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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保險法）】講義 

保    險    法 （一）

 
★立法架構： 
 

總則 

    定義及分類（1～13） 

    保險利益（14～20） 

    保險費（21～28） 

    保險人責任（29～34） 

    複保險（35～38） 

    再保險（39～42） 

保險契約 

    通則（43～54--1） 

    基本條款（55～65） 

    特約條款（66～69） 

財產保險 

    火災保險（70～82-1） 

    海上保險（83～84） 

    陸空保險（85～89） 

    責任保險（90～95） 

    保證保險（95-1～95-3） 

    其他財產保險（96～99） 

人身保險 

    人壽保險（101～124） 

    健康保險（125～130） 

    傷害保險（131～135） 

年金保險（135-1～135-4） 

保險業（13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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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壹、保險法規之分類：  
一、商業保險：以「營業性質保險之經營」為主要目的 

          如：火災保險 
二、政策保險：以「特定政策目標之達成」為主要目的 

          如：強制汽車責任險 
三、社會保險：以「解決社會政策所欲達成之經濟安全」為主要目的 

          如：全民健保 
 

貳、保險定義： 
一、保險法規定： 

保險法第 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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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立法意旨乃在定義保險。 

(一)須為當事人雙方所約定之事故 

(二)此保險事故須非能預期的 

(三)須有損害 

(四)要保人須交付保險費 

(五)保險人須負給付之義務 

二、江師定義： 

受同類危險威脅之人，為滿足其成員損害補償之需要，而組成之雙務性，且具有獨立之法

律上請求權之共同團體。 

★  保險要素： 

1.共同團體：遭受同類危險之共同團體。 

2.危險之存在 

(1)發生可能所受之限制 

可能發生且未發生 

發生須具不確定性：是否發生不確定，如火災保險之火災。 

必然發生，但何時來至不確定，如死亡保險之死亡。 

主觀不確定（51）：締約當時主觀善意不知災害已發生，契約仍有效。 

發生之合法性：原則危險需非因故意所致，而偶然發生→29II 

不保護因違法行為所引發之危險 

例外：109 二項、121 三項、133 

(2)同一性：危險共同團體的成員，必須是因為彼此面對著某種的同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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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補償之需要： 

(1)具體損害（標的具客觀價值）：得以金錢價值來計算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故被

保險人所受之補償，原則上 高也只能以實際所受損害為限。非以雙方當事人約定

之保險金為準。否則為不當得利。如：財產保險 

積極損害：如：房屋火災保險。 

消極損害：如：責任保險。 

(2)抽象損害（標的不具客觀價值） 

4.有償性：「一元保險」不合乎此要素。 

5.獨立之法律上請求權。 

 

參、保險契約主體： 

一、要保人： 

（一）保險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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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保人之型態可分 

1.自然人：但須以具有行為能力為必要。 

2.法人 

(三)要保人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1） 

二、要保人除前述交付保險費之義務外，在保險法及海商法中亦規定了其他義務 

(一)損害防阻義務-本法第33 條、海商法第130 條 

(二)複保險通知義務-本法第36條複保險 

(三)出險通知義務-本法第58條要保人 

(四)危險增加義務-第59條 

(五)據實說明義務-第64條據實說明 

(六)非經同意不得變更義務-第80條非經同意對於保險標的物不得加以變更。 

(七)對保險標的物之保護義務-本法第 98 條保險標的未盡約定保設責任。 

三、保險人： 

（一）保險法第 2 條：「本法所稱保險人，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在保險契約成立

時，有保險費之請求權；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負擔賠償之義

務。」 

保險法第 136 條：「（保險業之組織及專業）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

作社為限。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保險人之組織型態計有： 

1.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社 

3.依其他法令規定成立之組織：如中央健保局、勞保局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三）給付之期限：依本法第 34 條之規定，須於文件交齊後，15 日內給付之，若遲延給付，

應課以年利一分之處罰。 

（四）保險人除前述給付賠償金之義務 

1.本法第33 條  

2.本法第79 條 

3.本法第91 條 

4.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如本法第109、117、119、121條之規定 

5.本法第126 條 

（五）返還未滿期保費：第 23、24、26、27、28 條之規定 

 

二、被保險人： 

（一）保險法第 4 條：「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

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二）被保險人須受有損害，且此損害須為保險事故所造成。 

（三）被保險人可享有賠償請求權 

（四）被保險人可由要保人或非要保人充任之 

（五）被保險人之身份，若於財產保險可為自然人或法人。但在人壽保險則須為自然人。 

 

三、受益人： 

（一）保險法第 5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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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 

（二）受益人之賠償請求權 

1.第110條須生存 

2.第114條非經同意不得轉讓 

3.本法第111條除聲明放棄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 

4.一經指定第112條不得作遺產。 

（三）有關受益人之產生方式，依本法之其他規定計有： 

1.約定：第5 條 

2.推定：第45 條 

3.確定：第52 條 

4.指定：第110 條→ KEY：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可指定。 

5.法定：第135 之3 條 

（四）受益人可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充任之 

（五）為自己或為他人利益之保險契約(71 條)(92 條) 

（六）保險人給付受益人保險金，係以保險契約所記載之名稱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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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益人地位變更： 

1.在保險事故發生前：依 111 一項，「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

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 

→因受益人尚未取得具權利性質之法律地位，須待保險事故發生後方能確定。故

114：「受益人非經要保人之同意，或保險契約載明允許轉讓者，不得將其利益

轉讓他人。」 

2.在保險事故發生後：受益人取得法律上權利。屬其「固有權」。非自被保險人處繼

受而來。 

(1)受益人≠被保險人之繼承人：112。 

受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

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2)受益人＝被保險人之繼承人：被保險人之債權人不得就保險金扣押。 

（八）保險法第 113 條：「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Q：僅記載受益人之身分或關係，如受益人項下記載「妻」或「配偶」，保險事故發生時，

已離婚之妻可否請求保險金給付？ 

 

（實務）：V。其受益權來自保險契約之指定非來自婚姻關係。除非要保人依 111 一項以

契約或遺囑另行變更受益人，其妻之受益權，已告確定。 

 

四、其他利害關係人： 

（一）保險代理人： 

保險法第 8 條，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

代理經營業務之人。 

→ 代營保險業務、屬保險人之輔助人 

 

（二）保險經紀人： 

保險法第 9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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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運作：非向保險人收取佣金或報酬，係來自要保人之保險費。 

 

（三）保險業務員： 

保險法第 8-1 條，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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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於八十一年立法時新增。業務員資格之取得：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應考資格：年滿20歲，具有國中以上學校或同等學歷者。 

2.參加測驗前應通過所屬公司之基本教育訓練。 

3.通過各公會舉辦之業務員資格測驗。 

 

肆、主管機關： 

保險法第12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但保險合作社除其經營

之業務，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管機關外，其社務以合作社之主管機關為主管

機關。 

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二、保險合作社：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內政部。 

 

伍、保險契約之種類： 

一、保險法分類： 

保險法第 13 條：「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財產保險，包括火災保險、海上保險、

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保險。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

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 

（一）依契約內「承保標的物」不同所分。 

（二）財產保險（13 二項）：包括火災保險、海上保險、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保險。 

→ 標的物：財產上或經濟上之利益不利益。目的多半在填補「被保險人財物或無形利益，

因保險事故發生所受到損害」，如火災保險（70）。可能是針對「被保險人因對第三

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致之損失」，如：責任保險（90）。 

（三）人身保險（13 三項）：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故所承保為人

之生命、身體、健康等。 

 

二、學理分類： 

依「保險契約之給付基礎，是否為經濟上可得估計之損失」做區分。 

（一）損害保險（損失填補保險）： 

保險契約之給付基礎，為經濟上可得估計之損失。所有財產保險均屬之。 

（二）定額保險（定額給付保險）： 

保險契約之給付基礎，非經濟上可得估計之損失。係基於其與保險人間之約定，由保險人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給付所約定之之保險金，以滿足其經濟上需求或提供生活上保障。 

→因欲填補乃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生命體健康本應完整不受侵害所產生之損害。此種損害

性質上無法以金錢計算，故稱為「抽象損害」。所以定額保險契約給付基礎非基於被

保險人可得估計之經濟上損失，亦非填補被保險人經濟上損失為目的，而是欲藉由保

險來經濟上需求或提供生活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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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損害保險之下位概念： 

（一）積極保險： 

保護對象為被保險人之積極保險利益。即保險事故發生時，恐致被保險人已存在或將來可

得之「利益」或「特定之物」或「權利」生毀損或滅失或受影響。 

（二）消極保險： 

保護對象為被保險人之消極保險利益。即特定人對於某「不利」之關係發生，而使特定人

產生財產上之損失，造成被保險人之「整理財產狀態受有不利益」。 

 

★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之區別： 

 積極保險 消極保險 

所針對之保護對象 1.為被保險人已存在或將來可

得之利益 

2.特定之物或權利 

1.並非被保險人現存之特定標的，而是

為防止任何因法律規定、契約義務或

事實上之必要費用而產生之負擔費

用而設。 

2.如責任保險中之損害賠償責任 

得 否 於 契 約 訂 立

時，估計保險價額 

針對的是「具體之物或一定價

值之權利」，自得於契約訂立

時估計。 

針對的是某種「負擔」，故難以在契約

訂立時估計保險價額。 

區分實益  1.無超額保險及不足額保險之適用 

2.無定值保險與不定值保險適用 

 

《補充》： 

 

保險契約的種類及內容： 

從保險所涉及的法益係人身或是財產為區分標準，保險可分為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 

（一）以人之生命或身體為保險標的之保險，稱為人身保險，人身保險包含以下種類： 

1.人壽保險：以人之生命之生存或死亡為保險事故的保險稱為人壽保險。其中以「死亡」

為保險事故者，包括死亡保險及生存死亡兩合險，又稱為生命保險。 

2.健康保險：是指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發生疾病、分娩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

負給付保險金額責任的保險（保險法第125條）。 

3.傷害保險：是指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金

額之保險（保險法第131 條）。意外傷害保險乃相對於健康保險，健康保險係承保疾病

所致之損失；意外傷害保險則在承保意外傷害所致之損失。所謂「意外事故」一般指外

來劇烈的事故，事故發生的原因須直接出自外來原因，具有猝然性、突發性及不可預期

性，與疾病是發自內部，經過逐漸的醞釀過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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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產保險包括火災保險、海上保險、責任保險等； 

1.火災保險：係指因為火災所致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除契約另有訂定外，負賠償之責

的保險(保險法70條)。 

2.海上保險：是指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除契約另有規定外，因海上一切事故及災害所

生之毀損滅失及費用（保險法第83 條）。 

3.責任保險：是指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損害賠償之請

求時，負損害賠償之責的保險（保險法第90 條）。 

 

陸、保險法上位概念： 

 

一、誠信原則： 

（一）保險契約賭博化之防止： 

1.要求保險利益存在（17） 

2.故意行為免責之約定（29） 

3.禁止意圖不當得利之複保險（37） 

4.禁止不法立德為目的之超額保險（76） 

（二）雙方當事人地位平等之確保： 

1.告知義務之履行（64） 

2.通知義務之履行（59） 

3.有利於被保險人之契約條款變更（54 一項） 

4.條款疑義利益歸被保險人（54 二項） 

5.內容控制原則（54-1） 

 

二、 大善意原則 

（一）告知義務制度（64） 

（二）特約條款（66 以下） 

 

三、不當得利禁止原則（損失填補原則）：37、53、76 

 

四、對價平衡原則：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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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練習】： 

（ D ） 甲向乙人壽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丙洽商並決定為其妻丁簽立一份定期死亡保險契

約，依照此一法律關係，甲是： 保險人 被保險人 保險代理人 要保

人。 

（ D ） 在上題中，丙是： 保險人 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輔助人。 

（ A ） 以下何者不是保險輔助人： 保險公司 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理人 保險

公證人。 

（ A ） 以下何者是保險費之交付義務人： 要保人 保險人 保險代理人 受益

人。 

（ A ） 保險人在保險期間所負責任之 高額度稱為： 保險金額 保險費率  高

責任保險 保險準備責任。 

（ B ） 下列何者非人身保險？ 人壽保險 責任保險 年金保險 傷害保險。 

（ A ）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為下列何者？ 被保險人 

受益人 要保人 繼承人。 

（ D ） 為保險業、保險經紀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為下列何者？ 

保險經紀人 保險負責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業務員。 

（ C ） 保險法所稱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行政院中央銀行 行政院經濟部商業

司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行政院內政部保險司。 

（ D ） 下列何者屬保險法上位概念？ 誠信原則  大善意原則 損失填補原則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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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險利益 
壹、目的：避免保險淪為賭博行為。 

 

貳、意義： 

（一）江師： 

被保險人對關係連結對象所具有之經濟上利害關係。 

1.損害保險：被保險人對某特定客體（如所有權、抵押權）之價值關係。 

2.人身保險：被保險人對自己生命身體健康或醫療費用之利害關係。 

3.保險利益＝保險標的 

（二）林師： 

1.保險契約當事人對於保險標的所具有之特定利害關係，因標的之存在而獲有利

益，因標的之毀損而遭受損害。 

2.保險利益≠保險標的（保險事故發生之客體或對象） 

 

參、法律規定： 

（一）保險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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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產保險： 

1.保險法第 14 條：「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利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而

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險利益。」 

2.保險法第 15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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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險利益。」 

3.保險法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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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身保險： 

保險法第 16 條：「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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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保險法相關規定已明確區分「保險利益」與「保險標的」為不同觀念。 

 

肆、保險利益之功能： 

（一）避免賭博行為。 

（二）禁止不當得利而引起之道德危險。 

（三）限制賠償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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