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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法解題攻略 
 

壹、考題分析 

一、保險法三大題型： 

（一）題型Ａ 

問：契約／條款效力如何？ 

（二）題型Ｂ 

問：保險人主張拒賠（不負保險責任）／解約有無理由？ 

＝義務違反之效果為何？ 

（三）題型Ｃ 

問：請求數額？（計算題） 

二、其他題型： 

（一）申論題 

（二）問：誰可以請求／可以對誰請求？ 

 

EX： 

108 年司法官、律師 

甲於民國（下同）105 年 2 月間向 A 壽險公司投保健康保險。契約訂立時 A 

壽險公司並未要求進行體檢，僅提供書面詢問表由甲自行填寫其身體健康狀

況。於契約訂立時，雙方約定保險費繳交方式為季繳，並由 A 壽險公司於到

期時派收費員前往收費。107 年 4 月間，A 壽險公司因考 量派員收費成本日

漸增高，為節省行政費用，取消派員收費方式，乃發 信函通知甲告稱自 107 

年 5 月開始之屆期保險費，轉為以寄發轉帳繳費 單據方式，由甲自行至便利

商店或金融機構繳交。甲就 107 年 5 月 10 日到期保險費，疏於注意該項通

知而未自行繳交，A 壽險公司乃於到期 日後同年 5 月 12 日發出催告通知，

經甲住所之大廈管理員於同年 5 月 15 日收取。惟甲遲至同年 9 月方才發現

未繳費之事實，而於同年 9 月 15 日向 A 壽險公司補繳保險費。甲於同年 10 

月間體檢時確診為甲狀腺腫 瘤，向 A 壽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A 壽險公司

經調閱甲投保前之就診 病歷，亦發現甲於 104 年間曾因健康檢查發現其有甲

狀腺腫大之事實， 故同時主張某甲投保前即有甲狀腺腫大疾病之事實，不負保

險責任。試問該契約有無停效問題？又，A 壽險公司應否負保險責任？（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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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司法官 

甲男與乙女結婚後，乙欲以甲為被保險人，向 A 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保險 金額 

1,000 萬元之終身人壽保險，並指定乙自己為受益人。A 人壽保險公 司之業務

員丙前往要求甲、乙填寫要保書及相關文件時，甲適因急事外 出，無法親自在

要保書上簽名，丙改以電話請甲確認，甲同意為被保險 人，並表明授權乙代甲

於要保書上簽名。A 人壽保險公司核保後同意承 保，並簽發保險單送交予要

保人乙。甲、乙在結婚一年後離婚；離婚後 甲遭遇車禍死亡。試具明理由回答

下列問題：  

（一）乙申請理賠時，A 人壽保險公司以甲、乙已離婚，則甲死亡時，要保 

人乙對被保險人甲不具保險利益，故系爭人壽保險契約已失其效力為 由而拒

賠。A 人壽保險公司之主張有無理由？（13 分）  

（二）乙申請理賠時，A 人壽保險公司以甲、乙已離婚，則甲死亡時，受益 

人乙對被保險人甲不具保險利益，故乙已喪失受益人資格為由而拒賠。A 人壽

保險公司之主張有無理由？（13 分）  

（三）乙申請理賠時，A 人壽保險公司以被保險人甲未於要保書上親自簽名， 

故系爭人壽保險契約違反保險法之規定應屬無效為由而拒賠。A 人壽 保險公

司之主張有無理由？（14 分） 

 

107 年律師 

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附加實支實付醫療保 險，契

約中有一條款載明：「本契約停效後，要保人如欲復效，除需清 償保險費、本

約所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被保險人需赴保險人指定醫 院進行健康檢查，並

經保險人審核通過後，本約始可復效。」其後甲所 任職之公司將其外派國外工

作，甲疏於注意以致保險費逾期未繳而停 效。該保險契約停效兩個月後，甲於

返國度假時即親至 A 保險人之營業 所繳清欠繳之保險費、利息及其他相關費

用。兩星期後，甲於國外工作 時受傷，返國治療，除全民健康保險之給付外，

另支付 10 萬元住院醫 療等費用。  

（一）甲於出院後向 A 保險人申請保險金給付，惟 A 保險人主張甲未依契 

約約定赴指定醫院接受健康檢查，A 保險人尚未就其復效申請進行審 查，甲

之保險契約仍於停效中，A 保險人無須理賠。試問 A 保險人之 主張有無理

由？（15 分） 

（二）A 保險人並另外主張甲赴國外工作，其人身風險大增卻未通知 A 保險 

人，已違反保險法所規定之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乃依保險法規定解除契約。試

問 A 保險人之主張有無理由？（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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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司法官 

甲以其未成年兒子乙為被保險人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壽險公

司）投 保終身人壽保險附加醫療保險。終身人壽保險約定死亡給付為新臺幣

（下同）100 萬 元，如未死亡，則每滿五年得請求生存給付 10 萬元。就醫療

保險部分，如因疾病或 意外事故而住院治療時，受益人得視情形選擇實支實付

型醫療給付或日額型醫療費 用給付。試依下述兩種獨立情況，分別作答之： 

（一）契約締結時，乙年僅 10 歲，要保書上之被保險人簽名欄位並非由乙親

自簽名，而 係由甲簽寫乙之姓名於其上，乙未曾知悉該契約之存在。契約存續

期間，乙於 14 歲時不幸因車禍事故而住院治療。但住院治療一年多後，仍回

天乏術，不幸於 16 歲時死亡。試問：本件保險契約之效力如何？保險人是否

應負保險責任？（20 分）  

（二）甲於向 A 壽險公司締結前述契約後，另又向 B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 B 壽 險公司）投保終身人壽保險附加醫療保險。締約時乙已年滿 17 

歲，並由乙親自簽 名於要保書之被保險人欄位上。乙於 18 歲時，遭逢意外事

故而受傷住院。住院期 間共十日，其醫療費用共支付 20 萬元。經查，甲與 

A 壽險公司所訂立之醫療保險 給付額度為住院一日給付 1,000 元，因同一意

外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給付上限為 15 萬元；甲與 B 壽險公司所訂立之醫療給

付額度為住院一日 1,500 元，因同一意 外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給付上限為 15 

萬元。乙持醫療單據正本向 A 壽險公司請求 15 萬元後，復又向 B 壽險公司

請求 15 萬元，孰料 B 壽險公司以其與甲所訂立之 契約條款約定僅接受醫療

單據正本理賠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試問：乙得否向 B 壽險公司請求保險

給付？若得請求，其得請求之數額為何？（20 分） 請注意，答題除敘述相關

學說或實務理論外，就本案之具體論斷應附個人看法及理由。 

 

106 律師 

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保險公司（下稱 A 公司）投保人壽保險附加實支

實付型 醫療保險，並指定其妻乙為死亡保險金之受益人。於投保時，甲對要保

書健康詢問 表中關於「過去五年內是否曾因患有下列疾病而接受醫師治療、診

療或用藥？⑴高 血壓症……」之問題，回答「否」。實則，甲於投保前 2 

年，曾因高血壓而至醫院持 續追蹤，惟未服藥治療。另，甲投保之人壽保險契

約條款中並有「要保人欲變更受 益人時，須經要保人以書面通知保險人，並經

保險人簽章同意及在保險單批註始生 效力」之條款。試問：  

（一）甲向 A 公司投保後以口頭通知 A 公司欲將受益人變更為丙，惟遭 A 

公司以甲未提出書面申請，且無法說明受益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而拒絕。甲遂

爭執保險契約 中關於受益人變更應書面通知並得保險人同意批註之條款，法律

未有規定，應為無效。甲之主張有無理由？（15 分）  

（二）甲駕車發生車禍，兩眼遭玻璃刺入，經緊急手術，於扣除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後， 仍支出手術費用 3 萬元，進而向 A 公司請求理賠手術保險金。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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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經調閱甲 之病歷後發現其投保前曾有高血壓之事實，於是解除人壽保

險主約及醫療保險附 約，並拒絕理賠。甲則主張自己縱因高血壓就診，但未服

藥，且 A 公司尚需證明 甲之體況足以變更或減少其對危險之估計，方得解除

契約。甲另主張其車禍受傷 與高血壓間無因果關係，從而 A 公司亦不得解除

契約。A 公司是否應負給付保險金之責？（15 分） 請注意，各題除敘述相關

學說或實務理論外，就本案之具體論斷應附個人看法及理由。 

 

105 司法官 

甲以自己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於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向 A 人壽保險公司

投保終身 壽險（主約）及一年定期住院日額給付健康保險（附約），均以主管

機關核准之定型 化契約條款訂約，並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主約及附

約均約定於每一保險年度開 始時即收取該年度全部保險費。主約除約定死亡給

付之外，並有殘廢保險金之約定， 若被保險人達全殘程度並經保險人給付全殘

保險金後，契約即為終止。附約則約定： 主契約終止時，附約效力亦隨同終

止。其後甲因腦幹出血，成植物人狀態而達全殘 程度，於 99 年 12 月 27 日

經法院裁定宣告為受監護之人，並選定甲之配偶乙為其監 護人。嗣後上開保險

契約之保費均由乙代為繳納。然甲始終未請求 A 公司給付全殘 保險金，僅向 

A 公司請求住院日額保險金。A 公司因受理住院日額給付申請而查知 甲已全

殘，為避免須持續支付住院日額保險金，逕自於 100 年 7 月 7 日將「全殘保 

險金」匯入甲之銀行帳戶內，主張系爭保險契約均已於給付之日終止，拒絕繼

續履 行附約約定之住院日額給付。乙遂代理甲主張：A 公司未經甲之請求，

即主動給付全 殘保險金，不生清償效力；並起訴請求法院確認甲與 A 公司間

之「終身壽險」主約及 「一年定期住院日額給付健康保險」附約之法律關係存

在。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主約之效力是否因 A 公司之給付行為而終止？（10 分）  

（二）附約之效力是否因 A 公司之給付行為而終止？（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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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律師 

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保險人）投保人壽

保險附 加傷害保險。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因其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故於保險

人所提供書面 詢問之職業別填載為公司行號之內勤人員。自契約訂立三年後，

甲因薪資過低，遂於 下班後擔任計程車司機載客。某日於開車至公司上班途

中，不幸發生車禍而骨折住院 治療達一個月之久，出院後遂向 A 保險人請求

傷害保險中日額型住院醫療保險金。此 時 A 保險人以甲另擔任計程車司機並

未通知保險人為由，依據系爭傷害保險契約條款 約定：「被保險人所變更的職

業或職務，依照本公司職業分類其危險增加，未依約定 通知而發生保險事故

者，本公司按其原收保險費與應收保險費的比率折算保險金給 付」，而認為應

按原收保險費（內勤人員）與應收保險費（計程車司機）折算保險給 付。請試

由上述案例評述保險法現行相關規定之不當與系爭契約條款之效力。（25 分） 

 

109 台大法研 

某甲以其妻乙為被保險人，於 106 年 6 月間向 A 人壽投保終身壽險附加健康保

險。於 107 年 5 月間，乙不幸確診罹患癌症並住院治療，並於出院後同年 7 月

間向保險人請求理賠，保險人遂依契約約定給付相關醫療保險金。惟於 108 年

1 月 5 日時，甲乙夫妻感情生變而乙搬離原住所，甲於到期日時未繳付保險

費，經保險人 108 年 1 月 20 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後三十日仍未繳交。某乙持續

治療其所罹患之癌症，於 108 年 8 月間檢附相關醫療單據遂向保險人請求保險

給付，保險人遂主張契約效力業已停效，不負保險責任，而乙則為表示其願意

繳付欠繳保險費、利息與相關費用，向保險人申請恢復效力。此時保險人以遂

某乙罹患癌症不具可保性，故拒絕同意復效。試問保險人主張免責與拒絕同意

復效有無理由？(30 分) 

 

108 台大法研 
甲向於民國 105 年 6 月間透過保險經纪人乙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

壽保險附加傷害保險。投保時填寫相關要保書時，甲向乙告稱，其曾逾 103 年

5 月間因健康檢查被診斷為糖尿病前期，但醫師認為僅需改變生活形態即可。

乙即告以甲稱「如在要保書上填載為糖尿病前期，縱使附記醫師認無服藥必

要，但保險公司會延後承保，等健康檢查結果為正常時，方會承保。」，故甲

於相關書面詢問事項(壽險部分：過去五年內是否曾因患有糖尿病而接受醫師治

療、診療或用藥；傷害保險部分：過去兩年内是否曾因患有糖尿病而接受醫師

治療、診療或用藥等)，皆未加以揭露其有糖尿病前期等事實。於 107 年 5 月

間，甲因騎乘機車遭第三人丙由後追撞，導致腳部骨折受傷住院。住院期間，

因傷口久久未能癒合因此持續住院達三個月後始出院，方才發現部分原因與某

甲糖尿病惡化有關。出院后，甲檢附醫療單據向保險人請求傷害保險醫療給

付。試問：保險人應否負保險給付之責？(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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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台大法研 

A 為電子零件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主要生產電子零件供應手機大廠

配裝。於 106 年 2 月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B 產險)投保產品責任保

險，並同時約定保險金額為五千萬元。於 106 年 5 月間接獲來自 C 手機大廠(下

稱 C 公司)的大批訂單為求因應比一情形，遂變更並簡化其生產製造過程但並未

通知產險其變更生產過程，A 公司擔心其原有產品賣任保險之保障不足，故於

106 年 7 月再向Ｄ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Ｄ產險)投保另一產品責任保險； 

其保險金額同為五千萬。締約後，皆未通知Ｂ產險以及 D 產險，但與Ｄ產險之

保險契約中另有條款約定，如被保險人另有訂立其他保險契約時，保險人不負

保險責任。孰料，於 106 年 9 月生產製造並出貨予 C 公司之零件具有重大瑕

疵，進而導致消費者於購買手機後無法使用而退貨。其因商品瑕疵對於消費者

所應負之實任高達六千萬元。此時由於 C 公司亦有向 F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 F 產險)投保産品賣任保險·保險金額為五千萬元，對於消者所應負之賣

任，則先由 F 產險以及 c 公司先行償付六干萬。試問 F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 C 公司得否分向 A 公司、Ｂ產險以及 D 產險請求？而其所得請求之數額為

何？(30 分) 

 

106 年台大法研 

甲於 2016 年 12 月購入 BMW 新車一部,並於交車同時向東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東華產險)投保汽車保險，承保範圍涵蓋第三人責任保險、車體損失

保險以及竊盜損失保險等。投保時同時附加限定駕駛特約條款，雖承保範圍僅

限於甲及其配偶駕駛所致之保險事故，但保險費得降低約百分之三十五，於

2017 年 1 月 5 日午時，東華產物保險經甲通知，始知甲所有之 BMW 新車於

2017 年 1 月 4 日晩間 11 時於台北市區失控撞毀，由於事故發生後，該撞毀後之

BMW 新車那遭棄置於現場，甲遲至 2017 年 1 月 5 日早上 10 點始通知報案警

方。雖無人傷亡，但亦因其建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第 1 項，被處以

新台幣三千元罰緩。東華產險遂以該汽車保險車體損失保險條款內所約定之不

保事項：「因下列所致被保險汽車之毀損滅施本公司不負賠償費任...七、被保

險汽車於發生肇事後逃逸，其肇事所致之毀損滅失。」為由，拒絕保險給付。

試問保險人之主張有無理由？(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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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台大法研 

某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終身壽險时加意外傷害

醫療保險。於近日朋友慫恿下，報名参加由 B 戶外運動有限公司舉辦之台東鐵

人三項挑戦賽(游泳、單車與路跑)。報名之初，其報名組別分為競賽組與挑戰

組兩者。前者之競賽組，會將比賽結果依據年齡差異分組後，前三名皆領有獎

盃與完成記錄，並可參加年度積分排名。後者之挑戰組，因其主要目的為推廣

鐵人三項活動，故参加者僅於完賽領有完賽獎牌並無排名。因某甲為初次参

加，故於報名時選择挑戟組。於活動過程中，因主辦單位疏於進行道路管制亦

無明確標示，某乙開貨車不慎闖入活動進行道路，且又一時緊張而撞及騎乘單

車之某甲。某甲隨即送醫治療，於住院期問除全民健康保險支付醫療贊用共五

十萬外，尚須自負二十萬之其他醫療費用。經查 B 戶外運動有限公司投保有相

關之戶外活動責任保險(每一人體傷所應負賠償義務之給付上限為一百萬元)，

且某乙之貨車亦保有強制汽車黄任保險(醫潦給付上限為二十萬)與任意汽車貴

任保險(每一人體傷所應負賠償義務之給付上限為一百萬元)某甲於出院後遂執

醫療單據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求住院期問之醫療費用給付，執料竟遭 

A 保險人以其從事單車競賽為由，依據其所投保之契約條款約定：被保險人從

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為由，拒絕給付。 

試問： 

(1 某甲可得向上迹之各保險人請求之數額為何？如何請求？ 

(2)又如全民健康保險對甲已提供之醫潦服務後，有無向他人請求之權利？其基

礎何在？ 

(本題共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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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題架構概述 

一、傳統三段論法 

（一）大前提：抽象的法律構成要件 

（二）小前提：具體的案件事實 

（三）結論：法律效果 

二、漢堡五段論法（筆者自創） 

（一）結論（一句話） 

（二）大前提（法條、法理基礎） 

（三）爭點＋各說見解 

（四）事實涵攝（答題重點！） 

（五）結論 

 

EX： 

一、甲是美國人，這學期剛到Ｔ大交換，端午節快到了，甲從網路上得知吃粽

子是端午節的傳統習俗，甲也想體驗看看，但他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如果你

是甲的朋友，你會推薦他吃哪裡的粽子才好吃？ 

 

傳統三段論法解題： 

一、按端午節傳統習俗，吃粽子乃是為紀念愛國詩人、楚國大夫屈原，其面臨

亡國之痛，於五月五日，悲憤地懷抱大石投汩羅江。而為了不使魚蝦損傷他的

軀體，人們紛紛把竹筒裝米投入江中，引魚蝦來食。 

二、查本件，甲是美國人，其想體驗端午節吃粽子之傳統習俗，應推薦其吃哪

裡的粽子才好，眾所紛紜。採北部粽說者認為，北部粽之優點係糯米經過與醬

汁一起拌炒，吸收了醬汁和餡料的香與油脂，在蒸時再吃入味道，因此北部粽

的香氣濃。採南部粽說者則認為，傳統南部粽使用生糯米，放入粽葉後再加上

炒好的餡料，覆蓋上米飯後再以「水煮」方式煮熟，經過水煮後，米飯變得較

濕潤且黏，口感和滋味因此和北部粽不同，南部粽的優點是口味較清淡，適合

外國人嘗鮮。 

學生採南部粽說，基於南部粽口感較北部粽豐富、熱量低，雖北部粽香氣較

濃，但北部粽其實只是用葉子把油飯包起來，根本不能稱之為粽子，而南部粽

係在拌好滷汁的生糯米中，再包入滷好的三層肉、紅蔥頭、香菇、鹹蛋黃，有

的會再加入蝦米、花生等，再將包好的粽子放入大鍋中，以大火水煮綜觀之

下，南部粽大勝北部粽，且適外國人食用故採之。 

三、結論：如果我是甲的朋友，我會推薦他吃南部粽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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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五段論法： 

一、如果我是甲的朋友，我會推薦他吃南部粽才好吃。 

（一）按端午節傳統習俗，吃粽子乃是為紀念愛國詩人、楚國大夫屈原，其

面臨亡國之痛，於五月五日，悲憤地懷抱大石投汩羅江。而為了不使魚蝦損

傷他的軀體，人們紛紛把竹筒裝米投入江中，引魚蝦來食。 

（二）端午節吃粽子乃傳統習俗並無疑問，惟究竟哪裡的粽子才好吃？鄉間

有不同見解： 

1.北部粽說：北部粽之優點係糯米經過與醬汁一起拌炒，吸收了醬汁和餡

料的香與油脂，在蒸時再吃入味道，因此北部粽的香氣濃。 

2.南部粽說：傳統南部粽使用生糯米，放入粽葉後再加上炒好的餡料，覆

蓋上米飯後再以「水煮」方式煮熟，經過水煮後，米飯變得較濕潤且黏，

口感和滋味因此和北部粽不同，南部粽的優點是口味較清淡，適合外國人

嘗鮮。 

3.學生採學生採南部粽說，基於南部粽口感較北部粽豐富、熱量低，又學

生以為，雖北部粽香氣較濃，但北部粽其實只是用葉子把油飯包起來，根

本不能稱之為粽子，綜觀之下，南部粽大勝北部粽，且適合外國人食用故

採之。 

（三）查本件中，甲剛來台交換，適逢端午節想體驗吃粽子之端午節傳統習

俗，依提示，甲僅從網路上得知此習俗，然其不知道該吃哪裡的粽子才好，

按南部粽說之見解，南部粽係在拌好滷汁的生糯米中，再包入滷好的三層

肉、紅蔥頭、香菇、鹹蛋黃，有的會再加入蝦米、花生等，再將包好的粽子

放入大鍋中，以大火水煮，經過水煮後，米飯變得較濕潤且黏較有口感，熱

量低較為健康、屬於正統之棕子。依此見解，甲為美國人，是一名外國人，

南部粽比較適合其嚐鮮，因此甲如果想吃到好吃的粽子，應該以料多豐富、

Ｑ彈、健康又傳統的南部粽為首選。 

（四）結論：故我會推薦甲吃南部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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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保險法第 64 條：據實告知義務	

第 64 條 

I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II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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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得解除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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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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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告知： 

（一）告知義務人 

1.要保人：YES 

要保人 G6 依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為據實告知義務之主體，此乃基於其契

約當事人之地位。 

2.被保險人： 

法無明文，通說與實務見解採肯定說，保險法第 58 條、第 59 條中明文

規定被保險人為通知義務人，體系解釋下應肯定被保險人於據實告知義

務中，亦為告知義務人，且被保險人係契約真正保障之對象，其最接

近、了解危險。 

（二）告知受領權人 

1.保險人：YES 

基於契約當事人地位，保險人為據實告知之受領人並無疑問，惟於實務

之運作上，保險人通常並非於第一線接觸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2.保險人之業務員？ 

實務上有類推民法第 224 條，將保險業務員認定為保險人之使用人；學

說上則有從「風險分擔」之角度切入，以保險人利用保險業務員拓展業

務，且保險人對其有選任監督之機會，則保險人應承擔保險業務員亦具

受領權之風險。 

3.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員？ 

依保險法第 8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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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險經紀人？ 

依保險法第 9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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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特約醫師？ 

多數見解認為特約體檢醫師為保險人之代理人，其有受領告知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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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實： 

（一）告知範圍？ 

依通說之見解，經保險人以「書面詢問」，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明

知、應知、不得諉為不知」之「重要事項」」 

1.書面詢問事項 

依保險法第 64 條 1 項之規定，僅保險人以書面方式詢問之事項，告知義

務人始有告知之義務，此係為保護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而使對價衡平原

則稍做讓步。 

2.重要事項 

係指「足以影響危險估計之事項」，採主觀說者認為，是否影響危險估

計，應以個別保險人之主觀為判斷標準，此有助於市場競爭、增加保險

產品多樣性，惟保險人應向消費者說明，使消費者對判斷標準具合理預

見及認識；採客觀說者則認爲，危險評估涉及專業技術，應採客觀之統

一判準，減少消費者誤認之可能性，且較能杜絕爭議之發生。 

 

三、義務： 

（一）義務違反之法律效果 

1.保險人得解除契約 

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之規定，保險人取得契約解除權，且解除契約

後，契約將「溯及失效」。 

2.保險人解除契約之範圍 

實務上常見人壽保險附加健康保險之保險產品，如告知義務人於主約或

附約中其一有違反告知義務之情事，則保險人之解除權是否及於另一契

約？多數見解認為保險人解除契約之範圍應就主、附約分別判斷。 

3.保險人無須返回已收受之保險費 

依保險法第 25 條之規定，保險契約因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之情事而解除

時，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二）義務人三大抗辯 

    1.範圍抗辯 

告知義務人得主張其未告知之事項非「書面詢問事項」或「重要事

項」，如告知義務人未告知之事項非據實告知義務之範圍，則保險人不

得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之規定解除契約。 

2.因果關係抗辯 

(1)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如要保人能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

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則因未告知事項與事故之發生間無因果關

係，保險人不得解除契約。本條但書之立法理由是為保護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且於此情形對價平衡並未遭破壞，保險人即不能以此為由主張解

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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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務見解：危險估計併用因果關係說（以事故是否發生為區分） 

a.事故發生前：如未告知事項對於危險估計有影響，不論是變更或僅

減少危險估計，保險人皆得解除契約。 

b.事故發生後：須未告知之事項與事故發生間有因果關係，保險人始

得解除契約。 

(3)通說見解：對價衡平說（以未告知事項是否為拒保事由為區分） 

A.是：如未告知事項已達拒保程度，因告知義務人之行為已破壞對價

衡平原則，應限縮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適用，即使未告知事項

與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保險人仍得解除契約，避免告知義務人存有

僥倖心態。 

B.否：如未告知事項僅減少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並未達拒保程度，

再依事故是否發生分別判斷。 

a.事故發生前：有見解認為保險人基於告知義務人破壞「誠信原

則」而得解除契約；亦有見解認為保險人不得解除契約，但得對要

保人家收保費以回復「對價衡平」。 

b.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此時不得解約，保險人僅得按比例減少給付

或向要保人補收保費，以維持對價衡平原則。 

3.除斥期間抗辯 

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3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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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屆滿者為準。 

Ｑ1：保險給付請求權人故意拖延申請理賠？ 

(1)可否透過保險法第 58 條1、第 63 條2救濟？NO 

保險給付為保險人之契約義務而非損害，且其本具有善盡危險估計

之義務，倘保險人於締約階段未詳加了解危險，僅消極等待事故發

生後始介入調查，難謂其已善盡危險估計之義務，不得將保險人之

怠慢歸因於請求權人逾時未通知。 

(2)2 年除斥期間之計算是否以事故未於締約後 2 年內發生為前提？ 

A.肯定說（學說）：有見解從英美法中「不可抗爭條款」出發，以

被保險人於訂約後兩年仍生存為限；另有見解「目的性限縮」保險

法第 64 條第 3 項之適用，以事故未於締約後 2 年內發生為本條適用

之前提。 

Ｂ.實務見解：實務早期嚴守法條文意而採否定見解；近期則有判決

以請求權人故意拖延之行為違反誠信原則，構成權利濫用，該行為

應受禁止，而改採肯定見解。 

 
1 保險法第 58 條：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除本 

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 
2 保險法第 63 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期限內為 

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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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保險法第 64 條與民法第 92 條3得否競合？ 

(1)否定說：此說認為保險法第 64 條為民法第 92 條之特別規定，保險

法第 64 條源於英美法之「不可抗爭條款」，如允許保險人得主張民法

第 92 條規定，恐使保險法第 64 條形同具文。 

(2)肯定說：此說認為保險法第 64 條並非民法第 92 條之特別規定，因

兩者在規範目的、構成要件皆有所不同，而前者之法律效果依保險法

第 25 條4規定，保險人無需返還保費；後者之法律效果依民法第 114 條
5規定，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責。兩者之法律效果非不能並存。 

 

 

 

 

 

 

 

 

 

 

 

 

 

 

 

 
3
 民法第 92 條：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 

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4
 保險法第 25 條：保險契約因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之情事而解除時，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受 

之保險費。 
5 民法第 114 條：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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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例題演練 

108 台大法研 
甲向於民國 105 年 6 月間透過保險經纪人乙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人

壽保險附加傷害保險。投保時填寫相關要保書時，甲向乙告稱，其曾逾 103 年

5 月間因健康檢查被診斷為糖尿病前期，但醫師認為僅需改變生活形態即可。

乙即告以甲稱「如在要保書上填載為糖尿病前期，縱使附記醫師認無服藥必

要，但保險公司會延後承保，等健康檢查結果為正常時，方會承保。」，故甲

於相關書面詢問事項(壽險部分：過去五年內是否曾因患有糖尿病而接受醫師治

療、診療或用藥；傷害保險部分：過去兩年内是否曾因患有糖尿病而接受醫師

治療、診療或用藥等)，皆未加以揭露其有糖尿病前期等事實。於 107 年 5 月

間，甲因騎乘機車遭第三人丙由後追撞，導致腳部骨折受傷住院。住院期間，

因傷口久久未能癒合因此持續住院達三個月後始出院，方才發現部分原因與某

甲糖尿病惡化有關。出院后，甲檢附醫療單據向保險人請求傷害保險醫療給

付。 

試問：保險人應否負保險給付之責？(25 分) 

 

爭點 1：保險經紀人乙是否為告知義務受領權人？ 

爭點 2：甲是否違反據實告知義務？ 

爭點 3：保險人Ａ是否取得解除權？ 

爭點 4：範圍抗辯？ 

爭點 5：保險人解除契約之範圍（主、附約）？ 

爭點 6：因果關係抗辯？ 

爭點 7：除斥期間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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