香港發生空難而死亡，則妻楊小惠即

成為有權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請領保險金額之人。 

（3） 案例中，設王小欣才滿一歲，王大功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投保死亡保險，

在保險契約上可否約定以女王小欣為受益人？ 

受益人，乃是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賠償請求權

之人（參照保險法第五條）。故其在法律上乃屬僅是單純地享受權利之人，因此只要依

法有權利能力者，均得為受益人
2
。 

                                                       
2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199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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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雖然王小欣才滿一歲，但依民法第六條之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

生，……。」即自然人自出生起即開始享有權利能力，依上述說明，只要依法有權利

能力者，均得為受益人，而王小欣已出生且滿一歲，因此可以擔任保險契約上之受益

人。 

（4） 設王小欣已十三歲，當年王大功因空難而身亡，王小欣可否單獨接受國安

人壽保險公司保險金額之給付？ 

依民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

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

此限。」即依民法第七十七條但書之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純粹接受法律上之利益，

不必事先得到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而可以有效接受該法律上的利益之意思表示。 

本例中，保險金額之給付，對受益人而言，乃是純獲法律上的利益，故依民法第七

十七條但書之規定，王小欣可以接受國安人壽保險公司對於其父王大功之死亡而所

為保險金額之給付，並不須取得其母楊小惠之同意。 

（5） 案例中，王大功可否指定其女友林小倩為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是否受限於某種特定關係，依外國之立法例，有立法規定，受益

人與被保險人間須具有某種特定關係，例如：美國德州保險法規定，受益人必須對

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
3
。但就我國現行保險法之規定，並未對保險之受益人與被保

險人之間設定任何限制。即任何人皆可被約定或被指定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本例中，依上述之說明，不小倩與王大功僅為朋友關係，林小倩對王大功並未具有

保險利益之關係，但如經王大功在保險契約上指定為受契人，則林小倩可以成為王

大功之人壽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6） 案例中，設王大功在保險契約上並未指定受益人，後因王大功墜機死亡，

則何者有權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額？ 

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三條之規定：「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作為被

                                                       
3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199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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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遺產。」既然保險金額成為被保險人之遺產，則應由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繼承，其繼承之順位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其中被保險人之配偶為當

然繼承人，另被保險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繼承人，被保險人之父母為第

二順位繼承人，被保險人之兄弟姊妹為第三順位繼承人，另被保險人之祖父母為被

保險人之第四順位繼承人。 

本例中，王大功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簽訂之死亡保險契約，契約中並未約定或指定

受益人，故當保險事故發生時，該保險金額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三條之規定，成為被

保險人王大功之遺產，即應由被保險人王大功之法定繼承人向國安人壽保險公司領

取該筆保險金額，而王大功之法定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應

為配偶楊小惠及第一順位繼承人王小欣二人。 

7 案例中，設王大功想要投保人壽保險，但不知如何投保最划算，故想請保險經紀

人幫忙。試問： 
（1） 保險經紀人之定義 

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

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參照保險法第九條）。 

（2） 何者有資格擔任保險經紀人？ 

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個人執業經紀人、受經紀人公司或

銀行任用之經紀人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保險經紀人考試及格者。 

二、前曾應主管機關舉辦之經紀人資格測驗合格者。 

三、曾領有經紀人執業證書並執業有案者。」 

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具備前項第三款資格者，以執行同

類業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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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安人壽保險公司為擴展其業務，而授權給林大牛以之為保險代理人，在屏東地

區經營人壽保險。試問： 

（1） 保險代理人之定義 

所謂保險代理人，係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代理保險人經營保險業務，並向保

險人收取費用之人（參照保險法第八條）。 

（2） 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授代理權給林大牛，則發生何等法律效果？ 

依民法 零第一百 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

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即指有權代理之情形，本人已授權予代理人，則代

理人以本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之效果，全由本人來承擔。一般代理如此，保險

法上之代理亦是如此。 

本例中，國安人壽保險公司已授權給林大牛，林大牛成為國安人壽保險公司之代理

人，故林大牛以國安人壽保險公司之名義與任何人所簽訂之保險契約，其效果均歸

屬於國安人壽保險公司，即其保險契約上之權利義務皆必須由國安人壽保險公司承

受。 

（3） 何者有資格成為保險代理人？ 

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個人執業代理人、受代理人公司或

銀行任用之代理人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保險代理人考試及格者。 

二、前曾應主管機關舉辦之代理人資格測驗合格者。 

三、曾領有代理人執業證書並執業有案者。」 

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具備前項第三款資格者，以執行

同類業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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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大海是國安人壽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他向王大功招攬人壽保險。試問： 

（1） 保險業務員之定義 

所謂保險業務員，係指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

攬之人（參照保險法第八條之一）。 

（2） 保險業務員之分類及其法律地位如何？ 

保險業務員一般可分為下列兩大類： 

一、保險公司所聘僱之業務員 

保險公司所聘僱之業務員，係指保險公司所聘僱為公司之職員，其主要在於對

外招攬保險，其法律地位，至少可視為保險公司之特約代理人。 

二、非保險公司所聘僱之業務員 

非保險公司所聘僱之業務員，係指非保險公司之職員，僅受保險公司委託而對

外招攬保險之人員，這裡所謂的業務員即指此類之業務員，其法律地位如何，

保險法未規定，故成為爭論之問題。 

（3） 當業務員（亦稱外務員）李大海向王大功招攬人壽保險時，王大功向李大

海告知，其有精神官能症，但李大海填寫要保申請書時，並未將王大功告

知之病症加以填寫，又未告知國安人壽保險公司，王大功對於李大海之告

知，其效力是否及於國安人壽保險公司？ 

要保人向業務員所為之告知，其效力是否及於保險公司，其主要爭論點，即是該業

務員是否為保險公司之代理人？ 

關於此一爭論點，有兩個不同學說： 

一、肯定說 

此說認為，業務員應為保險公司之代理人，至少為表見代理人，故對業務員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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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效力應及於保險公司
4
。 

二、否定說 

我國現行保險業者皆不視業務員為公司之受僱人或代理人，因此要保人對業務

員之告知，對保險人不發生效力
5
。 

上述二說，本書作者認為：以採肯定說較妥，其理由如下： 

（一）要保人投保時，除體檢醫師外，與要保人接觸最多者為業務員，且業務員受

保險公司之委託而對外招募保險，故應使業務員處於保險公司代理人相同之

地位，至少應為有民法表見代理人之適用。 

（二）財政部（62）台財錢第 014984 號函：自民國 62 年 7 月 1 日起各產物保險如

擬繼續僱用外務員招攬業務，其所支付之報酬，應視為公司職員之薪津……。

既然將外務員之報酬，視為公司職員之薪津，即視外務員為公司之職員，則

外務員為公司之代理人。 

本例中，依上述之論述，而採肯定說，則李大海為國安人壽保險公司之業務員（外

務員），其法律上的地位，應視為國安人壽保險公司之代理人，至少應為國安人壽保

險公司之表見代理人，故要保人王大功向李大海所為之告知，其效力應及於國安人

壽保險公司。 

 

 

                                                       
4
梁宇賢，《保險法》，1996，54 頁。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1994，35 頁。 
5
梁宇賢，《保險法》，1996，54 頁。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1994，3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