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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簡易壽險在詢問告知原則的運作下，保險人應將影響危險

估計事項列於要保書之詢問中，告知義務人只需針對該詢問作

回覆，其告知義務即告履行。蓋簡易壽險乃為社會大眾所設計

的險種，一般民眾對於何謂「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

之估計者」普遍缺乏認知，故於要保書未為詢問之事項，應視

為不影響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如此解釋，始能保障簡易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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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權益。隨著保險法制發展，謹慎核保原則已逐漸受到

重視。因此，簡易壽險之保險人應於締結契約前對要保人履行

三種義務，依序是：適合度評估義務、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

務，以及適當調查義務。目前我國簡易人壽保險法對於詢問告

知的規範，仍有缺失存在；另一方面，謹慎核保原則下課以保

險人義務的法律規範，亦尚未明確。本文提出疑義並以加以討

論，對所提及之議題，必然於文中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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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quiry-Disclosure 
and Prudent Underwriting 
Principles of Simple Life 

Insurance 

Chao-Chih Lin** 

Abstract 

Practicing the inquiry-disclosure principle, the simple life 

insurer should have the inquiries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risk 

assessment listed in the proposal form. Having responded those 

inquiries, the duty of disclosure obligor comes to be carried out. 

Basically, design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simple life 

insurance consumers commonly have lack of knowledge on what 

“sufficient to alter or diminish the insurer’ estimation of the risk to 

be undertaken” is. For the sak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consumers,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having no influence on the ins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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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the risk whatever matters have not showed on the 

inquiry of the proposal form.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law, the principle of prudent underwriting has begun to 

be paid much attention. Prior to the contracting stage, the 

simplified life insurer is imposed on fulfilling three sorts of duties, 

duty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 duty to explain and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and duty to appropriately investigate. Back to the 

Taiwan’s legal system, there are several deficiencies in the he 

inquiry-disclosure provision provided by the Simple Life 

Insurance Act; moreover, the principle of prudent underwriting 

codified into the current statutes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solve the doubts and draw suggestions. For each 

paragraph, after the points at issue have been stated, a potential 

solution will b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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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簡易人壽保險（simple life insurance，下稱簡易壽險）乃為

財力不豐厚的民眾所設計的險種，源自於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

命時期，考慮到勞工階層購買普通壽險的經濟能力不足，為提

供勞動者應付緊急醫療與喪葬費用，並幫助儲蓄與理財而發展

出的產物，別稱為「工業人壽保險」（ industrial life insurance）。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保險市場，簡易壽險保額一度攻占

美國壽險市場總保額近二成，成為人壽保險的第二大險種，影

響力不容小覷。簡易壽險的特點在免施以體檢，保險費繳費期

短且保險金額小，投保程序簡單，便利社會大眾辦理，在遭受

生命或身體事故時得以快速獲得賠償。 

我國現行簡易人壽保險法（下稱簡易壽險法）第 1 條即開

宗明義：「為提供國民基本經濟保障，健全簡易人壽保險制度，

便利全民投保，增進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故簡易壽險雖

屬於商業保險的範疇，卻兼具提供國民基本社會安全保障之公

益性目的，世界各國政府或多或少介入經營 1。我國的簡易壽險

原本屬國營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由郵政儲金匯業局辦理，

                                                
1 林群弼（2008），《保險法論》，頁 552，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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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險業者不得經營，然而迄 2002 年修正簡易壽險法公佈施

行後，始開放一般商業保險業者經營。 

普通壽險之保險人，於收受保件審核是否承保、決定保險

費以及是否增加保險費接受承保時，在高保額件或從一般件隨

機抽樣所抽出的體檢保戶 2，需被保險人先進行體檢，未體檢者

不予承保並退還已收取之保險費；除此之外，保險人風險評估

之基礎繫於保險消費者對被保險人的身體狀況為誠實的告知。

至於簡易壽險被保險人，完全「免體檢」（no medical exam），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只需在保險人所提供之要保書上回答幾個簡

單的問題即可，對於忙碌的現代人而言，正可因應投保便利之

需要。 

本文係探討簡易壽險在詢問告知與謹慎核保原則下產生之

法律問題，文分六段：第一段為前言；第二段分析此二原則之

關聯以及提出議題；第三段為討論簡易壽險在詢問告知原則

                                                
2 金管會（103）金管保壽字第 10302063850 號函：「……（二）一定金額以

上應進行財務核保或生調標準部分，為累積保險業人壽保險投保金額

1,001 萬元以上、傷害保險 2,001 萬元以上、旅平險 2,001 萬元以上，或累

積保險業傷害險有效保額合併壽險業之人壽保險有效保額後達  2,501 萬
元以上。（三）免體檢額度：由各公司自行衡酌訂定。（四）免體檢件抽樣

比率：對於免體檢件應隨機抽樣辦理體檢或生調，且抽樣比例不得低於免

體檢件的 4%。若該案件係由有理賠率偏高、招攬品質有疑慮等之業務員

所招攬者，則抽樣比例提高至少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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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何人是告知義務人、應告知的範圍以及其他條款之適用情

形；第四段乃探討簡易壽險在謹慎核保原則下，如何履行適合

度評估義務、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以及適當調查義務；第

五段闡述違反詢問告知與謹慎核保原則之效力，並以台北地院

97 年度保險字第 32 號判決為討論對象；最後一段乃基於論述

內容提出建議並作出結論。對於所提及之爭議問題，本文亦必

然加以釐清。 

必須注意的是，簡易壽險與近年頗為流行之「保證承保」

（guaranteed acceptance）壽險之共同之處雖為免施以體檢，事

實上兩者仍有差異。簡易壽險之保險人仍得斟酌被保險人之條

件，作出承保或拒保之意思表示，而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負有簡

易告知的義務，並且適用簡易人壽保險法。保證承保則一旦要

保人要保，保險人就必須承保，並無拒保之權利，而且在「免

體檢、免告知」之情況下，保險人乃放棄主張保險法第 64 條之

權利。除此之外，兩者承保作業與監理重點，譬如承保作業與

準備金提存方式，兩者亦有所不同，合先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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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易壽險詢問告知與謹慎核保原則之關聯

與議題提出 

從經濟的角度觀之，於同一市場中，買方與賣方擁有完全

的知識，即雙方不存在「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

情形下，多數交易者才可能得到最大的市場效率 3。然而，「保

險消費者」4頗不易從眾多保險商品中選擇到對自己最適合的商

品。主要原因在於保險商品具有高度複雜性及專業性，在定型

化契約運作下，契約條款為保險專家所擬訂，或由主管機關主

動制訂以供企業經營者採用之標準條款，其內容充斥著各種艱

澀難懂之專業術語，保險消費者對於商品內容往往欠缺充分認

知 5；相較於提供商品之保險人，保險消費者於市場交易中，處

於相對弱勢之地位，在簡易壽險尤甚。 

                                                
3 Georges Dionne eds., HANDBOOK OF INSURANCE, 441 (2013). 
4 所謂「保險消費者」，係指以最終消費為目的，從事保險消費行為的人，

原則上是保險契約中負保險費支付義務之要保人，然不以要保人為限，享

受契約所生利益之人，亦包括在內。參見黃明陽（2007），〈保險消費權益

之探討〉，《消費者保護研究》，12 輯，頁 11。  
5 羅俊瑋（2013），〈論消費者被保險人之告知說明義務—以英國新訂法制為

中心消費者保護研究〉，《消費者保護研究》，17 輯，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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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商品交易雙方具有「對等資訊」（ symmetry in the 

information），以利保險消費者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商品，促

進市場效率，消費者保護之法理無論在立法上或解釋上，皆為

保險商品交易上必須考量的因素 6。保險消費者保護於告知義務

之落實，主要表現於「書面詢問」（written inquiries）。目前

簡易壽險法上的告知義務，仍強調保險消費者一方應將所有可

能影響保險人危險估計之因素，如實且完整地告知保險人。 

然而，影響保險人危險估計之因素，本身存在一判斷風險，

若要求保險消費者必須將危險估計事項主動地告知，亦即將此

一判斷風險分配予保險消費者承擔，對保險消費者不公平，在

簡易壽險尤顯苛刻。因其保險人與簡易壽險消費者間知識之差

距以及對於核保標準之資訊全然不對稱。因此，將判斷風險分

配予保險人之書面詢問主義，告知義務人僅須對保險人列於書

面之詢問事項為告知已足，此種告知義務履行方式，已逐漸為

各國實務及法制所採用。 

另一方面，為保障保險消費者之利益，對保險人課以「謹

慎核保」（prudent underwriting）原則下的義務，在簡易壽險誠

                                                
6  John Lowry, Philip Rawlings & Robert Merkin, INSURANCE LAW: 

DOCTRINES AND PRINCIPLES, 83-84 (3rd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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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重要 7。為了避免保險消費者不知告知義務之重要性，以及違

反告知義務可能面臨之法律效果之情形下未盡告知，而招致不

利益之後果，保險人於契約締結前，應向保險消費者揭露保險

商品之重要內容與風險，包括說明履行告知義務之重要性，以

及違反之可能面臨之法律效果與風險。又此等說明係基於推介

保險商品時對各個消費者依其屬性作適合度評估後，以適合各

別消費者能理解的方式進行之。 

再者，保險之風險測定不應僅為保險消費者之責任，當保

險人被期待對於某一影響風險之要素，不待告知即應有所認知

時，即不得以對方未盡告知為理由，主張保險消費者不利之法

律效果；據此，各國實務及法制已趨向承認保險人之適當調查

義務，在免體檢的簡易壽險，保險人亦有此義務，本文將比較

該義務履行方式的特殊性。若適當調查義務不被履行，其法律

效果通常反映在保險人行使權利之限制上，譬如保險人明知或

因過失不知告知事項者，不得解除契約，如此解除權之權利障

礙要件，具有平衡締約雙方之資訊不對稱地位，以及保障保險

消費者利益之效用。由此可知，書面詢問告知原則與謹慎核保

原則，乃為平衡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締約地位的一體兩面，兩

                                                
7 George E. Rejda & Michael McNamar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121-126 (13th rev. ed. 2016); Robert E. Keet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BASIC INSURANCE LAW, 983-998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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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輔相成，簡易壽險因其消費者通常相對弱勢，在制度上更

應提升其締約地位。 

我國簡易壽險法基於最大誠信（uberrimaie fide）原則，在

第 15 條即規範締約前之告知義務，但此條文仍有幾個疑義尚待

釐清。其一、在簡易壽險契約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時，

何人必須盡告知義務？其二、簡易壽險之告知範圍，是否僅以

書面所詢問之事項為限？抑或仍須考量是否為具有風險評估重

要性的事項？其三、保險人得否設計在簡易壽險要保書中的告

知事項的最後，以「其他重要事項」概括式詢問？若對概括式

詢問不為填寫或漏未填寫，是否違反告知義務？上列疑義至今

仍未解決，以致實務上常見訴訟不斷。為減少訟爭、符合規範

之公平正義，顯然有檢討之必要。 

從法理上觀之，最大誠信原則同樣約束著保險人。簡易壽

險之消費者通常為不諳保險知識的社會大眾，相較於保險人具

有豐富知識經驗，當事人締約地位明顯不對等，性質上屬於「消

費者保險」（consumers insurance）。至於何謂消費者保險？依

英國 2012 年消費者保險（告知與陳述）法（Consumer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以下簡稱 CIDRA 

2012）第 1 條定義，消費者保險契約是指消費者與保險人之間

訂立的契約。其中的「消費者」是指訂立或擬訂立一份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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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的個人，「保險人」是指作為或將作為消費者保險契

約之他方當事人。具體而言，消費者必須為自然人，並且其締

約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必須不具商業性 8；保險人則應是從事保險

營業並經由該營業  （不論是否其依照  2000 年金融服務與市場

法獲得了營業許可  ）成為契約一方的保險經營者 9。 

CIDRA 2012 所指的保險消費者必定是個人，且將公司等

企業法人明確排除在外，在雙方協商談判之能力顯不相當，保

險消費者一方在缺乏專業知識之前提下，缺乏閱讀要保書及保

險契約之意願，更遑論在閱讀之後能瞭解其所代表之意義及法

律效果。為保護保險消費者，促進交易公平性以及保障金融消

費者的權益，避免保險人「寬鬆核保、嚴格理賠」，保險法制

                                                
8 羅俊瑋（2012），〈英國 2012 年消費者保險（告知暨說明）法之立法例評

析〉，《中正財經法學》，5 期，頁 150-151。 
9 CIDRA 2012, s.1. Main definitions: In this Act-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means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tween- (a) an individual who 
enters into the contract wholly or mainly for purposes un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trade, business or profession, and (b) a person who carries on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and who become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by way of 

that business (whether or not in accordance with permiss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consumer” means the 

individual who enters into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or proposes to do 
so; “insurer” means the person who is, or would become, the other party to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226



簡易人壽保險詢問告知與謹慎核保原則之研究  15 

 

發達國家已發展出保險契約制定方的保險人在締約前必須恪

遵謹慎核保原則，基於此原則課以保險人義務，最少必須盡契

約前之詢問調查義務，且該義務之履行不得任意且需斟酌客觀

狀況 10。  

應予說明的是，傳統上核保的定義，是指保險人對投保申

請進行審核，決定是否接受承保風險，並在接受承保風險的情

況下，確定保險費率的過程。至於「謹慎核保」原則的意義，

重點不在保險人如何控制風險，而是以保障保險消費者利益作

考量，除了傳統核保過程外，更擴及於投保申請前，保險人有

必要為其消費者提供適當作為或服務的整個過程 11。本文所提

及的核保，係指「謹慎核保」意義下的核保，對於謹慎核保原

則在簡易壽險的意義以及目的為何？該原則應如何實踐？謹慎

核保原則運用在簡易壽險應履行何種義務？此一連串議題，將

在文中討論之。 

我國簡易壽險法以「人」為權利義務關係主體包括自然人

與法人，其第 8 條第 1 項：「保險契約得由本人或第三人訂立

                                                
10 Jan Heuvels, The Continuing Duty of Good Faith,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LAW: PRESENT QUES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110 (2011). 

11 Julian Burling, LLOYD’S: LAW AND PRACTICE, para.12, 12-3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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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此與保險法第 104 條：「人壽保險契約，得由本人或第

三人訂立之。」具相同意旨。依我國法，壽險契約包括訂立權

人，既得由被保險人本人為要保人，亦得由被保險人以外之第

三人為要保人而與保險人訂立之，契約當事人定位為「要保人」

與「保險人」。另一方面，在保險監管法規上，通常以「行業」

為規範對象，故以「保險業」稱之。再者，保險契約關係中的

保險人，係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 3 條所定金融

服務業中的保險業（包括郵政簡易壽險機構），金保法第 4 條

又規定，金融消費者係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者，除了：一、專業投資機構；二、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

之自然人或法人。然而，投保簡易壽險者不可能符合前述二種

情形，因此得以「保險消費者」稱之。本文跟隨簡易壽險法、

保險法、金保法以及保險監管法規之規範，依論述內容適當引

用上述名稱。 

參、簡易壽險之詢問告知原則 

簡易壽險之保險人，完全不藉由體檢獲知被保險人的身體

狀況，保件「可保性」12（ insurability）判定完全仰賴保險消費

                                                
12 在人身保險契約締約前，保險人必須確定被保險人是否具有被保險資格，

此資格通常根據身高體重年紀性別、是否有易引起事故的事實、是否曾患

有疾病、是否康復過程較常人慢等與健康有關的多項指標來判斷，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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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方所告知之資訊，於此情況下，告知義務如何影響簡易壽

險人對危險的估計？簡易壽險於契約前之階段何人應盡告知義

務？以及告知義務範圍為何？實有必要加以釐清。 

一、告知義務人 

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訂立保險契約或依前條

規定申請恢復保險契約效力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

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故簡易壽險的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皆是法所明定的告知義務人。在保險法第 1 條定義保險契約之

當事人為要保人以及保險人的前提下，簡易壽險法規範要保人

負告知義務尚屬合理。茲有疑義者為，簡易壽險的被保險人並

非契約當事人，為何與要保人同樣列為告知義務人？討論此議

題前必先認知，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是同一人時，不存在何者

為告知義務人的問題，必須在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人時，

討論此議題才具意義。按保險告知義務制度之目的，係為使保

險人得依告知義務人提供保險標的相關資料，以利正確估定危

險發生之可能性，進而決定承保與否以及估算保險費。簡易壽

險之被保險人為危險事故的客體，對於自己身體狀況以及相關

                                                                                                        
人確定被保險人具備被保險資格，則可認為其具有可保性。參見施懿純

（2008），《保險法中誠實告知義務相關問題之研究》，頁 42，台北：巨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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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事項通常涉及個人隱私受個資法保護，非被保險人本人不

易取得，為使保險人順利取得核保資料，故課以被保險人告知

義務並無不當。 

應注意的是，對於同一份要保書之詢問，依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1 項文義解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兩者皆負告

知義務。合理的解釋應為，對於同一份書面詢問，若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其中一人已完全為告知，另一人雖未告知，亦不違反

告知義務，蓋必要的資訊已全部提供，不至於影響保險人對危

險之估計。民國 72 年司法院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一廳研究

意見即採此見解，雖此研究對象為普通壽險，然其見解適用於

簡易壽險，亦屬合理。本文為了方便論述以下內容，凡提及告

知義務人，一律以「要保人一方」稱之，然意義上除了要保人

外，亦及於被保險人。 

二、告知義務範圍 

探討簡易壽險告知義務範圍，必先了解告知義務制度的發

展。目前世界上存在「無限告知」主義，以及「有限告知」主

義。兩種立法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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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無限告知主義到有限告知主義 

現代保險制度濫觴於海上保險，早期僅是海上企業者為了

避險而與保險人進行的經濟活動，一般民眾鮮有機會作保險交

易，故性質上屬於「商人保險」（dealers insurance）。海上企

業活動危險性高且難以掌握，保險人估計保險標的危險性頗不

易，故法律課予被保險人負無限告知義務以期增加保險人對危

險的控制，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以下簡稱 MIA 1906）即是採無限告知主義。所謂無限告

知主義並非全無告知範圍，而是針對「重要事實」（material 

circumstances）負無限告知的義務。MIA 1906 第 18 條第 1 項

規定：凡是與保險標的之危險狀況有關的任何重要事實，倘被

保險人已知或應知，即應據實告知保險人 13。至於重要事實包

括兩種：一是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之事實；另一是縱使保

險人同意承保，仍會影響保險人對保險費率計算之事實。基本

上，海上保險的告知義務範圍不以保險人所詢問的事項為限，

                                                
13 MIA 1906 s. 18(1) stat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the 

assured must disclose to the insurer, before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every 
material circumstance which is known to the assured, and the assured is 

deemed to know every circumstance whic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ught to be known by him. If the assured fails to make such 

disclosure, the insurer may avoid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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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被詢問但性質上仍屬於重要的事實，告知義務人亦負主

動告知的義務。我國海上保險亦隨國際商業習慣採無限告知主

義，儘管目前仍然欠缺立法明文規範，然已獲得實務上的肯認。  

保險制度從海上財產保險發展至陸上財產保險，再發展至

對人身為保險。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今保險已普及於社會大眾，

壽險業經營的人壽保險依其性質為消費者保險而非僅存在商人

間的經濟活動。在消費者保險之運作下，保險消費者對於知識

掌握不如保險人優勢，資訊取得管道不如保險人熟悉，在當事

人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告知義務範圍採用有限告知主義，藉

以調和當事人雙方締約地位。 

在有限告知主義的運作下，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對於壽險多

採用書面詢問與告知，此方式最大優點為具明確性。英國

CIDRA 2012 第 2 條規定契約訂立與修改前的告知與說明，其內

容為 14：一、本節規範消費者向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或是修改

                                                
14 CIDRA 2012 s.2.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before contract or variation: 

(1) This section makes provision about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by a 
consumer to an insurer before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or varied. (2) It is the duty of the consumer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not to 
make a misrepresentation to the insurer. (3) A failure by the consumer to 

comply with the insurer’s request to confirm or amend particulars previously 
given is capable of being a misrepresent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whether or not it could be apart from this subsection). (4) The duty set o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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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前應踐行的與說明。二、消費者負有合理的注意義務，

而不得向保險人為不實說明。三、消費者若不接受保險人之要

求而進行確認或修改先前提供的明細，依本法之立法目的，皆

認定該消費者的行為是為不實說明（不論該行為是否為本項所

規範之）。四、前開第二項之規定，在本法施行前之同樣情形

下，適用於所有消費者須向保險人告知或說明有關的義務。五、

因此（a）依本法之立法目的，消費者保險契約必須遵守的法律

原則即為儘可能地盡到最大誠信，與（b）適用 1906 年海上保

險法第 17 條時（海上保險契約必須以最大誠信為原則），與消

費者保險有關之海上保險事宜，亦適用本法之規定。 

換言之，CIDRA 2012 第 2 條規範 15，消費者保險契約負有

採取合理注意（reasonable care）的告知義務，而此義務僅要求

                                                                                                        
subsection (2) replaces any duty relating to disclosure or representations by a 
consumer to an insurer which existed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before this 

Act applied. (5) Accordingly- (a) any rule of law to the effect that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is one of the utmost good faith is modified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b) the application of section 17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contracts of marine insurance are of utmost 

good faith), in relation to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which is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15 Law Commission Consultation Paper No. 319 & Scottish Law Commission 
Discussion Paper No. 219, CONSUMER INSURANCE LAW: PRE-CONTRACT 

DISCLOSURE AND MISREPRESENTATION, paras. 4.7 to 4.1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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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誠實回答保險人的詢問，並採取合理注意確保其回答的

準確性與完整性。此條之規定的實質是以「詢問告知義務」取

代了原有的主動告知義務 16。再者，CIDRA 第 3 條規定 17，判

斷消費者是否盡到告知之合理注意時，應考慮所有的相關因

素。包括：爭議的消費者保險契約的類型，及其目標市場；保

險人提供的所有相關說明或公開資料；保險人詢問的清晰和具

體程度；在消費者未回應保險人有關保險契約續保或變更的詢

問時，保險人就回答相關詢問之重要性（或未確實回答時之可

能產生後果）進行說明的清晰程度；消費者是否有代理人等 18。

                                                
16 Jack Beatson, Andrew Burrows & John Cartwright, ANSON’S LAW OF 

CONTRACT, 361 (30th ed. 2016). 
17 CIDRA 2012 s.3. (1) Whether or not a consumer has taken reasonable care 

not to make a misrepresentation is to be determined in the light of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2)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things which may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making a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a) the type of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in question, and its target 

market, (b) any relevant explanatory material or publicity produced or 
authorised by the insurer, (c) how clear, and how specific, the insurer’s 

questions were, (d) in the case of a failure to respond to the insurer’s 
ques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newal or variation of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how clearly the insurer commun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answering those questions (or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do so), 

(e) whether or not an agent was acting for the consumer. 
18 羅俊瑋（2014），〈論被保險人於合理注意義務下之不實說明〉，《興大法

學》，17 期，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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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主動告知義務為 MIA 1906 第 18 至第 20 條所確立並沿用

至今，故 CIDRA 2012 實際上不僅終止了該等成文法條款在消

費者保險契約的適用，也構成了對 1906 年海上保險法中有關

誠信原則的根本性修正 19。 

德國 2008 年生效之保險契約法（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20：「要保人應將其於要約時所知悉、對保

險人以該約定之內容締結契約具重要情形且經保險人以文字形

式詢問之危險情況告知保險人。如保險人在要保人要約後，保

險人承諾前，提出第一句規定事項之詢問時，要保人亦有告知

的義務。」德國 2008 年保險契約法廢棄舊法的無限告知主義，

而改採有限告知主義，亦即放棄主動申告知主義，而改採文字

                                                
19 Robert Merkin, Johanna Hjalmarsson & Aysegul Bugra et. al., MARINE 

INSURANCE LEGISLATION, 18-19 (5th ed. 2014). 
20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中譯文，本文係參考葉啟洲（2012），〈德

國保險契約法之百年改革：要保人告知義務新制及其檢討〉，《台大法學論

叢》，41 卷 1 期，頁 260 之翻譯。德文原文為：§19 Anzeigepflicht: (1)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hat bis zur Abgabe seiner Vertragserklärung die ihm 
bekannten Gefahrumstände, die für den Entschluss des Versicherers, den 

Vertrag mit dem vereinbarten Inhalt zu schließen, erheblich sind und nach 
denen der Versicherer in Textform gefragt hat, dem Versicherer anzuzeigen. 

Stellt der Versicherer nach der Vertragserklärung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aber 
vor Vertragsannahme Fragen im Sinn des Satzes 1, ist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auch insoweit zur Anzeige verpflich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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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主義，其最大意義在於限縮告知義務範圍，使消費者保護

之思想得以強化 21。如此規定，從形式上觀之，僅保險人以文

字詢問之事項，方屬告知義務範圍。從實質上觀之，文字形式

詢問對應文字形式告知，無論保險人之詢問或要保人之告知皆

得以留下證據。 

再者，德國 2008 年保險契約法明確了保險人承擔某事項是

否屬於為險估計上重要事項之判斷風險，而將告知義務範圍限

於文字形式詢問之重要事項，亦即舊法的「書面詢問事項推定

其具有重要性」，此一原則不再適用。此外，現今社會已進入

電子商務的年代，保險交易亦得透過網路進行，藉著電子媒介

進行詢問及告知，如此電子化過程留有記錄可稽，日後舉證上

並無困難。又以環保為訴求的無紙化作業興起，以電子文書取

代傳統的紙本文書一樣可保存證據。德國新法第 19 條不再侷限

於傳統書面為詢問方式，改採「以文字形式」 22（ in Textform）

較具彈性的方式，正可因應 E 化時代的需要，立法實有必要與

時俱進。 

                                                
21 葉啟洲（2014），〈要保人告知義務法制之改革：消費者保護、對價平衡與

最大善意原則之交錯與位移〉，《政大法學評論》，136 期，頁 157。  
22 葉啟洲，同註 20，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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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易壽險之詢問與告知 

簡易壽險法對告知義務範圍在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訂立

保險契約或依前條規定申請恢復保險契約效力時，要保人及被

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於此暫不討

論復效情形）。同條第 2 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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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得解除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

同……（以下略）。」 

依文義觀之，簡易壽險究竟是採無限告知主義或是有限告

知主義似不明確。原因在於第 15 條第 2 項究竟是第 1 項的補充

規定？抑或並列規定？此議題可為三點論述：第一、若是補充

規定，告知義務範圍則以保險人提出書面詢問中的重要事實為

限，重要事實當然係指第 2 項之「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

危險估計者」。如此告知範圍實與有限告知主義之立意不甚相

同，因為告知義務範圍僅限於保險人提出的書面詢問且為重要

事實之事項；據此，若要保人一方認為某項書面詢問並非重要

事實而主張不須對該事項告知，在對該項屬「非重要事實」（消

極事實）盡舉證責任後，仍得免除對該項詢問之告知。第二、

若是並列規定，就第 2 項法條的內容，告知義務範圍是採無限

告知主義，如此卻與第 1 項規範採書面詢問告知的有限告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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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所牴觸。第三、綜合上述，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矛盾在於第

1 項是採用消費者保險所通用的有限告知主義，但是第 2 項卻

是採取海上保險慣用的無限告知主義。簡易壽險法將兩種不同

的立法例分別納入第 15 條的第 1 項以及第 2 項，因而產生前後

立法主義不一的現象。為解決此窘境，建議日後修法時能按照

簡易壽險之消費者保險性質，要保人一方僅需對文字型式所列

詢問事項為告知已足，以利貫徹有限告知主義的精神。 

三、其他條款之詢問與告知 

在有限告知主義下，凡是對於要保書上之詢問事項，提供

不完全真實之資訊，皆視為不實之告知，如被保險人雖有告知

期患並住院，但卻將住院一個月說成一星期，仍屬不實告知。23

因此，簡易壽險之保險人所擬定的書面詢問事項，應盡可能具

體明確，藉以防止告知範圍不確定。 

在保險人草擬要保單之書面詢問時，若是為了極力掌握被

保險人之身體狀況而在詢問事項最後附加「以上未詢問之其他

重要事項」諸如此類的「其他條款」24 （miscellaneous provision）

                                                
23 張仲源、陳彩稚、呂廣盛等（2004），《人身保險核保實務》，頁 32，台北：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4 「其他條款」乃一種立法或訂定契約條款的技術，它將主要條款未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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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要保人一方自行填寫，如此無異使告知義務範圍無限制地擴

張，實有違有限告知主義的精神，故附加「其他條款」者，該

條款應屬無效，對於全面涵蓋式的詢問，要保人一方自不須負

告知義務。然而，若要保人一方主動告知書面詢問以外之事項

並記載於書面者，仍應視為要保書上之詢問事項，要保人一方

仍負告知義務，並且告知內容必須真實，否則仍屬違反告知義

務，因保險乃最大誠信原則的契約，必作如此解釋。 

肆、簡易壽險之謹慎核保原則 

最大誠信原則乃所有類型保險之共同原則，契約當事人均

須遵守。但是從以往案例觀察，法律規範與司法實務對於保險

活動缺少整體性的論證，導致此原則似乎僅約束要保人一方。

隨著世界各國保險法制潮流，基於最大誠信原則發展出針對保

險人的「謹慎核保原則」已逐漸受到重視。誠然，保險人遵守

實踐謹慎核保原則，必定花費較多人事及管理費用，增加營業

成本，但是簡易壽險帶有為經濟弱勢者提供基本保險保障之公

益性質，保險人不能僅考量自身的成本，亦不能因保險金額相

對小而忽略要保人一方之權益。 

                                                                                                        
或難以包括的、或預測不到的，都包括到其他條款中。「其他條款」使用

目的，在於避免法律或契約規範的不周延。 

239



2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2 卷．第 1 期 
 

法律原則難免流於抽象，要求保險人恪守謹慎核保原則需

要轉換成具體的義務，方能援引適用於個案。為具體實踐謹慎

核保原則，本文認為簡易壽險之保險人於契約前的三種義務群

應先確立，依先後順序分別是：第一、保險人向要保人推介保

險或要保人向保險人表示欲投保時，保險人應為要保人進行「適

合度評估義務」 25（duty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第二、要保

人出具要保書前，保險人應向要保人履行「資訊說明與風險揭

露義務」26（duty to explain and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第三、

保險人收受要保人出具之要保書後，應盡「適當調查義務」 27 

（duty to appropriately investigate）。 

我國保險法及簡易壽險法對此三種義務尚無規範，惟金保

法公布施行後，對於適合度評估以及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之義

務始有法律規範。至於適當調查義務於我國成文法雖未明文，

但實務已出現相關的判決。目前保險相關的法律有所欠缺時，

                                                
25 Meinrad Dreher, TREATISES ON SOLVENCY II, 349 (2015); Tim Wilsdon 

& Kyla Malcolm, AN ASSESSMENT OF THE EXTENT OF AN IDENTIFIED 

NEED FOR SIMPLIFIED, STANDARD FINANCIAL SERVICES PRODUCTS, 
107 (2004). 

26 John Johnson II & Richard E. Smith, ALLEN’S ALABAMA LIABILITY 
INSURANCE HANDBOOK, para. 17, 10. (2015).  

27 Leander D. Loacker, INFORMED INSURANCE CHOICE: THE INSURER’S 
PRE-CONTRACTUAL INFORMATION DUTIES IN GENERAL CONSUMER, 

8-9 (2015); Robert E. Keeton, INSURANCE LAW, 325 (3rd ed.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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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得基於最大誠信原則的價值，依個案判決來實踐謹慎核保

原則。未來修法時得借鏡外國法有關平衡保險業與其消費者締

約地位之規範，調整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方為一勞永逸之道。 

一、適合度評估義務 

（一）適合度評估義務之意義與目的 

所謂保險適合度評估義務，係指保險業者對保險消費者推

介保險商品時，保險人或其業務員必須主動對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之身分、知識經驗及經濟能力等個人屬性進行了解並加以評

估，以利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購得合適之保險 28。  

金保法第 9 條第 1 項：「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

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

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從該條立

法理由第 2 點可得知適合度評估義務，係指金融服務業在提供

金融消費者金融商品或服務時，負有義務使該交易適合金融消

費者，而商品或服務適合消費者與否，得考量銷售對象之年齡、

                                                
28 杜怡靜（2010），〈投資型保險商品關於說明義務與適合性原則之運用—台

北地院九十六年度保險簡上字第六號及台北地院九十七年度再易字第一

號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27 期，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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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驗、財產狀況、風險承受能力等。課以適合度評估義

務的目的，在於防止金融服務業為自己利益濫行提供金融商品

或服務，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 29。  

從 比較法的 觀點， 2008 年德國 保險契約法第 6 條  

（ 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6 ）「對要保人提供建議」

（Beratung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其第（1）款規定：「保

險人於訂約前，只要其所提供之保險有要保人決定之困難或要

保人個人及其自身之情形，存在適當理由（或機會）時，應詢

問要保人之希望和需要，並就此針對特定保險，衡量諮詢費用

及要保人所付保險費之適當比例，提供諮詢建議。顧及所提供

保險契約之複雜性，保險人亦應將所提供之建議作成文件。 30」 

                                                
2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立法理由〉，

http://law.banking.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60639&

lno=9#（最後瀏覽日：06/ 04/ 2015）。  
30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中譯文，本文係參考吳玉鳳（2013），〈保

險人之諮詢建議—兼評高雄地院九十七年保險簡上字第四號判決締約上過

失〉，《全國律師》，17 卷 4 期，頁 94 之翻譯。德文原文為：§6 (1) Der Versicherer 

hat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soweit nach der Schwierigkeit, die angebotene 
Versicherung zu beurteilen, oder der Person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und 

dessen Situation hierfür Anlass besteht, nach seinen Wünschen und Bedürfnissen 
zu befragen und, auch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eines angemessenen Verhältnisses 

zwischen Beratungsaufwand und der vom Versicherungsnehmer zu zahlenden 
Prämien, zu beraten sowie die Gründe für jeden zu einer bestimmten 

Versicherung erteilten Rat anzugeben. Er hat dies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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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保險人於要保人訂立契約之意思表示前，凡符合

下列二條件之一者，保險人基於誠信原則而個案認定，應對要

保人履行諮詢建議義務；此二條件為：第一，要保人對保險人

提供之保險有決定承購之困難；第二，因要保人個人及其自身

因素，有保險人諮詢建議之需求。保險人於詢問要保人需要後，

依誠信原則得個案認定對要保人履行諮詢建議義務。此外，保

險人於判斷其諮詢建議義務內容與範圍時，應針對特定保險，

斟酌諮詢需求費用及保險費之適當比例 31。德國法課以保險人

為要保人做適合度評估並給予建議之義務，故為如是之規定。 

（二）目前我國簡易壽險對適合度評估義務履行明顯不足 

揆諸台灣簡易壽險市場之現況，全台擁有一千多個通路據

點的中華郵政公司所發行的郵政簡易壽險，在保險商品講究行

銷通路的現代，銷售上具有絕對的優勢。現今郵政簡易壽險運

作，通常是保險消費者至服務據點由窗口受理的服務，中華郵

政並無專門保險業務員團隊，銷售模式大多以櫃台壽險承辦行

員 作 為 保 險 業 務 員 對 保 險 消 費 者 提 供 「 臨 櫃 服 務 」

（over-the-counter service）為主。在櫃台銷售的型態下，保險

                                                                                                        
Komplexität des angebotenen Versicherungsvertrags zu dokumentieren. 

31 吳玉鳳（2013），〈保險人之諮詢建議—兼評高雄地院九十七年保險簡上字

第四號判決締約上過失〉，《全國律師》，17 卷 4 期，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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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承購前因知識不足而未積極詢問，業務員亦未主動給

予評估及建議，造成保險消費者對自身權利義務一知半解，卻

必須支出比普通壽險略高的保險費率，倘購得之保險商品不符

需要，將影響消費者利益甚鉅。 

解決此問題，除了應恪守金保法第 9 條所規範適合度評估

義務外，於法規命令方面，金管會依金保法第 9 條第 2 項所訂

定之「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

藉以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業者應確實

履行之。該法第 8 條 32明定保險業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相關

資料之基本內容；又經營簡易壽險之中華郵政公司並非商業保

險公司，目前僅推出「非投資型保單」。基於簡易壽險之特性，

為確保消費者對其提供簡易壽險之適合度，在同法第 9 條的規

範下 33，中華郵政應考量事項包括：消費者確實瞭解其所交保

                                                
32 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8 條：「保險業在

提供金融消費者訂立保險契約或相關服務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其

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金融消費者基本資料：（一）要保人及被

保險人之基本資料。（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

（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基本資料。二、接受金融消費者原則：應訂定

金融消費者投保之條件。三、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原則：應瞭解金融消費

者之投保目的及需求程度，並進行相關核保程序。前項第一款所定基本資

料，至少應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及聯絡方式；金融

消費者為法人時，為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地址、聯絡電話等。」 
33 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9 條：「保險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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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係用於購買簡易壽險之商品；以及消費者投保險種、保險金

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相當。 

此外，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亦課以保險業適合度評

估義務。該法第 6 條 34規範目的在於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

務人員，有義務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符合投保之條

件，投保目的及需求，以及確認保戶對保險商品的適合度。接

                                                                                                        
提供金融消費者財產保險及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務前，應考量之適合度

事項如下：一、金融消費者是否確實瞭解其所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

品。二、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

相當。……」 
34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 6 條第 1 項，其中：「（第 5 款）保險業從事

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應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事項，其內容至少應

包含：（一）基本資料：1.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資料；2.要保人與被

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3.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基本資料；

（二）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符合投保之條件；（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之投保目的及需求。（第 6 款）保險商品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含：

（一）要保人已確實瞭解其所繳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二）要

保人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具相當性；（三）要

保人如係投保外幣收付之保險商品，應瞭解要保人對匯率風險之承受能

力；（四）要保人如係投保投資型保險商品，應考量要保人之投資屬性、

風險承受能力，並確定要保人已確實瞭解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損益係由其自

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第 8

款）保險業或其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不得有下列情事……（八）未確

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單之適合度；（九）其他損害要保人、被保險人

或受益人權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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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於第 7 條，其規範意義 35，在於保險業訂定其內部之核保處

理制度及程序，應包含瞭解並評估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保險需求

及適合度政策。同法第 11 條更確立賠償責任：「保險業對於其

所屬保險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行為或保險業依保險代理

合約授權保險代理人及其業務員執行招攬業務，應避免因故意

或過失，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有損害，且不得推卸其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據此，中華郵政應秉持簡易壽險商品適合性

原則進行業務招攬以及核保，至於如何具體作為，除了法條規

範的「瞭解」、「確認」、「評估」等方法外，更需積極地根

據各別保險消費者不同需求，依個案對於簡易壽險商品適合與

否提供諮詢與建議。 

若欲再提升郵政簡易壽險對消費者之適合度，中華郵政改

變目前銷售模式，誠屬必要，業務員應主動協助簡易壽險消費

者選擇適合個人需求之險種（包括主約及附約）。更進一步，

                                                
35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 7 條第 1 項：「保險業訂定其內部之核保處

理制度及程序，至少應包含並明定下列事項……（第 3 款）瞭解並評估要

保人與被保險人保險需求及適合度之政策：（一）要保人已確實瞭解其所

繳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二）評估要保人投保險種、保險金額

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已具相當性；（三）要保人如係投保外幣收付

之保險商品，已評估要保人對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四）要保人如係投

保投資型保險商品，已評估要保人之投資屬性、風險承受能力，並已評估

要保人確實瞭解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損益係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供逾越

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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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宜效法普通壽險業者，組織招攬業務之專業保險業務

員團隊，於締約前積極為消費者評估各種條件並給予建議。郵

政簡易壽險商品之內容與投保程序，較一般壽險相對來得單

純，業務員僅需稍加主動詢問，即可依其需求進行評估消費者

各人適合承購何項商品，履行適合度評估義務並無太大困難。

舉凡決定保險金額、保險種類（包括分紅保單、不分紅保單）、

投保方式（包括一般個人、團體保件）、繳費期別 36（包括月

繳、季繳、半年繳、年繳）、附加契約之保險種類等事項，皆

得作為適合度評估之對象。 

二、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 

（一）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之意義與目的 

保險契約乃由多項條款以及法律文件所構成，雙方當事人

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若非具保險與法律知識，恐不易充分瞭解。

倘使要保人未獲得適當資訊即投保，日後發覺購得之保險商品

不符合期待或需求而請求解約或退回保險費，保險人卻以要保

人未獲得的資訊來抗辯，糾紛於是產生。若能課以保險人訂約

                                                
36 郵政簡易壽險依保單規定不同，時而有特定的繳費期，譬如郵政康泰 103

只得年繳，為履行適合度評估義務，業務員即可針對年繳為其消費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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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必須向要保人說明與揭露適當資訊，以利要保人在適當資訊

下決定是否出具要保書，如此將可減少紛爭。 

簡易壽險亦然，依其定型化契約特性，無論主約、附約、

要保書及其他文件，皆由保險人單方所設計擬定，相較於要保

人通常為不諳保險之社會大眾，缺乏商品資訊且無管道取得，

在雙方當事人資訊不對等的情形下，如何強化要保人於締約前

獲得保險商品適當資訊之機會，實為保障簡易壽險消費者權益

所應面對的課題。 

（二）保險核心原則與方法 

國際保險監理人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簡稱 IAIS）於 2003 年發布「保險核心原則與方法」37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y，以下簡稱 ICP）供世

界各國保險監理機關參考。ICP 第 25 條消費者保護條款規定：

「各國監理主管機關應對保險人及保險仲介人，包含在監理管

轄境內跨國銷售商品之外國保險人，規定此等之人必須向消費

者提供最低限度需求。此需求包括從訂約前至訂約後契約責任

                                                
37 IAIS,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cssf.cl/cssf/docs/ti-insurance_core_principles_and_methodology.pdf (last 

visited 09/ 0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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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履行為止，為消費者提供及時、完整與適當資訊。38」我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為 IAIS 的會員，自宜遵循

此規範。 

（三）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之相關法令 

金保法第 10 條第 1 項：「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

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

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此外，

金管會依金保法第 10 條第 3 項制定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

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以下簡稱說

明揭露辦法）第 2 條：「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

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依本辦法規定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

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又說

明揭露辦法第 4 條第 1 項：「金融服務業依本辦法應予揭露及

說明之金融消費者，指與金融服務業訂定金融商品或服務契約

之契約相對人。」 

                                                
38 ICP 25 Consumer protection states,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sets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insurers and intermediaries in dealing with consumers in its 
jurisdiction, including foreign insurers selling products on a cross-border 

basis. The requirements include provision of timely, complet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consumers both before a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through to the 

point at which all obligations under a contract have been satisfied.” 

249



3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2 卷．第 1 期 
 

金保法與說明揭露辦法之規定當然適用於簡易壽險商品，

因此，簡易壽險業者於訂約前，應向其消費者充分說明簡易壽

險商品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從契約當事人

關係觀之，簡易壽險之保險人於訂約前，應向契約相對人即要

保人充分說明該保險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

簡易壽險保險人若不為充分「說明」及「揭露」，致要保人受

有損害者，依金保法第 11 條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條文所指應予

以「說明」及「揭露」，正是保險人應盡的契約前資訊義務。 

（四）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之履行時間 

茲有疑問者為法律規定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應於「契約前」

履行，所謂「契約前」究指何時？通常保險契約訂立過程，乃

於一連串提問與回答，由要保人填畢要保書後，保險人經核保

程序作出承保承諾的一整個過程，簡易壽險訂約亦同，故保險

人作出承保承諾前之任何時點皆可稱為「契約前」。 

然而，理解此問題，應從保障要保人資訊權的角度觀之，

合理的解釋應為：確立保險人說明與揭露資訊義務之目的，乃

在使要保人取得完整正確的投保及契約資訊，據以評估保險商

品是否適合自身的需要，以利最終決定是否向保險人提出要約

而締結契約。保險交易習慣，通常以出具要保書作為要約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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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保險人在草擬要保書時經常已記載某些訂約重要內容，揭

露部分投保風險，如郵政簡易壽險在要保書之注意事項已敘明

在某些情況下，保險人得解約或不予以理賠。若要保人在不瞭

解、無充分瞭解或誤解要保書及保險契約內容之真正意義時即

出具要保書，其權益極易遭受損害。因此，「契約前」應限縮

至要保人「出具要保書前」方為妥當。 

（五）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之範圍 

接續上段論述，保險人資訊義務應在「出具要保書前」履

行，故說明揭露資訊除了針對保險契約外，自宜包括要保書之

事項。《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監督管理辦法》第 52 條第 1 項：「業

務員經授權從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中華郵政

公司授權範圍之行為，中華郵政公司對其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

負連帶責任。」同條第 3 項：「第一項所稱郵政簡易人壽保險

招攬之行為，係指下列之行為：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

條款。二、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三、轉送要保文件及保

險單。四、其他經中華郵政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

故保單及其要保書之說明及揭露，實為簡易壽險招攬過程應予

重視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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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普通法近年的案例 Governey v. Financial Services 

Ombudsman & anor39指出：保險人負有揭露風險之義務，乃基

於最大誠信原則而產生之義務，它要求保險人至少必須揭露其

已知保險單所保障的風險種類或對索賠相關之所有重要事項；

而該重要事項乃作為一「謹慎被保險人」（prudent insured），

於決定是否向該保險人投保時，將會予以考量的。相同概念亦

見於 Banque Financière de la Citè S.A. v. Westgate Insurance Co. 

Ltd.40，該案例認為：一謹慎被保險人決定是否向特定保險人投

保之所有事項，包括保險契約及其要保書有關「重要內容與風

險」（ important aspects and associated risks）皆屬保險人資訊說

明與風險揭露之範圍，該特定保險人即有向謹慎被保險人說明

的義務。 

                                                
39 [2015] IESC 38. It states, “the duty of disclosure of an insurer, arising from 

the obligation of utmost good faith, must at least extend to requiring the 
insurer disclosing all facts known to him which are material either to the 

nature of the risk sought to be covered or the recoverability of a claim under 
the policy which a prudent insured would take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place the risk for which he seeks cover with that insurer.”  
40 [1991] 2 AC 249 at 268. it states, “prior to entering the insurance policy, 

insurers must disclose all known material facts with respect to the relevant 
risk or recoverability of a claim, which a prudent insured would consider in 

deciding whether to contract with the particular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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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若某事項達到左右當事人決定締約的程度，該事

項之內容即可稱為重要事項，惟保險商品呈多樣性且不斷推陳

出新，各種類型保險之契約及其要保書內容不盡相同，是否屬

重要內容與風險，仍應依具體條款內容為客觀判斷。我國說明

揭露辦法乃各種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一般指導性規定，並非每條

文皆適用於保險商品，保險業自可依不同險種之特性加以解

釋。簡易壽險契約條款及要保書內容相對單純，故說明揭露辦

法第 5 條各款 41可作為判斷「重要內容與風險」之標準。換言

之，簡易壽險契約及其要保書之內容，凡是攸關要保人一方權

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以及重要權利、義

務及責任之事項，皆屬「重要內容與風險」 42。 

                                                
41 說明揭露辦法第 5 條：「金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向金

融消費者說明之重要內容如下：一、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權

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二、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

或服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三、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

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四、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五、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

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之管道。六、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事項及其他應說明之事項。」   
42 以郵政簡易人壽六年期吉利保險（104 年 7 月 31 日依 104 年 6 月 24 日金

管保壽字第 10402049830 號函修正）為例，契約內容有 10 項可認定為「重

要內容與風險」，分別是：一、契約撤銷權；二、保險責任之開始與契約

效力停止、恢復及終事由。三、保險期間及給付內容。四、告知義務與契

約解除權。五、保險事故之通知、請求金應備檔與協力義務。六、除外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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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書上對要保人一方不利益，以及投保風險之事項，可

認為是「重要內容與風險」。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簡易

人壽保險要保書」 43為例，在其業務員聲明事項明定：「一、

要保書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告知事項、聲明事項及違反告知義務

的後果，確經本人（業務員）向要保人、被保險人解說清楚；

告知事項及聲明事項並經要保人、被保險親自確認後簽名無

誤。二、要保書告知事項，確由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自填寫，

並已確認要保人、被保人及受益人身分無誤。三、要保書交予

要保人填寫時，已將保險契約條款樣本併同交付要保，供其審

閱；並提供投保須知及要保書填寫說明書填寫說明例示，供其

參考。四、本人（業務員）已確實告知要保人分紅保險單之保

單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會變動為較高或較低之數字，

本人（業務員）未向要保人作任何保證。」以上四點聲明的重

點皆在應善盡說明之責，郵政壽險業務員於要保書出具前，應

主動向要保人說明並使其瞭解違反該事項可能帶來解約的法律

效果。    

                                                                                                        
任及受益權之喪失。七、保險金額與期間之變更。八、保險單借款。九、

受益人之指定、變更與要保住所通知義務。十、請求權消滅時效。參見中

華郵政壽險資訊公開：5-2 契約條款，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 
Insurance/index.jsp?ID= 40301（最後瀏覽日：10/ 10/ 2015）  

43 民國 97 年 12 月 3 日金管會（97）金管保二字第 09700181260 號函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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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當調查義務 

（一）適當調查義務之意義與目的   

保險人適當調查義務係指於保險契約訂立過程中，保險人

不能僅仰賴要保人一方之告知，作為決定承保與否，估計危險

及確定保險費之唯一根據，而應在合理的限度內對保險有關重

要事項加以適當的調查，以利準確估算控制風險 44。人壽保險

之保險人於核保過程中，一旦從要保人一方提供或從查詢所獲

得的資訊，顯示存有「善意誤述之可能性」 45（possibility of 

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保險人即應履行適當調查義務。 

調查義務源自於保險契約最大誠信原則，由於消費者保險

之要保人對於危險承受能力、保險專業知識、判斷危險性質能

力皆不如保險人，課以保險人適當調查義務正可以彌補要保人

締約之弱勢，避免保險人嗣後濫用契約解除權，在事故發生後

以對方未盡告知義務為由拒絕保險賠償。另一方面，保險人適

當調查義務亦以對價平衡原則為基礎，若保險人「明知或可得

                                                
44 Andrew Lauersdorf & Beth Cupani, Supreme court: Notice, Duty to investigate 

and Proof of Loss under Ors 742.061, in: OADC Practice Group eds., 
INDEMNITY WITHOUT FAULT, 13-14 (2010). 

45 Robert E. Keeton, supra note 27, at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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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某事實，儘管要保人一方未告知該事實，仍不致影響保

險人對危險之估計，故要求保險人對可得而知的事實必須適當

地調查誠屬合理。 

由此可知，保險人適當調查義務與要保人一方告知義務，

乃平衡當事人義務的一體兩面，兩者相輔相成，共同在保險締

約過程中確定危險的真相。保險人不得以要保人一方負有告知

義務而忽略適當調查義務，要保人一方亦不得以保險人負有適

當調查義務而不盡告知義務 46。 

（二）適當調查義務之法源  

保險人調查義務的概念濫觴於英美保險法學界 47，美國於

二十世紀初已出現雛形的案例，於 1914 年堪薩斯州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of Kansas） 在 Humble v. German A. Ins. Co. 48

判決提及：保險人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被保險人 49 因對問題「無

                                                
46 施文森（2001），《保險法判決之研究〈總則編〉下冊》，頁 375，台北：

作者自版。 
47 Julie-Ann Tarr, DISCLOSURE AND CONCEALMENT IN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S, ch.4 (2002); R. E. Keeton, INSURANCE 
LAW: BASIC TEXT, ch.6 (1971). 

48 92 Kan. 486, 141 P. 243.  
49 英美法系認為保險契約當事人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被保險人基於保險契

約當事人之地位，契約訂立前負有告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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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悉」（without the knowledge）而未回答或回答不完全，在「無

隱匿或詐欺行為」（no concealment or misleading conduct）情形

下，保險人有「進一步查詢」（further inquiry）的義務，若保

險人未再查詢即簽發保險單，視為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得主張

的抗辯為「棄權」 50（waiver）。 

二十世紀 90 年代英國案例 Ellingwood v. NN Investors Life 

Insurance Co. 51指出：保險人於核保時對於從被保險人處所獲得

的資訊，其中存在不實之可能，保險人即有義務對該事項進一

步適當之調查。事實上，保險人適當調查義務是從英美法系之

「謹慎簽單保險人」 52（prudent underwriter）  的概念而來。

Associated Oil Carriers v. Union Ins. Society53一案對此概念提出

解釋：所謂謹慎簽單保險人係指具有與當時市場其他相同知識

經驗之保險人而言 54；此概念提出後，已陸續被普通法案例所

                                                
50 棄權通常運用於英美契約法，契約當事人一方知悉對方違約或意圖違約，

卻做出某種明確行為表示其不加反對甚至同意時，即可構成棄權。一旦棄

權，其法律效果為作成棄權之當事人原有某種契約上的權利，暫時地或永

久地喪失。林昭志、陳冠甫（2013），〈論誠實信用原則之具體化適用—以

權利失效、棄權與禁止反言為中心〉，《財產法暨經濟法》，35 期，頁 88-89。 
51 111 NM 301; 805 P 2d 70 (1991).  
52 Robert Merkin, INSURANCE LAW: AN INTRODUCTION, 40-42 (2014). 
53 [1917] 2 K. B 184. 
54 Id. at 192. Atkin J stated, “I think that this standard of prudence indicates an 

insurer much too bright and good for human nature’s daily food. There se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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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55。保險人基於「謹慎標準」 56（standard of prudence），

如在訂約前對已取得的相當資訊具有調查原因或理由，應為調

查而未調查者，屬於未履行適當調查義務，保險人即不得以違

反告知義務主張解除契約。 

至於我國保險法制，適當調查義務亦可從保險法第 64 條推

演而出，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亦相同意旨。保險契約究竟承保何

種危險以及如何評估承保之危險，保險人自然比要保人一方具

有更多的專業知識，故要保人一方僅須針對書面詢問為告知，

其理由在此，而保險人的書面詢問在本質上則屬調查。保險人

在決定承保與否前為估計危險所作的書面詢問，以及就要保書

                                                                                                        
no reasons to impute to the insurer a higher degree of knowledge and 
foresight than that possessed by the more experienced and intelligent insurers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that market at that time.” 
55 AXA Versicherung AG v. Arab Insurance Group [2015] EWHC 1939 (Comm); 

Garnat Trading & Shipping Pte Ltd v. Baominh Insurance Corporation [2011] 
1 Lloyd's Rep 366 at 135; North Star Shipping Ltd & Ors v. Sphere Drake 

Insurance Plc & Ors [2006] EWCA Civ 378; Barclay Holdings Pty Ltd v. 
British National Insurance Co Ltd (1987) 8 NSWLR 514; Container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Inc v. Oceanus Mutual Underwriting Association Ltd 
[1984] 1 Lloyd's Rep 476; Avon House Ltd v. Cornhill Insurance Co Ltd 

(1980) 1 ANZ Insurance Cases 60-429; Babatsikos v Car Owners Mutual 
Insurance Co Ltd [1970] VR 297. 

56 Supra not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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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覆先以「文件檢查」57，乃專業者應盡之注意義務。凡經由

此詢問或檢查而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者，應即予調查，若經適

當調查即可獲知的事項，保險人不得與要保人一方之隱匿或遺

漏不為說明或不實說明相對抗 58。  

儘管我國法制對於保險人適當調查義務尚無法條明文，然

而從法院判決細加探究，事實上已趨於肯定保險人適當調查義

務 59。在普通壽險之體檢件，保險人之危險估計除了倚賴要保

人一方之告知外，還須指定特約醫師檢查被保險人之身體，兩

者併行以利發現被保險人健康狀況之真相，體檢醫師在解釋上

屬於保險人之特約代理人，代理保險人處理體檢事務，倘要保

人一方對於被保險人以往所患之疾病雖未告知，但為醫師體檢

時所發覺，或醫師以通常診查即可發覺而未發覺之疾病，得類

推適用保險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規定，視為保險人所知情。 

                                                
57 文件檢查（documentary check），係指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對要保人一方在

要保書所填寫事項作文件上的查核，經此查核若發現有明顯缺漏或錯誤，

應通知他方於相當期間內補齊或修正。 
58 施文森（1987），《保險法總論》，頁 162，台北：作者自版。  
59 最高法院 61 台上字第 3121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57 年上字第 975 號判

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60 年訴字第 2713 號判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59
年訴字第 5708 號判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57 年訴字第 3985 號判決以及

民國 72 年 5 月 2 日司法院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研究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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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免體檢件仍有適當調查義務適用，保險人於收受要保

書後，若對其書面詢問所作之告知存疑，但只要進一步詢問即

可知悉者，或僅需從被保險人同意蒐集之個人資料稍加查證即

可獲知者，二者同樣得類推適用第 62 條第 2 款，視為保險人已

知。據此，縱令要保人一方對於保險人「依通常注意所應知，

或無法諉為不知」之事項未盡告知義務，保險人亦不得據以解

除契約。 

即便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號判決認為：「保險法第

62 條第 2 款所定不負通知義務，係指保險契約訂立後，危險增

加，依通常注意為保險人所應知或無法諉為不知者之情形而

言，與本件係訂約前違反告知義務，尚屬有間，而無可援用。」

然而，依體系及目的性解釋作全盤考量，站在保障保險消費者

權益的立場，保險法第 62 條第 2 款仍有必要類推適用於「契約

前」 60。  

（三）簡易壽險之適當調查義務 

簡易壽險具免體檢之特質，保險人更應嚴格要求業務員於

招攬業務時，務必使要保人充分了解契約內容，以及使要保人

                                                
60 江朝國（2013），《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二卷保險契約》，頁 528，台北：

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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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知悉對書面詢問不實告知可能發生之後果。在業務員在收

受填畢之要保書後，應本於專業者注意義務對要保書作文件檢

查，若發現有明顯錯誤者，應向要保人一方查證並使其更正之，

若對要保書所告知事項存有疑問者，應予以調查。儘管簡易壽

險不以體檢為調查方法，但仍得透過面晤被保險人，直接詢問

其健康狀況，或在必要時要求被保險人提供相關醫院診斷證明

等其他非體檢方法進行調查 61。該文件檢查與非體檢方式作調

查皆屬保險人之義務，在此業務員對保險人之關係，應解為業

務員係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故凡依業務員通常地、適當地檢

查或調查所發現或即可發現之事實，保險人不得以告知不實為

理由而解除契約。 

值得注意的是，現行我國法規定保險業包括簡易壽險業調

查被保險人的個人資料，須以獲得資料主體同意為前提。保險

法第 177 之 1 條第 1 項：「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於經本

人書面同意，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醫療、健康檢查之個

人資料：一、依本法經營或執行業務之保險業、保險代理人、

經紀人、公證人。二、協助保險契約義務之確定或履行而受保

險業委託之法人。三、辦理爭議處理、車禍受害人補償業務而

                                                
61 George L. Head & Stephen Horn, ESSENTIALS OF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Volume II, 4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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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保險事務財團法人。」然而本項僅列舉

「病歷、醫療、健康檢查」三項敏感性個人資料，與現行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6 條所揭示之「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項目較小。故宜修正第本項，使敏感性

個人資料的內涵增加為「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

查及犯罪前科」，俾使二部法律的認知縮小。另外。保險業即

使在已取得書面同意之下，合法進行蒐集、處理或利用資料，

仍應符合目的性，遵守比例原則。據此，仍宜將蒐集的情形告

知資料主體，使其有機會了解個人資料被蒐集及被使用的情

況，保障資料主體就不正確或不完全的資料能有機會加以修

正、補充或更新 62。 

                                                
62 羅俊瑋（2012），〈由個人資料保護論保險法第一七七條之一之妥適性？〉，

《月旦法學雜誌》，206 期，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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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違反詢問告知與謹慎核保原則之效力 

—以台北地院97年度保險字第32號判決為討論對象 

截至目前，我國法院關於簡易壽險契約前告知義務的實

務，最高法院尚未有判決，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共有三件，各地

地方法院共有九件，該十二件無論高院或地院之案件，其判決

理由頗相似。亦即簡易壽險之保險人多僅舉證要保人於要保書

上未為據實勾選，法院多以「縱未故意，亦有過失」而認定要

保人違反告知義務。 

在既有的判決中，屬台北地院 97 年度保險字第 32 號判決

（以下簡稱系爭判決）最具參考價值。系爭判決所涉及郵政簡

易「定期壽險」63（ term life insurance）之要保人，以他人為被

保險人並指定自己為受益人，而透過保險業務員向郵政公司投

保，該件當事人及關係人甚至可延伸討論的議題，相較其他案

件為多。本文即以系爭判決之事實、當事人兩造攻防以及判決

                                                
63 相對於終身壽險，定期壽險為契約中訂定一定期間為保險期間，若保險人

在保險期間死亡，保險人即應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若保險期間屆滿被保險

人仍生存，保險契約中止，保險人自保險期間屆滿之日起，不負給付保險

金之責。壽險業者販賣定期保險，依其保險期間，稱為 1 年定期壽險、5
年定期壽險、10 年定期壽險等。參見張仲源、曾郁仁、林鴻鈞等（2005），

《人身風險管理與理財》，頁 294 以下，台北：智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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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討論對象，藉以釐清違反詢問告知原則以及謹慎核保原

則所產生之法律效果。 

一、法院案例事實與判決 

（一）事實摘要 

原告（要保人）於 2006 年間，因被告（保險人）郵政公司

之承辦壽險業務之行員林○○的招攬，在林○○知悉原告之夫

簡○○罹患糖尿病卻向原告聲稱因病繼續治療不影響續保之情

形下，遂以其夫簡○○為被保險人，向被告續保郵政簡易六年

期吉利保險，保險金額一百萬元，保險期間自 2006 年 5 月起六

年，受益人為原告本人。嗣簡○○於 2007 年 9 月間因心因性休

克死亡，原告於是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被告以原告明知被

保險人簡○○於投保前已患有糖尿病，但未於要保書「被保險

人告知事項」勾選此病史，實已違反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之告知

義務，被告自得解除契約，拒絕向受益人給付保險金。 

（二）當事人主張與法院判決之摘要 

原告起訴主張：（一）原告以其夫簡○○為被保險人，向

被告投保郵政簡易 6 年期吉利保險，期間自 2006 年 5 月起 6 年。

嗣被保險人簡○○於 2007 年 9 月間因心因性休克死亡，爰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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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給付保險金及遲延利息。（二）原告並無不實告知：原告

自 1991 年起即以簡○○為被保險人，向被告郵政總局投保，被

保險人於 1998 年間因糖尿病住院時，原告曾向任職被告承辦壽

險業務行員林○○詢問：「可否因簡某患糖尿病而請領保險

金？」當時林○○向原告回答：「須被保險人死亡才得請求保

險金」。2006 年 5 月間原告因林○○之招攬而為簡○○某辦理續

保，而續保係由林○○至原告家中填寫要保書，並填寫要保書

上「被保險人告知事項」欄各項詢問，林○○知悉被保險人簡

○○上開因病接受治療情事，惟稱繼續治療不影響系爭保險契

約。原告並無未盡告知義務，被告就其職員林○○不實記載之

過失，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之責任。（三）否認原告及被保

險人簡○○於要保書上簽名。 

被告辯解之摘要：被保險人簡○○於投保日前已患有糖尿

病，惟原告及被保險人簡○○於要保書中之「被保險人告知事

項」欄位均勾填否，並於要保書「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聲明書項」

欄位所載確認無誤之聲明下分別簽名蓋章，則原告及被保險人

簡○○顯未盡據實告知義務。故被告依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15 條

解除該保險契約拒絕保險金之給付，並無不當。 

法院判決：（一）系爭保險契約係於 2006 年 5 月 9 日所訂

立，則簡○○於訂立契約前即已有糖尿病之診斷，此應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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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告所明知。且簡○○訂約前所患糖尿病，對其死亡原因

亦有影響，則該隱匿、遺漏或不實說明，已足以變更或減少保

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二）原告雖辯稱：本件係由被告職

員林○○所招攬，林○○對簡○○患有糖尿病之情形知之甚

詳，且續保係由林○○代為填寫要保書等語，此等辯稱依證據

法則，為法院所不採。（三）本件原告既有被告所指於契約訂

立時有明知被保險人有糖尿病而違反告知義務之情事，則被告

依約解除契約自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即

無理由。 

二、詢問告知原則之效力相關議題 

目前簡易壽險實務上所面臨的保險爭議，有集中於要保人

一方違反告知義務之情形，且相當比率之問題源自於與承辦行

員亦即業務員代填要保書，以及業務員之知悉得否等同保險人

之知悉的議題有關。壽險業於招攬過程中，業務員為取得業績，

經常便宜行事，但在要保人一方不全然明瞭告知義務之重要

性，又不熟悉法律效果之嚴重性的情形下，往往導致其權益受

損，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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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詢問告知原則下由業務員代為填寫要保書之效力 

原告主張系爭保險契約係由被告之職員林○○至原告家中

代填寫要保書，因簡易壽險之要保人一方對要保書之填寫知識

能力較為欠缺，授予保險業務員代為填寫，在實際運作屬常態。

基本上，業務員在代填時並無代理之意旨，在不以要保人一方

名義為之的情形下，業務員不符民法第 103 條代理人之要件，

而係以要保人一方之「機關」 64地位受其指示填寫該要保書，

業經要保人一方簽名確認，縱使要保人一方事後不承認，亦不

影響要保書填寫之效力。 

茲有疑問者為，若要保書詢問事項由業務員代為填寫，但

業務員為虛偽之記載，其效力為何？依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1

項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告知，惟該

項義務之履行方式並未有特別規定，因此縱使業務員代填要保

書時未據實填寫或勾選，但相關事實足以證明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於書面詢問過程對詢問事項已理解其內容，則仍屬違反本條

所規範之義務。 

                                                
64 代理人經本人之授權，於代理權限內仍得自行決定如何行使，然機關則僅

能遵守本人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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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現今郵政簡易壽險要保書在被保險人告知事項印有

「本項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務必親自據實填寫，嚴禁業務員代

為填寫」之警語，倘使未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同意而代為填寫，

須另依簡易人壽保險監督管理辦法第 55 條第 1 項第 7 款與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7 款為相當之處分，但此為保

險監理之行政法規，仍無礙判斷要保人一方於訂立契約時違反

告知義務。在書面詢問事項由業務員代為填寫或勾選，倘業經

要保人一方審閱要保書並於其上簽名，即不能就違反告知義務

之效果諉為不知，並因此免除要保人一方之告知義務，於此情

形，保險人仍得依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2 項行使契約解除權。 

（二）詢問告知原則下業務員已知被保險人病史之效力 

系爭判決提及辦理郵政簡易壽險的郵局行員林○○，在訂

立契約前已知悉被保險人簡○○因糖尿病接受治療，原告並無

違反告知義務之情事。可探究的議題為，業務員如於締約前已

知悉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保險人得否於締約後再以要保人一

方違反告知義務為理由，主張解除契約？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

第 179 號以及 91 年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採否定見解，論點大

致為：要保人曾告知業務員關於被保險人患病情形，而業務員

乃保險人招攬保險之使用人，自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224 條關於

履行輔助人之規範，業務員明知被保險人患有相關疾病，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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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知悉該項疾病，於代要保人填寫要保申請書時，縱在書

面上為不實之告知，保險人仍不得以要保人就該書面詢問未據

實告知為由而解除契約。 

惟最高法院上開二號判決之論點實有待商榷，因其得否適

用履行輔助人的概念，必先釐清保險人與業務員的關係，民法

第 224 條適用債務人於履行債務時，依其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

意或過失，據以認定債務人之故意或過失。對於契約前之書面

詢問告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義務人而保險人是受領權人，

並非保險人處於債務人地位而藉由業務員為其履行特定的債

務。 65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援引民法第 224 條，認為保險人履行

債務而以業務員為履行輔助人，如此觀點頗不適當。本文認為

縱使保險人之業務員或其他履行輔助人於締約前已知悉應告知

之事項，但只要要保人一方對於書面詢問不據實告知，保險人

即得主張違反告知義務而解約。 

 

                                                
65 保險人之業務員是否有告知義務受領權？有學者持肯定見解，認為壽險之

招攬實務中，要保人與招攬業務之業務員接觸機會最為頻繁，若不賦予業

務員對於要保人一方告知義務的受領權，實不合理，且對於要保人之權益

有失保障。故壽險業務員應承認其有告知義務權。參見潘秀菊（2008），《人

身保險實務》，頁 64，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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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謹慎核保原則之效力相關議題  

保險人通常係透過業務員履行謹慎核保原則下的各種義

務，保險人與業務員間存在類似債務人與其代理人或使用人間

的關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224 條履行輔助人之規定，保險業

務員之故意或過失即是保險人自己之故意或過失，保險人對於

業務員締約過失，在民法上應依第 245 條之 1 負責。若保險業

務員招攬業務行為致要保人或被保險權利受有損害，須負侵權

行為責任，而與保險人之間成立不真正連帶的債務關係。 

以上見解已為實務所肯認，高雄地院 97 年保險簡上字第 4

號判決指出：「上訴人（保險人）○○公司之業務員，屬上訴

人之使用人，應類推民法第 224 條之規定，從事業務招攬之人

如有過失，保險人應與自己過失負同一責任，故上訴人應就○

○（業務員）之過失造成被上訴人（被保險人）之損害負賠償

責任。」 

（一）未確實評估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對保險商品適合度之效力 

從系爭判決可延伸討論，原告為其夫簡○○辦理續保時，

郵局職員林○○招攬業務在已知悉簡○○罹患糖尿病情形下，

是否有為要保人的需求與被保險人的體弱評估「郵政簡易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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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吉利保險」確實符合其需求？保險人若未盡適合度評估義

務，其責任為何？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金保法施行後，若保險

人違反金保法第 9 條第 1 項適合度評估義務，要保人得依同法

第 11 條向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又適合度評估義務屬於「契約前」之義務，若違反屬於締

約上過失之範疇，其責任宜類推適用民法債務不履行之體系，

以債務人（保險人）可歸責為要件，若債務人（保險人）主張

其不可歸責者，應負舉證責任。保險人若違反適合度評估義務，

要保人僅須證明保險人（債務人）有給付義務以及保險人未依

債務之本旨而為給付，而無須證明可歸責事由，亦即無須證明

保險人是否有故意或過失，據此，似乎對要保人一方有利。然

而，實務上要保人若以保險人違反適合度評估之義務為理由而

請求損害賠償，並不易成功。原因在於：要保人雖不負證明保

險人有何可歸責事由的責任，但是保險人未依債之本旨而為給

付之證明，證明保險人未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

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9 條 66於契約前應考量適合度之事項，涉

及保險專業知識，證明難度頗高。 

                                                
66 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9 條：「保險業在

提供金融消費者財產保險及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務前，應考量之適合度

事項如下：一、金融消費者是否確實瞭解其所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

品。二、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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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簡易壽險於實際運作上，中華郵政公司製作「郵政壽

險顧客投保權益確認書」之上印有：「中華郵政公司為鑑別顧

客投保適合度，以符合保戶真正之需求，敬請台端（要保人）

親自勾選或填覆下列事項：1.請問台端（要保人）是否已瞭解

本次及未來分次所繳的保險費是用來購買保險商品解在您可負

擔的經濟範圍內。2.請問台端（要保人）是否已充分瞭解本保

險契約內容，含保險種類、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等皆為台端

（要保人）所需要，並與您的需求相當……（以下略）。」之

字句。要保人於出具要保書時，通常會被要求在上述保險人關

於「已鑑別顧客投保適合度」的確認書上予以確認，一旦業經

要保人勾選「是」並簽名者，則具有「表面證據」67（“prima facie” 

evidence）的效力，據此推定保險人已盡適合度評估義務。若要

保人主張保險人未履行該義務，此時舉證責任則已轉換至要保

人，倘使要保人真能證明保險人存在未說明、不實說明或不為

明確說明者，法院才得依據證據法則，推翻要保人在適合度確

認書上簽名之證據效力。 

                                                                                                        
相當。三、金融消費者如係購買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應瞭

解客戶對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 
67 又稱初步證據，係指表面上充分有效的證據，在法律上足以證明當事人請

求或抗辯所依據的事實。但對方當事人得提反證推翻，在法院審判時，法

官應對各種證據進行綜合比較與權衡。 

272



簡易人壽保險詢問告知與謹慎核保原則之研究  61 

 

再者，金保法第 11 條但書將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給具

專業能力之金融服務業者，如此舉證責任倒置運用於簡易壽

險，則產生必須由保險人證明損害發生與未盡適合度評估義務

間無因果關係，方可免責之效果 68。然而，目前中華郵政公司

只要提出經要保人簽署之「郵政壽險顧客投保權益確認書」，

即可證明自己已盡充分瞭解簡易壽險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適合

度之義務，故要保人若依其保險人違反金保法第 9 條第 1 項而

主張該法第 11 條損害賠償之權利，請求成功的機率並不大。 

（二）在不實資訊說明下而訂立契約之效力  

系爭判決之原告先前已因郵局行員林○○之業務招攬而投

保，在約滿決定是否續保時，因林○○對其聲稱糖尿病繼續治

療不影響續保，遂為其夫簡○○辦理續保，本件對是否因郵局

行員勸誘而訂約之情事並無太多琢磨。茲有疑問者為，若保險

業務員於招攬業務過程中違反資訊揭露與說明義務，致要保人

被誤導而締約，其效力為何？基本上，要保人得以保險人違反

金保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重要內容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亦即未

盡說明揭露辦法第 5 條第 1 至 6 款 69所規範定契約前應向要保

                                                
68 林繼恆（2012），《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107-111，台北：

台灣法學。 
69 說明揭露辦法第 5 條：「金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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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明之重要內容，以此為理由，再依同法第 11 條向保險人請

求損害賠償。此外，民法之締約過失亦得為請求權基礎，但要

件相對嚴格，如要保人對要保書及契約上有關訂約重要事項為

詢問，業務員卻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要保人在無過失情

形下因誤信而受有損害，亦即構成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規範之要件者，要保人得請求保險人負締約過失之賠償責

任。 

無論要保人依金保法第 11 條或民法第 245 條之 1 為請求

時，可歸責保險人之舉證責任，自應與上述之適合度評估義務

違反相同，皆宜類推適用民法債務不履行之舉證法則。目前郵

政簡易壽險之運作，要保書出具時要保人會被要求「商品重要

內容應揭露風險告知暨投保權益確認書」簽名確認後一併交付

保險人或其業務員，以玆證明保險人已盡說明與揭露資訊之義

務。另外，郵政公司所使用的郵政簡易人壽保險要保書 70，在

                                                                                                        
融消費者說明之重要內容如下：一、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權

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二、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

或服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三、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

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四、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五、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

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之管道。六、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事項及其他應說明之事項。」 
70 核准日期及文號：92 年 11 月 20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5163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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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特別注意事項有一條款：「本人（要保人）

已了解分紅保險單之保單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會變動

為較高或較低之數字，銷售人員已確實告知上述情事。」因此，

一旦「商品重要內容應揭露風險告知暨投保權益確認書」或要

保書之「保單紅利銷售人員已確實告知」條款經要保人簽署，

要保人若再主張對方未盡說明義務而請求損害賠償，必須舉證

推翻先前的簽署，舉證十分不易，故請求權行使將困難重重。 

（三）簡易壽險保險人或其業務員未盡適當調查義務之效力 

目前中華郵政公司所使用的郵政簡易人壽保險要保書，在要

保人及被保險人聲明事項均要求：「一、本人（被保險人）同意

貴公司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

人資料；二、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貴公司就本人之個

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

利用之權利。」據此，在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同意使用其部分個人

資料之情形下，中華郵政於收受要保書而尚未為承保前，若就要

保書所填寫之健康狀況若有所存疑，應由中華郵政負責儘速調查

有無過去診病紀錄，不宜於事故發生後，再對被保險人授權使用

的個人資料進行搜集，以作為解約之理由 71。 
                                                
71 為因應壽險被保險人未盡告知義務事故發生後發現前往就診病歷紀錄而

予解約造成理賠糾紛之相關措施，財政部（63）台上財錢字第 188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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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壽險保險人適當調查義務不完全履行或不履行，其情

形可能有三：其一、郵政壽險要保書之被保險人告知事項最後

一欄：「上列三至十一項中，如勾選是者，請註明項號並將病

名、症狀、就診醫院、大約治療期間、經過及結果詳填在本欄。」

故於要保書出具後，業務員當即作文件檢查，若存在明顯錯誤

者，如最後一欄不為填寫但卻於之前三至十一項勾選「是」，

此時就應向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再詢問是否錯勾或漏填，若是應

使其更正或補正，倘使不為之者，係屬適當調查義務不完全履

行。其二、郵政公司於要保書之業務員報告書上明定，要求業

務員務必親自會晤被保險人並親見被保險人及要保人於要保書

上親簽，並就被保險人之體格、視聽能力、面色、步行狀態、

身體缺陷、精神狀況、嗜好、是否從事危險性較高之活動或運

動等事項作成「被保險人體格紀錄」。會晤被保險人於本質上

屬適當調查義務之履行，若於會晤時就被保險人外表，以謹慎

保險人注意之程度即可察覺其體格異常而未察覺者，此亦屬適

當調查義務不完全履行。其三、倘使業務員於要保書出具前從

未會晤被保險人，自無法從外觀上察覺被保險人體格正常與

否，亦無從作成「被保險人體格紀錄」，如此當屬保險人適當

調查義務不履行。 

                                                                                                        
函指示：「……接受保險日後，應由公司負責儘速調查有無過去診病紀

錄；不宜於事故發生後再搜集紀錄作為解約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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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情形，屬於依通常注意為保險人所應知或無法諉

為不知者，應類推適用保險法第 62 條第 2 款，要保人一方無須

另為告知，其不為告知亦不構成隱匿或遺漏，因上開情形屬依

一般謹慎保險人應為調查而未調查，足以認為適當調查義務有

所未盡，簡易人壽保險人不得再依《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2

項主張解除契約。 

陸、建議與結論 

我國《簡易壽險法》制定 1935 年，迄今歷經 13 次修法，

然對於告知義務條文僅有 1992 年一次修正，增加細部規範雖解

決了部份爭議，但它仍然存在缺失。至於《金保法》於 2011 年

制定公布，迄今的時間仍不長，該法揭示的適合度評估義務以

及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運用於簡易壽險其施行成效如

何，尚有待觀察。然違反該類型之義務，究竟應採何種歸責原

則，似乎仍有疑問。從上述章節之探討可歸納出現行法的缺失，

本文提出建議並作出結論。  

一、建議 

（一）詢問告知相關規範之建議 

其一，《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1 項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同列為告知義務人，頗不適當，因兩者只要其中之一據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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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書，另一人縱使未填寫仍不影響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如

此告知義務難謂未履行。為避免誤解起見，建議將第 15 條第 1

項文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

應據實說明。」條文文句中之「及」修正為「或」，方為合理。 

其二，《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此條

文不妥當之處在於為何「隱匿」限於故意而「遺漏」限於過失？

如此之區分並無實益。究其本條立法目的在於避免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故意或過失不履行告知義務，至於行為態樣究竟是「隱

匿」或是「遺漏」應不是本條規範之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 2 月公布《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其內容已修正為：「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

為不實之說明……」茲有疑問者為，若要保人因過失遺忘而錯

誤說明，依新修正《保險法》條文是否仍屬違反告知義務？基

本上 2015 年 2 月之修正，刪除「故意」、「過失」之文字而改

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文義解釋

似僅限於要保人之「故意」作為或不作為，至於過失遺漏或因

過失而錯誤說明，保險人仍不得解約。依新修正之條文，保險

人基於要保人一方違反告知義務而產生之契約解除權，權限明

顯比舊條文小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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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簡易壽險保險人基於對方違反告知義務而生之契約解

除權，一旦要保人一方有過失即可行使。據此，締約地位低且

最需受保護之簡易壽險要保人一方，彼等告知義務所負的責任

竟比普通保險契約來得重。姑且不論 2014 年修正之《保險法》

第 64 條第 2 項內容是否妥適，《簡易壽險法》第 15 條第 2 項

並未跟隨保險法之修正而調整，造成解約權限寬嚴失衡的現

象。期盼今後立法者能對告知義務有關的保險法律作全盤檢

討，立法或修法需考量是否與其他法律配合，力求法律體系之

一貫性。  

（二）謹慎核保相關規範之建議 

在現行法律下，簡易壽險之保險人若不履行《金保法》第

9 條適合性評估義務或第 10 條資訊說明與風險揭露義務，致要

保人一方受有損害者，其法律效果依同法第 11 條，保險人對要

保人一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疑義者為，《金保法》第 11 條

所規範之金融服務業之責任程度為何？該條立法理由 72指出：

                                                
72 金保法第 11 條立法理由：「一、金融服務業違反前條規定應對金融消費者

說明而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

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金融消費者之損害非因其

未盡說明或揭露風險義務所致者，不在此限，爰為本條規定。本條規定金

融服務業之責任為無過失責任，並將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轉換由金融服務

業負擔。二、相對於金融消費者，金融服務業具有在資訊、交涉能力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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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規定金融服務業之責任為『無過失責任』，並將因果關

係之舉證責任轉換由金融服務業負擔。」再者：「相對於金融

消費者，金融服務業具有在資訊、交涉能力上之高度優越地位，

故應課予高度責任。」另提及：「參考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據此，《金保法》課予金融服務業者適合度評

估及資訊提供與風險揭露義務所生的責任，與《消保法》課予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確保安全性之

義務所生的責任，皆定位為「無過失」責任。 

然而，立法者將《金保法》第 11 條規範之責任與《消保法》

第 7 條之責任認定是相同性質，頗不適當。究其實際，《金保

法》第 11 條之責任乃源自金融服務業「違反義務的行為」 73，

而《消保法》第 7 條企業經營者之責任係源自「違反確保商品

                                                                                                        
高度優越地位，故應課予高度責任。在此情形下，即使業者所銷售者為其

他業者所發行之金融商品，該銷售業者等亦不得主張其不知悉該商品之風

險而無從說明，並主張免責。又本條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係金融服務業，

金融消費者無須先向其受僱人求償，金融服務業亦不得主張民法第一百八

十八條第一項但書免責規定之適用。三、參考日本金融商品銷售法第四條

及我國消保法第七條規定。詳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草案（含總說明），

《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第 1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http://lci.ly.gov.tw/ 
LyLCEW/agenda/02/word/07/07/16/LCEWA01_070716_0106.doc（最後瀏覽

日：11/ 11/ 2015）。  
73 葉啟洲（2013），〈台灣保險消費者之資訊權保護—以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

說明義務規範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14 期，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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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類似

「擔保責任」，兩種責任在本質上即有不同，不宜混為一談。 

《金保法》第 9 條及第 10 條所規範的義務，屬於締約前的

給付義務，金融服務業違反該等義務所應負的責任，宜類推適

用民法債務不履行之規範。建議《金保法》第 11 條於今後修法

時，參考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之文句，將該法條前段文句修正

為：「因可歸責於金融服務業之事由，而違反前二條規定，致

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據此，簡

易壽險之要保人以金保法第 11 條請求賠償時，仍應以可歸責於

保險人之事由（故意或過失）為前提，倘以無過失責任要求之，

在責任體系上顯不適當。 

再者，為確立簡易壽險之保險人履行適當調查之義務，本

文建議簡易壽險法宜增訂二個條文：第一、「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據實說明前，保險人應先踐履其文字形式詢問義務並告知其

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74」第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未說明事項，如為保險人所應知悉或無法諉為不知者，不負說

                                                
74 何思湘（2010），《保險法第 64 條有關據實說明義務之研究》，立法院全球

資訊網，http://www.ly.gov. tw/05_orglaw/search/lawView.action?no=11458

（最後瀏覽日：11/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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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義務。」藉著法律明文，以降低簡易壽險因違反告知義務

而被解約之可能性，進而保障要保人一方之權益。 

二、結論 

保險契約基於特殊性，原本就存在當事人資訊不對等問

題，要保人一方卻對保險標的及其危險最為知悉，保險人無法

有效控制保險標的之資訊，告知義務制度於是產生。另一方面，

保險人對於保險契約條款的制定，保險商品的資訊掌握上處於

相對優勢。實際上，要保人之締約地位依其險種而呈現「寬廣

的光譜」75（wide spectrum）般的漸層分布，最高者為商人保險，

如海上保險、再保險等，締約雙方地位尚屬相當；次為商業保

險，如商業性地震險、商業火災險等，要保人地位已不如保險

人；再到以定型化契約為締約方式的消費者保險，如財產保險

之自用汽車保險、住宅保險等，以及人身保險之健康保險、傷

害保險等，彼等要保人地位完全不能與保險人相抗衡。至於簡

易壽險之要保人，更屬於弱勢中的弱勢，有必要在制度上給予

較多的保護。據此，課以保險人較多的義務，亦屬必要。 

                                                
75 Jon Turnbull & Michelle Radom, Insurance Contract Law Reform Proposals 

in the U.K., in: GLG Global Legal Group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 TO INSURANCE & REINSURANCE, 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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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詢問告知原則，簡易壽險在於運作上不宜設計過度繁

複的要保書，僅需將影響危險估計之事項以明確文字列於詢問

欄，由要保人一方勾選所列問題，或以其他簡易方式盡其告知

義務已足。蓋簡易壽險之消費者為一般民眾，對於何謂「足以

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普遍缺乏認知，所以保

書詢問事項倘不完備，係保險人之詢問不完備，不應苛責要保

人一方未盡告知義務。凡要保書所未列者，視為不影響保險人

對危險之估計，如此解釋，始能保障簡易壽險消費者之權益。 

簡易壽險屬性為消費者保險，具有完全的附和性，保險人

大量印製固定格式要保書以及保險單，要保人對要保書的內容

無法修改，對於保險人事先已確定的條款只能只能全部同意或

全部不同意，要保人毫無機會與保險人約定權利與義務。如此

一來，極易因要保人一方的善意無知，導致法律要件缺乏或不

符契約條件，倘若保險人以此為由進行抗辯，拒絕承擔保險賠

償責任，造成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不對等之情形。基於保

護締約弱勢的一方，保險人「謹慎核保原則」之概念相應而生，

即便在簡易壽險力求迅速交易之目標下，仍不得犧牲要保人接

受適合度評估、取得資訊與知悉風險的權利。 

再者，避免保險人藉著消費者的無知或疏忽而未盡告知，

日後再以違反告知義務主張解約，或是保險人就告知內容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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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但只需稍加查詢即可得知，保險人故意不為查詢，日後

卻以對方未履行告知義務行使解約，造成欠缺知識經驗的保險

消費者保障不足，實有違誠信原則，故課予保險人適當調查義

務實有必要。 

在適當調查義務運作下，保險人對於應知或不能諉為不知

者，即使相對人未告知，仍不得主張解約。儘管簡易壽險法第

6 條免施以體檢，但保險人之適當調查義務仍不因此免除，要

保人出具要保書時，保險人仍有義務對填寫內容立即為文件檢

查，若有不明確或誤填者，應即通知要保人一方更正。在要保

人與被保險人並非同一人時，保險人或其業務員應會晤被保險

人，若從外觀上即可發現被保險人為「體弱」但卻未於書面告

知者，應進一步詢問，若尚有疑問，於必要時仍應對經授權使

用之個資進行適當的查證。 

最大誠信原則作為保險活動的基礎，它不僅適用於要保人

一方，亦適用於保險人。該原則內涵之發展從側重當事人一方

利益，到平衡締約雙方利益，再到保護社會大眾的利益，故最

大誠信原則在觀念上不能停留在僅作為保險人控制危險手段，

必須隨著社會公平觀念的變化而與時俱進。消費者保險之要保

人一方違反最大誠信原則是分散的個別行為，其行為屬顯性的

違法，而保險人對該原則的違反屬於經營上的普遍行為，是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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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違法。在要保人一方難以找到使保險人承擔責任依據之情

況下，其抵抗風險之能力將會降低，進而使社會產生長遠深刻

的損害，尤其簡易壽險兼具提供一般民眾基本保障之公益性，

法律設計上應給予其消費者更大保護以平衡締約雙方利益的均

衡。 

儘管簡易壽險強調簡易迅速地辦理，然不能因為講求效率

而犧牲當事人應受保護之權利。事實上，保險人若能恪守謹慎

核保原則並且確實履行其義務群，要保人一方違反詢問告知義

務之機率必然會降低。簡易壽險有必要藉著契約當事人詢問告

知及謹慎核保原則下各種義務之確立與履行，俾使知識經驗居

劣勢之要保人能在締約地位上與保險人拉近，以減少紛爭及維

護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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