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法與民法
保險法與民法導讀
法與民法導讀地圖
導讀地圖（稿）
地圖（稿）（爲什麽還
（爲什麽還要讀民法？
要讀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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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裏要用到很多民法的概念，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讓讀者能夠瞭解：爲什麽讀了保險法
之後還要再讀民法，如何用一些簡單的民法概念解讀保險法？以及保險法如何成爲民法的
特別法。因此，這篇小文
這篇小文不是
這篇小文不是讓大家背誦準備考試用的，而
不是讓大家背誦準備考試用的，而只
讓大家背誦準備考試用的，而只是讓讀者瞭解民法與保險法
之間的一些體系與脈絡，
之間的一些體系與脈絡，以便較容易地準備考試而已。
以便較容易地準備考試而已。

2

根據保險法第 54 的規定，解釋保險契約，先要探求當事人的真意，如有疑義，要做有利於
被保險人的解釋。民法第 98 條也有探求當事人真意的原則，但並沒有說當契約内容有疑義
的時候，要對當中一方當事人做有利解釋的規定，因爲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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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是一種契約關係。契約是一種法律行爲，法律行爲的成立要件
成立要件是要有當事人
有當事人，標的
成立要件
有當事人 標的，
標的
與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而法律行爲的生效要件
生效要件是當事人要有行爲能力
意思表示
生效要件 當事人要有行爲能力，標的要適當
當事人要有行爲能力 標的要適當（合法，可能，
標的要適當
確定），意思表示要健全
意思表示要健全（沒有意思表示不一致或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
。如果對應到保
意思表示要健全
險契約的觀念中，則有效的保險契約應包含（1）保險人與要保人要有行爲能力，
（2）保險
標的（財產或責任）要適當，以及（3）保險人或要保人沒有受詐欺或被脅迫（含告知不實
等）
。因此，我們可以分別從（1）人，
（2）標的與（3）契約如何成立與生效的角度來觀察。
3.1

契約是一種雙方行爲，因此，需要當事人雙方經過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一致之後才
成立。單獨行爲則是一種單方行爲，只要經過一方片面的意思表示，就立即成立生效。
譬如說，撤銷，解除，終止，承認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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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保險法的體系之下，保險契約的當事人
當事人是保險人與要保人。另外，被保險人與受益
當事人
人是保險契約的關係人
關係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與保險公證人則是保險輔助人
輔助人。要保人
關係人
輔助人
可以同時爲被保險人與受益人，而在實務上被保險人也同時是要保人，因此，我個人覺得
在產險裏不斷討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誰應該具有保險利益並不是太有意義的事。
4.1

人有自然人
自然人與法人
自然人 法人之分。但不論自然人（一般有生命的人）或法人（法律上虛擬成立
法人
的人），都會有權利能力，行爲能力與侵權行爲能力。
4.1.1 權利能力是一種享受權利與負擔義務的“資格“，用來決定一個人是否能夠成爲權
權利能力
利與義務的主體，是隨著自然人的出生與死亡，或法人的成立與解散清算完畢
而存在的。自然人有真實的死亡，因此需要因爲自然人失蹤
失蹤過久的問題，設立“
“死
失蹤
亡宣告”
亡宣告”制度，但法人沒有真實的死亡，因此就沒有設立死亡宣告制度。
失蹤““爲基礎，在經過特定的失蹤期間之後，自然
4.1.1.1 死亡宣告是以自然人的““失蹤
人被宣告死亡，但此時該自然人僅是在法律上死亡，以便解決親屬的問題
（如他方男可再娶，女可再嫁）和繼承的問題（失蹤人的財產因繼承開始
而可以進行處理）
，而在死亡宣告存續期間，該自然人僅是被””推定“
推定“爲死
亡，而不是真正死亡。因此，如果哪一天發現該失蹤人仍然在世的話，也
可以有撤銷死亡宣告。
4.1.1.1.1 如果法律規定為““推定”
推定”，則可以舉反證推翻。
4.1.1.1.2 如果法律規定為““視爲”
視爲”，則不可以舉反證推翻。
4.1.1.1.3 “視同“
視同“與“視爲”為不同的概念，大意為“比照處理”的意思，如保險法
第 70 條，救護保險標的物所產生的損失，視同承保危險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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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
4.1.2 行爲能力是一個人是否能獨立依自己的意思，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的資格。換
行爲能力
句話說，是用來決定一個人所做的法律行爲是否能獨立發生效力，不需要再經
過他人事前允許或事後承認的衡量標準，則是和人是否能獨立表達意思有關。
4.1.2.1 在自然人方面，會因爲年齡（可區分為無行爲能力
無行爲能力，限制行爲能力
無行爲能力 限制行爲能力與完全
限制行爲能力 完全
行爲能力）
行爲能力 ，婚姻狀況（可區分為限制行爲能力與完全行爲能力）和精神
狀況（可區分為““監護”
監護”與““輔助”
輔助”，以及完全行爲能力）的不同而有別。因
此，基於對無行爲能力人和限制行爲能力人的保護，要設立法定代理人（代
爲和代受意思表示）的制度，而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人，則設
立“監護”與“輔助”制度(從前則合稱爲“禁治產宣告“制度)。受監護的人情況
比較嚴重，是無行爲能力人，而受“輔助”的人情況相對之下比較沒有那麽
嚴重，因此僅是約略等於限制行爲能力人（不完全等於限制行爲能力人）
。
4.1.2.1.1 無行爲能力人所做的單獨行為與契約行爲都爲無效，需要有法定代
理人代為
代為或代受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或受監護
代為 代受意思表示。譬如說，7
代受
宣告的人，雖然有權利能力（可以成爲被保險人）
，但無行爲能力，
無法自行向保險公司洽訂保險契約或行使終止保險契約的權利（終
止權為形成權
形成權，是單獨行爲，撤銷或解除也是形成權）
。
形成權
4.1.2.1.2 限制行爲能力做的單獨行爲無效，契約行爲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事前
事前
允許或事後同意
歲到 20 歲之間的人，或受輔助宣告的
允許 事後同意。因此，7
事後同意
限制行爲能力人，如果要向保險公司投保的話，要得到法定代理人
事前允許或事後同意。但他們自行向保險公司終止契約（單獨行爲）
的行爲還是無效的。
4.1.2.1.3 限制行爲能力人所做的契約行爲在下列情形還是例外有效的：得到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處理財產（賣出二手衣服）
；得到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經營事業（開冰店）
；純獲法律上的利益（有人送禮）
；依其年
齡為生活上所必須的（買麵包）
；利用詐術使人相信其為有行爲能
力人。。
4.1.2.2 法人沒有年齡，婚姻，與精神狀態的問題，但也無法獨立表達意思，因此，
董事爲法人的””機關
機關““，代爲或代受意思表示。
就以法人的董事
董事
4.1.3 侵權行爲能力（在法條上的正式名稱為“
“識別能力“
侵權行爲能力
識別能力“，又稱”意識能力“或””責任能力
“。）是一個人是否能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資格。換句話說，行爲人所做的錯
誤行爲是否可以自己單獨承擔責任，或需要由他人共同負責，或由他人獨立負
責。
4.1.3.1 自然人的侵權行爲能力和精神狀態有關，有意識能力（知不知道自己在做
什麽）就有侵權行爲能力。但爲了保護受侵害的第三人，無行爲能力人或
限制行爲能力人的侵權行爲，其法定代理人要負獨立責任（行爲人行爲時
無意識能力）或連帶賠償責任
連帶賠償責任（行爲人行爲時有意識能力）
。
連帶賠償責任
4.1.3.1.1 連帶賠償責任時，債權人可以同時或先後，向債務人中一人或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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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全部或一步的債權（民 273）
。
4.1.3.2 法人的行爲都由其“機關“代爲，法人本身沒有意識能力的問題，因此，法
人的侵權行爲就由執行職務的董事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的人
董事 其他有代表權的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其他有代表權的人
（法人和自然人都要一起負責）
。然而，法人對其受雇人
受雇人在執行職務的侵
受雇人
權行爲負連帶賠償責任是另外一個主題（民 188 雇用人侵權行爲）
，並不
是法人“本身“侵權行爲責任的問題。
4.1.3.3 與責任能力有關的故意與過失相關討論合倂在侵權行爲部分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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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物保險裏，保險契約的標的不外乎財產
財產和責任
。
財產 責任（在傷害保險與健康保險則是人）
責任
5.1

財產保險會涉及物的問題（稱爲保險標的物
保險標的物）
動產（不動產以外的
保險標的物 ，而物在民法則爲動產
動產
物）與不動產
不動產（土地及其定着物，以及未分離的出產物）
，以及所延伸出來的所有權
所有權，
所有權
抵押權，質權等。
抵押權
5.1.1 只要是財產，就會有“價值”的問題。物如果和保險有關，則就產生不定值保險與
定值保險的問題。
5.1.1.1 在不定值保險
不定值保險，保險標的物投保時與損失發生時的價值不見得相同，就理
不定值保險
賠來説，真正重要的是保險標的物在損失發生時的實際價值
實際價值（重置成本扣
實際價值
除折舊）
，這是計算理賠的標準。
5.1.1.2 在定值保險
定值保險，保險標的物的價值經過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之後，在投保
定值保險
時與損失發生時的價值是一樣的，因此，定值保險帶有“約定”與“固定”的
意思。經過約定的金額，稱爲““保險標的物約定價值”
保險標的物約定價值”，這也是理賠的計算
標準。
5.1.2 保險金額在火災保險是保險期間内保險人賠償的上限，在海上保險則是保險期
保險金額
間内“每次事故”保險人賠償的上限。保險標的物約定價值與保險金額兩者都是保
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約定的價值，但意義是不一樣的。
5.1.3 以保險金額和保險標的物的價值
保險標的物的價值（在不定值保險，爲保險標的物在事故發生時
保險標的物的價值
的實際價值，即重置成本扣除折舊；在定值保險，則爲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
所約定的價值）相比較，則會產生不足額保險
不足額保險，足額保險
不足額保險 足額保險與超額保險
足額保險 超額保險。
超額保險
5.1.4 損失分爲全部損失與部分損失
部分損失，全部損失
實質全損與推定全損
部分損失 全部損失又分爲實質全損
全部損失
實質全損 推定全損，但這只
推定全損
是實務上的稱法，保險法並沒有這樣的正式名詞。

5.2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責任““的問題（責任就不能稱爲““保險標的物
保險標的物””，而
責任保險會涉及所謂““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
只能稱爲””保險標的“
，包括損害賠償責任
損害賠償責任的來源
範圍與損害賠償的方
方
保險標的“）
損害賠償責任 來源，損害賠償的範圍
來源
範圍
法，以及損害賠償的抗辯
抗辯。
抗辯
5.2.1 責任的來源
來源有（1）“侵權行爲“或”（2）契約“而來，這是一種兩分法。因履行契
來源
約而承擔的責任，稱爲””契約責任“
，而
契約責任“（被保險人因契約或協議所承擔的責任）
因爲保險人無法得知被保險人與他人所訂契約的内容（除非該契約成爲保險契
約的附件）因此契約責任通常是責任保險單聲明不承保的項目。因侵權行爲而
來的責任，則再分爲民法規定的侵權行爲
民法規定的侵權行爲責任
民法規定的侵權行爲責任與特別法規定的侵權行爲
責任 特別法規定的侵權行爲責任
特別法規定的侵權行爲責任，
責任
特別法（如消費者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公路法，鐵路法，大衆捷運發，醫療
法律的特別規定““。因此，另外一種責任來
法等）所規定的侵權行爲又可稱爲為””法律的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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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三分法是（1）民法的侵權行爲，
（2）契約，以及（3）法律的特別規定（特
別法的侵權行爲）
。保險法第 90 條所說的“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指的是這邊所說
的“責任來源”，而不是保險法裏的相關規定。而在“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的概念中，
最重要的就是侵權行爲責任，含民法的侵權行爲責任與特別法的侵權行爲責任
（即法律的特別規定）
。
5.2.1.1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法律關係，由保險單條款與保險法（保 90 條至
94 條）規範，再由民法予以補充，稱爲““保險責任”
第三人（保
保險責任”。被保險人與第三人
險人與被保險人以外的人）之間的法律關係，就是剛才所提到的“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由民法與特別法規範，稱爲““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保險責任與法律責
任是不同的概念
5.2.1.2 民法規定的侵權行爲原則上以故意
故意或過失
（一般侵權行爲
一般侵權行爲責任
故意 過失爲成立要件
過失
一般侵權行爲責任，
責任
民 184 第一項，由被害人舉證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
，但爲了保護受害人，
則設有““推定過失“
推定過失“制度（又稱爲””舉證責任的轉換“或”
舉證責任的轉換 ”舉證責任的倒置“
舉證責任的倒置“，請
參考民 184 第二項）
，意思是只要有損害，先推定行爲人有過失，要負賠
償責任，然後再由行爲人來證明自己沒有過失，以求免負賠償責任。民法
並沒有對故意和過失下定義，因此目前通用的解釋都是採用刑法的概念。
5.2.1.3 如果數人都有故意或過失，則可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爲
共同侵權行爲（民
185）
，由共同
共同侵權行爲
侵權行爲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連帶賠償責任。數人因個別的過失而侵害到同一個人的權利，
連帶賠償責任
可以成立““過失共同侵權行爲”
過失共同侵權行爲”，換句話説，幾個侵權行爲人之間不需要有
“犯意聯絡“。原先在刑法裏，有”犯意聯絡“與”行爲分擔“兩個概念，但民法
的過失共同侵權行爲沒有”犯意聯絡“的要求，只有“行爲的分擔”一個概
念。
5.2.1.4 推定過失也是過失的一種。法律所規定的一般過失責任是被害人要證明加
推定過失
害人（行爲人）有過失，才能請求損害賠償，但這樣的規定不利於被害人，
因此，在某些比較特殊的情況之下，法律改爲規定只要被害人有損害發生，
所受損害與加害人的行爲有因果關係，就“推定”加害人有過失（“推定“是
可以舉反證推翻的），而要求其需要負賠償責任，但允許加害人可以證明
自己沒有過失，而免負賠償責任。這種“推定”加害人有過失的制度對被害
人比較有利，被稱爲“推定過失責任”，這兩種制度不同的地方在誰應該負
舉證制度，因此也稱爲舉證責任的轉換或舉證責任的倒置。
5.2.1.4.1 特別要一提的是，推定是可以舉反證推翻的，而“視爲”則是不可以
舉反證推翻的。但保險法裏的“視同”又不等於民法裏的“視爲”，而
視同則是“比照處理”的意思。
特殊侵權行爲””（民 186 至 191 之 3，不是特別法所規定
5.2.1.4.2 民法中的““特殊侵權行爲
的侵權行爲）非常重要，必須要熟記。其中法定代理人的侵權行爲
（民 187）
，雇主之侵權行爲（民 188）
，動物占有人之侵權行爲（民
190）
， 工作物所有人之侵權行爲（民 191）
，商品製造人之侵權行
爲（民 191-1）
，動力車輛駕駛人之侵權行爲（民 191-2）
，危險製
4

造人之侵權行爲（民 191-3）都是以推定過失
推定過失為基礎。除此之外，
推定過失
特殊的侵權行爲還有公務員之侵權行爲（民 186，公務員就“故意“行
爲負責賠償責任，而把“過失”行爲留交國家損害賠償法另行規定）
以及定作人之侵權行爲（民 189，定作人原則上不負賠償責任，除
非指示有過失）
，但這兩者都不是以推定過失為基礎。
5.2.1.4.3 民法也有少數規定非以過失責任爲基礎。譬如說，受雇人在執行職
務的時候發生意外事故，如果自己“完全沒有”過失，則雇主要負賠
償責任（但此時雇主也沒有過失）（民 487-1）
。
5.2.1.5 特別法規定
特別法規定的侵權行爲
規定的侵權行爲（法律的特別規定）
的侵權行爲（法律的特別規定）大多以無過失爲基礎，即使行
（法律的特別規定）
爲人沒有故意，沒有過失，也要負賠償責任（如消費者保護法，勞動基準
法）
。醫療法則是特別法中的例外，醫師之賠償責任以故意或過失爲要件，
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無過失原則。。
5.2.1.6 一般過失責任
，才能請求
一般過失責任是被害人要證明加害人有過失（故意更不用説）
過失責任
損害賠償，推定過失責任
推定過失責任是加害人要證明自己沒有過失，才能免除賠償責
推定過失責任
任，而無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是即使行爲人證明自己沒有過失，還是要負賠償責任，
無過失責任
但或許可以少賠一點。三者的區別在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
5.2.1.7 責任能力的相關規定分爲故意與過失兩部分，因民法裏沒有定義，因此都
是使用刑法的定義：
5.2.1.7.1 故意：再分爲故意
故意（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與未必故意
未必故意（雖非有意
故意
未必故意
使其發生，但發生亦不違反其本意）
。·
5.2.1.7.2 過失：分爲重大過失
重大過失（以一般人的注意能力爲比較的標準）與輕過
重大過失
失。輕過失再分爲抽象輕過失
抽象輕過失（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能力爲比較的
抽象輕過失
標準）以與具體輕過失
具體輕過失（以行爲人的注意能力爲比較的標準）
。
具體輕過失
5.2.1.7.3 詳言之，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是爲故意。雖非有意使其發生，
但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為“未必故意“。應注意，能注意，而
未注意，是爲過失。“未注意“是產生損害的後果，”應注意“是說行
爲人在法律上是否有注意的義務（如果沒有注意的義務就沒有過失
可言）
，而”能注意“與否，則是由行爲人的注意能力決定行爲人是否
要負賠償責任。過失分爲重大過失與輕過失。重大過失是以“一般
人”的能力做爲標準，如果行爲人連一般人的注意程度都達不到的
話，則爲重大過失。重大過失以外則爲輕過失。具體輕過失是以行
爲人自己的能力為標準，如果行爲人連“自己”個人能力所及，應注
意到的義務都沒注意到的話，就構成具體輕過失。通常適用於無償
行爲（因爲不能要求行爲人那麽多）
。抽象輕過失則是以善良管理
人或審慎合理人員的標準做衡量，如果不能達到標準的話，就是抽
象輕過失。通常適用於有償行爲。
5.2.2 所謂的“依法應負賠償責任“，除了責任的來源之外，還包括損害賠償的範圍
範圍與損
範圍
害賠償的方法
方法。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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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損害賠償的範圍
範圍可以分爲體傷/死亡與財物損失。
範圍
5.2.2.1.1 體傷：醫藥費，不能工作的損失（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
，增加的
體傷
生活費用，以及對受害人的精神上損害賠償。
5.2.2.1.2 死亡：醫藥費，增加的生活費用，法定扶養義務，死者父母，子女，
死亡
與配偶的精神上損害賠償（請注意，不包括兄弟姐妹）。
5.2.2.1.3 財損：標的物受損前與受損後的價差
價差(民
196)，所受損害
所受損害與所失利
財損
價差
所受損害 所失利
益（民 216）
。這兩種方法在實務上都在運用。
5.2.2.2 損害賠償的方法
方法則有：回復
回復原狀
方法
回復原狀與金錢賠償
原狀 金錢賠償。從前民法的規定是以回復原
金錢賠償
狀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外，但現在民法修訂之後，變成債權人（受害人，
請求損害賠償的人）有權選擇：可以請求回復原狀，也可以請求金錢上的
損害賠償。
5.2.3 損害賠償的抗辯
抗辯則有：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折舊（回復原狀）
，被害人與有過失
與有過失（同時也
抗辯
因果關係 折舊（回復原狀）
與有過失
有過失）
，損益相抵
損益相抵。
損益相抵
5.2.3.1 因果關係在討論受害人的損害與行爲人行爲人的行爲之間是否有一定的
因果關係
關聯，沒有關聯就沒有損害賠償責任。
5.2.3.2 回復原狀指的是要回復到損失發生前瞬間的狀態，因此，如果受損標的物
回復原狀
是舊品的話，就可以扣除折舊。
5.2.3.3 與有過失也稱爲過失相抵
過失相抵，
與有過失
過失相抵 説的是如果受害人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的話，
損失也要按照比例扣減。但這是民法的概念，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沒有
過失相抵的概念可言，保險人不能因被保險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失而主張
減少賠償。
5.2.3.4 損益相抵是說，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在受到損失的時候同時也得到利益，
損益相抵
則所受的“益“要從”損“中扣除。譬如說，物品受損是“損”，但得到殘值是“益”，
因此加害人的賠償範圍需要由“損”中扣除“益“。
5.2.3.5
5.3

除了契約與侵權行爲之外，無因管理
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不當得利
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保 65 第
一款所指的就是不當得利）也是比較重要的概念，都是屬於““債之發生”
債之發生”的原因。
5.3.1 無因管理在保險中適用的機會不多。
5.3.2 依照保險法第 64 條與第 65 條第三款的規定，如果保險人先依保險法第 64 條的
規定，對告知不實的要保人解除契約之後，則契約回復到未訂約前的狀態，此
時在同一保險期間之内先前已經給付的賠款就變成“不當得利“（沒有保險契約，
，要負返還的責任。
卻得到賠款，即” 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
因此，保險人必須按保險法第 65 條第一款的規定，在保險人知道被保險人告知
不實之後二年的期限之内，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5.4

要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
保險標的之間要具有保險利益
保險利益的關係。分爲：
保險標的
保險利益
5.4.1 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保 14）
：現有利益（財產）與因現有利益而生的期待利益
（營業中斷）的概念，與損害賠償裏面所講的“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概念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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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因財產”所受損害“而產生的”所失利益“就是營業中斷。
5.4.2 責任保險的保險利益（保 15，保 90）：應該以保險法第 90 條所說的“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爲準，而不是只限貨物運送人與保管人的責任。
5.4.3 人身的保險利益（保 16）
5.4.4 有效契約的保險利益（保 20）

：請注意，這是有效契約所產生的利益，而不

是責任而產生的保險利益。因責任而產生的保險利益要歸類到責任保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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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是個契約，要訂立契約的話，就要有要約
要約與承諾
意思表示來達
要約 承諾。要約與承諾都要透過意思表示
承諾
意思表示
成，當雙方就重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的時候，契約就成立。由於保險法沒有就契約和意思
表示再重新規定，因此此時需要引用民法的概念。
6.1

契約的成立，除了要約與承諾，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成立之外，還有交
交
錯要約（雙方都要約，但要約的内容正好是希望對方承諾的内容）和意思實現
意思實現（雖然
錯要約
意思實現
沒有以口頭或書面承諾，但以“行動”表示了承諾的意思，民 161）。但此兩者在保險
裏都應該不存在。
6.1.1 保險是由要保人要約，保險人承諾的方式達成（保 44）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保險人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爲承諾者，視爲拒絕原要約而爲
新要約（民 160）
，因此，如果核保人員如果變更要保人的投保條件而為承諾者，
則變成新要約，需要得到要保人的承諾之後契約才算成立。
6.1.2 另外，保險雖然沒有“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視爲要約”的問題，但基於“價目表
之寄送，不視爲要約”（民 154 第二項）與保險法第 44 條的規定，報價單只能
算是學説上的““要約之引誘”
要約之引誘”，而不是要約，因此，要保人如果針對保險人所提出
的報價單送出要保書的話，此時要保人還是進行要約的程序，而不是徑行承諾。

6.2

要約與承諾都是要用““意思表示”
對話的意思表示（口頭
意思表示”的方法來達成。意思表示分爲對話的意思表示
對話的意思表示
的）與非對話的意思表示
非對話的意思表示（書面的）
。對話的意思表示採取““了解主義
非對話的意思表示
了解主義”
主義”，以意思表示
被相對人“了解”的時候發生效力（民 94）
。而非對話的意思表示，則採取““到達主義”
到達主義”，
以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的時候發生效力（民 95）
。另外，契約的撤銷
撤銷（民
116）
，解
解
撤銷
除（民 258）
，或終止
終止也要用意思表示的方式表達，如解除保險契約，也要在解除的
終止
意思表示到達被保險人的時候才發生效力。除此之外，法律行爲的承認
承認（民
116），
承認
同意或拒絕（民
117）
，也都要用意思表示的方法爲之。
同意

6.3

然而，在民法裏會影響到意思表示效力的情形有：
6.3.1 意思表示不一致：包括真意保留
真意保留（法律效果原則上為有效）
，與通謀而爲虛僞的
通謀而爲虛僞的
意思表示不一致
真意保留
意思表示（效果爲法律行爲無效）
。無效的法律行爲
無效的法律行爲爲當然無效，自始無效與絕
意思表
無效的法律行爲
對無效。
6.3.2 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被詐欺
被詐欺與被脅迫
意思表示不自由
被詐欺 被脅迫。如果當事人之一方是被詐欺或被脅迫
被脅迫
而訂立契約，則產生““撤銷權“
撤銷權“（原則上有一年的除斥期間）。按照民法的規定，
法律行爲經過撤銷之後，視為”無效“（民 114）
，因此溯及既往不生效力。和撤
銷權有相同法律效果的是““解除權”
解除權”。與民法被詐欺（民 92）有關的是保險法因
違反告知義務而發生的解除權（保 64）
。如果保險人錯過保險法第 64 條所規定
得解除契約一個月除斥期間，按照目前法院的見解，是不能按再行使按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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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條所規定的一年撤銷權。
（後詳）
6.3.2.1 保險是個比較特殊的契約，尤其特別重視誠信原則，因此契約成立前有告
告
知説明義務，而契約成立之後就有通知義務
通知義務（危險變更之通知
知説明義務
通知義務 危險變更之通知與出險通
危險變更之通知 出險通
知）
。
6.3.2.1.1 被保險人違反告知
告知説明義務者，保險人有解除權
解除權。違反告知義務的
告知
解除權
法律效果是保險人要在一個月内（保險人得知）或兩年内（訂立契
約之後）的除斥期間
除斥期間内解除保險契約（保
64），如果不解除的話，
除斥期間
就會喪失解除權。保險人解除保險契約之後，如果曾經給付過賠款，
則可以按照保 65 第一款的規定，在 2 年的期間内，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契約解除之後，回復至未訂約前之狀態，因此已經給付的賠
款便成爲不當得利）
。這是保險法的特別規定，而不是民法的 15 年
（民 125）
6.3.2.1.2 契約成立時危險已經發生（已經出險）或已經消滅（已經確定不出
險）者，保險契約無效，但如果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契約事都不知道
的，則仍然有效（保 51）。
6.3.2.1.3 被保險人違反危險變更通知
通知義務，或出險通知
通知義務者，保險人有損
通知
通知
害賠償請求權，但沒有拒賠權。
（保 58，59，63）
，但在特殊的情
況之下（違反保 59 第二項），保險人有解除權（保 56）。
6.3.2.1.4 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除了要通知保險人之外，還要如未投保
一般，進行損害防阻義務（保 33）
，保險人於損失之外，另行給付
損害防阻費用，損失與損害防阻費用合計隨超過保險金額，保險人
損害防阻費用
仍應全額支付。這也是誠信原則的一種體現。
6.4

保險契約成立之後有幾個不同的法律效果，在此一倂説明：
6.4.1 無效：而在保險法裏的相關規定爲顯失公平的條款無效（保
54-1）
，意圖不當得
無效
利而爲之複保險無效（保 35）
，契約成立時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無效（保 51）。
6.4.2 撤銷：保險法在產險的相關條文裏沒有撤銷的規定。
撤銷
6.4.3 解除：被保險人對於應通知之事項而未通知(保 56)，違反告知説明義務（保 64）
，
被保險人違反特約條款（保 68）
，因詐欺而訂立超額複保險
超額複保險（保
76）
，他方有解
超額複保險
除權。契約經過解除之後，溯及既往不生效力。
6.4.3.1 解除權是形成權
形成權，因此行使解除權的期間是除斥期間
除斥期間。而基於保險契約而
形成權
除斥期間
產生的請求權（保 65）
，其行使期間則是適用消滅時效
消滅時效的規定。除斥期間
消滅時效
經過之後，權利人的權利消滅（歸於零），而時效完成的效果是他方取得
抗辯權，得拒絕給付（民
144）。消滅時效有時效中斷
時效中斷與時效不完成
抗辯權
時效中斷 時效不完成的問
時效不完成
題，而除斥期間則沒有這兩個問題。在時效中斷中，特別要注意時效會因
爲起訴
起訴，請求
129），中斷的法律效果是時效要重新起
重新起
起訴 請求與承認
請求 承認而中斷（民
承認
算（民 137）
，但法律裏還有視爲不中斷的事由（請求之後六個月不起訴，
則視爲不中斷）
，時效繼續進行。
6.4.3.1.1 無論是除斥期間或消滅時效，都產生計算期間的問題，因此要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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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期日期間
期日期間相關的規定，基本上連續期間的計算原則是“
“始日不算
期日期間
入“（民 120）
。而終期的計算方法為“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
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民 121）至於不連續期間，
則只好逐日扳指頭計算了。
6.4.4 終止：契約經過終止之後，往後不生效力。未終止前之部分，則爲有效。如保
終止
險標的物受部分損失，但被保險人不同意保險人增加保險費（保 60）
，保險標的
物因非承保事故而遭受全損（保 81）
，則保險契約都終止。
6.4.5 失其效力：
失其效力：失其效力就是自動終止的意。民法沒有這個概念，保險法才有這個
名詞：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失去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保 17）
6.5

契約分爲要式契約
要式契約與不要式契約
要式契約 不要式契約。要式契約與不要式契約的區別在於契約的“成立”是
不要式契約
否以做成書面或進行一定的儀式為前提要件。一般契約是以不要式契約為原則，要式
契約為例外。目前的主流説法認爲保險契約是不要式契約（要約與承諾之後，契約就
成立，和保險單是否已出並沒有關係）
。
6.5.1 不要式契約是雙方當事人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一致之後，契約就成立，不需
要做成書面，或通過一定的儀式，因此，是否出保險單並不會影響到保險單的
效力。
6.5.2 要式契約是當事人除經過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一致之外，還要再做成書面，
或進行一定儀式之後，契約才能算成立。從前就認爲要出了保險單之後，契約
才成立。

6.6

契約還有要物
要物契約
要物契約與不要物契約
契約 不要物契約之分。要物契約與不要物契約的區別在於契約的“成
不要物契約
立”是否以交付標的物為前提要件。一般的契約以不要物為原則，要物契約為例外。
6.6.1 契約當事人經過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一致，不需要交付標的物，契約就成立
的，稱爲不要物契約。不要物契約也稱爲“諾成契約”，而諾成契約常也與不要式
契約混用，但實際上這是不同的概念。
6.6.2 契約除經過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一致之外，還要交付標的物（如贈與）之後，
契約才成立，這是要物契約。
6.6.3 保險訂立之後，會有對價的關係，在保險裏就會有保險費
保險費的問題。保險費不是
保險費
保險契約的成立要件（不是交付保險費之後，保險契約才成立）
，而是生效要件
（交付保險費之後，保險契約才生效）
。因此，保險費和是不是要物契約並沒有
關係。臺灣的““收費出單”
收費出單”概念，并不是說保費收了之後契約才成立，而是說保費
收了之後契約才生效，因此我們不能説收費出單制度是“要物契約”。

6.7

保險費的交付和賠款的交付也會用到民法很多概念。
6.7.1 和保險費有關的問題是給付遲延
給付遲延。要保人遲延給付保險費，對保險契約效力是
給付遲延
否有影響，值得討論。除非保險契約裏有特別的規定（如“遲延交付特約條款”，
或用停止條件或解除條件），否則要適用民法裏““催告”
催告”與““解除契約”
解除契約”的規定（民
229，254，259）
。因此，最好是在保險單上寫明不交保險費的法律效果，如用
停止條件：保險契約在交付保險費之後才發生效力；或解除條件
解除條件：如果不在約
停止條件
解除條件
定期間之内交付保險費，保險契約自動溯及起保日失效。保險人在設計保險費
9

收據和條款的時候，可以應用停止條件與解除條件的概念。
6.7.2 如果由他人代繳保險費，則稱爲第三人清償
第三人清償/
311/312）
。如果用水
第三人清償/代位清償（民
代位清償
果抵交保險費，則稱爲代物清償
代物清償（民
319）
。如果用支票代替現金繳交保險費，
代物清償
則稱爲新債清償
新債清償或間接給付
。
新債清償或間接給付（但如果支票不兌現，保險費還不算交付，民 320）
6.7.3 然而，保險人賠款談妥之後，遲延給付保險賠款，則會有懲罰性遲延利息
懲罰性遲延利息（10%）
的問題（保 34）
；而在處理賠案期間（尚未談妥之前）保險人也有遲延責任的問
題（保 78）。理論上此時的遲延利息要用 5%計算（民 203）
，但實務上法官也
有用 10%計算的。
6.7.4 契約是債的一種，除了因要約承諾訂立契約爲債之發生
債之發生之外，還有債之
債之移轉
債之發生
債之移轉（保
移轉
險人以優惠賠款換取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求償的權利，稱爲債權讓與
債權讓與，自願替他
債權讓與
人繳交保險費，則爲債務承擔
債務承擔）與債之消滅
債之消滅（要保人繳清保險費，保險人付清
債務承擔
債之消滅
賠款，稱爲清償
清償，保險費與賠款互抵，稱爲
抵銷；受害人放棄對加害人的求償，
清償
抵銷
稱爲免除
免除；債權人受領遲延或拒絕受領，則可以安排將應給付之債提存
提存到法院
免除
提存
的提存所，另外，混同
混同也是債之消滅的原因，意思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同歸一人，
混同
如父親是債權人，兒子是債務人，父親過失，兒子繼承父親對自己的債權）。
6.8

保險契約的内容規範著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可分爲基本條款
基本條款
（適用於所有被保險人的共同條款）與特約條款
特約條款（僅對於特定被保險人課以特別義務
的特別條款。一切事項，不限重要事項，都可以約定為特約條款。過去，現在或未來
的事項都可以約定為特約條款。違反的效果為解除契約，使契約溯及既往不生效力。）
。
違反特約條款的法律效果是保險人要在一個月内（從保險人得知之後起算）或兩年内
（訂立契約之後）的除斥期間内解除保險契約。這是保險法第 68 條準用
準用保險法第
64
準用
條的法律效果。但法律並沒有規定要準用保險法第 25 條的規定（被保險人違反告知
説明義務，保險人解除契約之後，保險費不退還）
，因此，保險費要退還。
6.8.1 和特約條款有關聯的觀念爲條件
條件（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不確定事實之成否，決定
條件
其法律行為效力之一種法律行為附款）
。理論上，特約條件的概念偏向於條件的
一種。

7

保險契約不見得要由自己訂立，也可以由他人代訂，這就需要代理
代理制度。
代理
7.1

請他人代訂契約的人爲本人
本人，代他人訂約的人爲代理人
代理人，與本人訂約的人則爲相對人
相對人
本人
代理人
（第三人）。

7.2

代理人不是契約的當事人，“本人“與“相對人”才是契約的當事人。代理最重要的觀念
是法律效果是直接發生在本人與相對人之間。這裏的本人和第相對人指的是保險人與
要保人。

7.3

在一般的觀念裏，保險代理人是保險人的代理人（因爲有代理契約或授權書）
，保險
經紀人是要保人的代理人（但法院是用行紀的概念）
，但公證人不是保險人的代理人。
法院也認爲保險業務員是保險公司的“使用人”（民 224），而不是代理人。

7.4

表見代理和狹義的無權代理
無權代理（廣義）的一部分，表見代理
表見代理則是在外在行
表見代理 狹義的無權代理都是無權代理
狹義的無權代理
無權代理
表見代理
爲上會使人誤會他有代理權，但實際上該人並沒有代理權；或有人宣稱自己有代理權，
狹義的無權代理
無權代理是真的沒有代理權，同時也沒有可以使
但本人實際上並沒有授權。但狹義的
狹義的
無權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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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能夠誤會有代理權的外在行爲。
8

如果要保人（被保險人）訂立好幾個保險契約的話，則形成複保險（保 35）
，類似的學術名
詞還有其他保險，保險競合。
8.1

善意的複保險，以“保險金額比例分攤制”爲計算標準。
（保 38）
善意的複保險，

8.2

非善意的複保險（惡意的複保險），無效。但無效的範圍如何，司法實務上有不同的
見解。

8.3

在民法裏講的善意
善意與否，是以“是否知情”為標準，如常見的“善意第三人”；而保險法
善意
裏所説的善意，則是以是否有通知複保險或是否因爲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做爲認
定標準。

9

如果保險人爲了分散自己的風險而買保險的話，則爲再保險
再保險（保
40）
。再保險
再保險與原保險
再保險
再保險 原保險是兩
原保險
個不同的契約。

10

保險人賠償之後，對保險標的物的殘值有物上代位權
物上代位權（但我國保險法並沒有規定這個制度）
，
和對應負賠償責任人（侵權行爲人與債務不履行人）的代位求償權
代位求償權（保
53）
。代位求償的觀
代位求償權
念是用保險人的名義，行使被保險人的權利。
10.1 保險法所規定的代位求償權，指的是保險人在給付被保險人賠款之後，依法取得被保
險人對第三人的求償權，無論是主張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依法律規定取得，不是由被保險人移
原始取得
轉，也不需要通知債務人），或是法定債權移轉
法定債權移轉（權利直接由被保險人移轉保險人，
法定債權移轉
不需要得到被保險人同意，但保險人或被保險人之一需要通知第三人）
，都不需要得
到被保險人的同意。
10.2 民法所規定的債權讓與（債權移轉）
債權讓與（債權移轉），則是債權人將自己對債務人的請求權透過契約
讓與的方式移轉給新的債權人，讓與請求權需要債權人或受讓人之一通知債務人，才
生效力。在保險實務上，如果損失原因不是在承保範圍内的話（如優惠賠款）
，保險
人可以透過債權讓與（債權移轉）的方式取得對第三人的求償權，但此時不能稱爲代
位求償權。
10.3 在非保險的領域裏，也有與代位求償權類似的概念，這就是民法 218-1 的讓與請求
讓與請求
權。

11

責任保險中最重要的是保險人的““參與權”
，與參與義務（保 93 後段）。
參與權”（或稱參預權，保 93）
同時，爲了保護受害的第三人，法律增設了被保險人的責任確定之後，第三人可以在保險
直接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請求支付賠償金額（保 94 第二項，但有些人把
金額的範圍之内，按照比例，向保險人直接
直接
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這個制度解釋成第三人對保險人的““直接請求權”
直接請求權”，但兩者的意義其實是不一樣的）。
11.1 有人認爲可以不用規定保險法 94 條第二項，只要用民法 242 的代位權
代位權就可以了，但
代位權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責任保險的第三人依保險法第 94 條第二項所得到的款項是自
己的，但如果按照民法第 242 條規定所取得的款項則是屬於債務人（被保險人的），
兩者在法律效果上並不相同。

12

保證保險是從民法“保證”（民 739）的模式轉換過來的，但被保險人是債權人，而不是債務
人。

徐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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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錯誤之處，敬請指教：（xudangren@gmail.com）
xudangr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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