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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6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99年12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012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正元、王廷升等 36 人，為促進保險事業健全發展
及促使保險資金有效運用，擬請修訂「保險法」第一條之一
、第一百六十四條之四及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等條。是否有
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為保障消費者之合理投保權益，以避免其因思慮不週率爾簽訂保險契約，金管會已於「傳
統型個人人壽保險定型化契約條款範本」及「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二條規定，保險業
於消費者收受保單翌日起應提供十日之契約撤銷權，俾提醒消費者重視其自身權益問題，
在司法實務上亦認為保險公司提供之契約撤銷與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一所定審閱期間
的規定相當。然因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審閱期間之規定，並未充分考量保險業之行業特性，
要求壽險業仍須提供審閱期間之結果，不但衍生保戶認知之爭議，更將嚴重妨礙保險業招
攬制度之運作，不利整體保險事業發展，在業者已提供較審閱期間對保戶更為有利之契約
撤銷權情況下，爰建議增訂第一條之一規定，以兼顧保戶權益之維護及業者之正常經營。
二、壽險業資金具有長存續期間負債、絕對報酬導向之特性，然台灣固定收益市場收益率低，
無法提供業者負債面所須之絕對報酬，且胃納量相對不足，在國外投資已達上限，國內固
定收益又無足夠標的下，壽險業資金被迫移往不動產及股票，輒造成外界指責業者哄抬不
動產價格之負面觀感，為導引保險業資金尋求穩健報酬，建議放寬國外投資總額最高不得
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五十，至申請額度之限制資格仍可依「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
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分級審查程序，控管業者之投資比例。
此外，壽險業者銷售以外幣收付之保險商品，其資金運用即為以該外幣計價之資產，其資
產負債配置並不受匯率波動之影響，將其計入國外投資之額度實與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四之立法目的相悖，亦造成業者資金運用之不合理限制。擬修正為人身保險業辦理以外
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其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之資金，得不列入其
國外投資總額計算。
三、99 年 5 月 26 日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將當事人之醫療、健康檢查等相關資料列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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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料，僅限定於符合法律明文規定等情況下，第三人始得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惟壽險
業者基於核保、理賠等業務需要，及保險週邊機構為防制保險犯罪與道德危險、保險相關
統計等需要，本即有蒐集、處理及利用前開特種敏感資料之必要；另新個資法第五十四條
明訂修正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修正施行後一年內補行告知，未告知而
處理或利用者則依違反第九條之規定論處。然以壽險業而言，除要保人外，個人資料多屬
非由當事人本人處蒐集而來，以目前壽險業的投保率已超過 200%計算，全體業者將須對數
以千萬計之被保險人及受益人補行告知，不但耗費業者龐大的通知成本，對被保險人及受
益人而言，告知之作用亦屬有限（多屬其原已知之資料），使本條之立法目的不但無法達
成，反將因業者之難以落實執行，在實務上將輒生是否補行告知及告知是否有效之爭議。
為避免造成保險業及相關周邊單位之業務停擺，爰建議增訂本條賦予保險業及其輔助人、
受保險業委託之法人或保險週邊單位等法人在一定條件下，得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
輸被保險人之病歷、醫療、健康檢查等相關資料，以兼顧個人資料保護之合理性及給予業
者合理之經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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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一條之一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本法所稱保險契

約，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十一條之一之規定。

二、現行「傳統型個人人壽保
險定型化契約條款範本」第
二條，已明訂要保人有 10
日之契約撤銷權，可無條件
撤銷投保契約。而我國司法
實務上亦認為保險公司提供
之契約撤銷與消保法審閱期
間的規定相當（台灣高等法
院 95 年保險上易字第 20 號
判決參照）。在契約撤銷權
已可有效保障消費者權益之
情況下，並無重複適用消保
法審閱期間規定之必要，爰
建議增訂本條規定。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保險業
資金辦理國外投資，以下列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保險業
資金辦理國外投資，以下列

一、99 年上半年台股回檔，
台債利率維持極低水準，全

各款為限：
一、外匯存款。

各款為限：
一、外匯存款。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

二、國外有價證券。
三、設立或投資國外保險公

二、保險業具長存續期間負債
、絕對報酬導向之特性，故

司、保險代理人公司、保
險經紀人公司或其他經主

司、保險代理人公司、保
險經紀人公司或其他經主

在資產負債配合之前提下，
各國壽險業者多以其國內固

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事
業。

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事
業。

定收益商品為優先配置之資
產類別。然台灣固定收益市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國外投資。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國外投資。

場不僅收益率低（十年期公
債殖利率（9/20）約 1.27%

保險業資金依前項規定
辦理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

保險業資金依前項規定
辦理國外投資總額，由主管

），無法提供國內壽險業者
負債面所須之絕對報酬，且

機關視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
核定之，最高不得超過各該

機關視各保險業之經營情況
核定之，最高不得超過各該

胃納量相對不足，在國外投
資已達上限，國內固定收益

保險業資金百分之五十。但
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

保險業資金百分之四十五。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

又無足夠標的下，壽險業資
金被迫移往不動產及股票，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
保險業務者，其以外幣收付

資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
審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除造成外界對保險業哄抬不
動產價格之負面觀感，較高

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之資金
不列入本項國外投資總額計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的股票部位比重也使壽險業
者損益波動加劇，不利長期

算。

體壽險業合計虧損 292 億，
實為不可輕忽之警訊。

穩定經營。爰建議放寬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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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

投資總額最高不得超過各該

資之投資規範、投資額度、
審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保險業資金百分之五十，相
關申請額度之資格規定仍依

法。

「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主管
機關仍可以透過審查程序，
控制業者相關投資進度。
三、人身保險業辦理以外幣收
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
，其資金運用範圍為該外幣
計價之資產，以與其所承保
保險契約之負債之履行相符
，此與傳統上以新台幣收付
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商品之
資產配置計畫不同。蓋以新
台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
險商品，其資金運用若為國
外投資，其資產負債配置將
受匯率波動之影響，故對於
國外投資應有一定限額，以
降低保險業之風險。而以外
幣收付之保險商品，其資金
運用即為以該外幣計價之資
產，其資產負債配置並不受
匯率波動之影響。故建議就
人身保險業辦理以外幣收付
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
其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
身保險之資金，得不列入其
國外投資總額計算。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蒐集、處理

一、本條新增。
二、依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利用及國際傳輸病歷、醫
療、健康檢查資料：

修正公布尚未施行之個人資
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一、保險業、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公證人為依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除符
合法律明文規定等條件外，

法經營及執行業務所需，
並經個人資料之本人書面

醫療、健康檢查等特種敏感
資料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

同意。
二、受保險業委託之法人為

。基於保險業經營及執行業
務之需要及民眾投保、理賠

協助保險契約義務之確定
或履行，並經個人資料之

時效考量，並為防制保險犯
罪與道德危險，爰於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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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書面同意。

各款賦予保險業及其輔助人

三、法人為辦理防制保險犯
罪與道德危險之需，經主

、受保險業委託之法人及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管機關同意。
前項各款之人依法蒐集

會等法人在一定條件下，得
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

、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個
人資料，不適用個人資料保

輸病歷、醫療、健康檢查資
料。至於其他個人資料之蒐

護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規定
。

集、處理及利用，仍按個資
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等規

第一項第一款保險業及
同項第三款法人間依法蒐集

定辦理。
三、又保險業承擔不可預料或

之個人資料，基於防制保險
犯罪及道德危險之公共利益

不可抗力之風險，為防制保
險犯罪與道德危險之需要，

，得互為提供、處理、利用
及國際傳輸，且不適用個人

尚難依個資法第七條第一項
及第八條規定，於蒐集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九條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資料時，即明確告知當事人
利用個人資料之時間、對象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第
一項各款之人已依法蒐集之

及方式，亦無法依同法第九
條之規定，於處分、利用前

個人資料，其互為提供、處
理、利用及國際傳輸，準用

先向當事人告知，爰於第二
項為排除之規定。

前三項規定。

四、個資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
人資料之利用，除法律有明
文規定外，始得為特定目的
外之利用。基於防制保險犯
罪與道德危險之公共利益之
考量，於第三項明定，保險
業及法人間依前項第一款及
第三款所蒐集之個人資料，
得互為傳輸及處理、利用；
又因該等保險業及法人間所
蒐集之個人資料係非由當事
人所提供，如課予其依個資
法第九條所定需向當事人告
知其資料來源之義務，始得
處理、利用，將有礙前開公
益性業務之推動，爰予排除
該條文之適用。
五、為避免個資法修正施行前
，第一項各款之人依修正前
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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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所蒐集之資料，如因該
法之修正施行而無法再為處
理、利用，將對保險業務推
動防制保險犯罪與道德危險
產生不利影響，爰於第四項
明定準用前三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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