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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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5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曾銘宗、陳宜民等 17 人，保險法自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日制定公布以來，歷經二十二次修正，最後修正公布日期
為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為放寬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因災
害致死之身故保險金理賠及落實引導保險業參與公共及社會
福利之投資，爰擬具「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五及第一百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為防免道德風險產生，依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一日通過修正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將未滿十
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其滿十五歲之日起生效。然
未考量被保險人於未滿十五歲前因災害致死之情事，難謂有道德風險產生，故擬放寬理賠
範圍。
二、為落實引導保險業參與公共及社會福利之投資及健全保險產業之發展，放寬保險業資金投
資公共及社會福利時，得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等規定，可提升保險業投資意願
及其風險管理之能力，落實保險業風險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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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及第一百六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一百零七條

條

文

以未滿十五歲

現

行

條

第一百零七條

文

以未滿十五歲

說

明

一、第二項、第七項新增。

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
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

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
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

二、為防免道德風險產生，依
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一日通過

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
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

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
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

修正本條將未滿十五歲之未
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人壽

五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
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

五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
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

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其
滿十五歲之日起生效。然因

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
帳戶價值。

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
帳戶價值。

災害致死之情事，難認有道
德風險存在，保險契約有效

被保險人未滿十五歲前
因風災、水災、震災、旱災

前項利息之計算，由主
管機關另定之。

。
災害之範圍，為於被保險人

、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
災害或火災、爆炸、公用氣

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
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之保障及道德風險中取得平
衡，參酌災害防救第二條第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
害、礦災、空難、海難、陸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

一款訂立：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致死

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震災、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等。

亡者，其死亡給付發生效力
。

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

(二)其他災害：火災、爆炸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第一項利息之計算，由
主管機關另定之。

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輸電線路災害、礦災
、空難、海難、陸上交

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
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費扣除額之一半。
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

通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等。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

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三、原第二項至第五項移列第
三至第六項，並配合修正相

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關項次規定。

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
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費扣除額之一半。
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
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
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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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分列為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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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其申請核准應

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其申請核准應

及第三項。為引導保險業資
金投入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具備之文件、程序、運用或
投資之範圍、限額及其他應

具備之文件、程序、運用或
投資之範圍、限額及其他應

，並考量現行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多要求投資者應成立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特殊目的公司專門負責該投
資個案之營運，而該特殊目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
資公司股票時，其投資之條

前項資金運用方式為投
資公司股票時，準用第一百

的公司多非屬公開發行公司
，保險業應有一定之監督管

件及比率，不受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四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其投資之條件及比

理能力，以利其落實資金運
用相關風險管理機制，爰增

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之運用，準

率，不受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訂第三項但書，以放寬保險
業資金辦理公共及社會福利

用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但辦理公

。

事業投資時，不受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者，
不在此限。

關於行使表決權及擔任被投
資公司董事、監察人，以及
指派人員獲聘為被投資公司
經理人等限制。

第一百六十八條 保險業違反
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

第一百六十八條 保險業違反
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

三項、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

三項、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

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
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
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
八條之二第二項、第四項、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
八條之二第二項、第四項、

第五項、第七項、第一百三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二項

第五項、第七項、第一百三
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賠
償準備金提存額度、提存方

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賠
償準備金提存額度、提存方

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
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

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
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
廢止其經營保險金信託業務

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
廢止其經營保險金信託業務

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

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

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
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

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
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

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五或主管機關依第一
百四十三條之六各款規定所

三條之五或主管機關依第一
百四十三條之六各款規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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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五，爰修正第五項第
二款相關項次規定。
二、其餘各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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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措施者，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為措施者，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九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九

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

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
其營業執照：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
其營業執照：

一、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三項、第五項、

一、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三項、第五項、

第七項或第六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專設帳簿之管理、

第七項或第六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專設帳簿之管理、

保存及投資資產運用之規
定，或違反第八項所定辦

保存及投資資產運用之規
定，或違反第八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保險業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條件、交易

法中有關保險業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條件、交易

範圍、交易限額、內部處
理程序之規定。

範圍、交易限額、內部處
理程序之規定。

二、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三

二、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三

項或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投資條件、投資範圍、

項或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投資條件、投資範圍、

內容及投資規範之規定；
或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內容及投資規範之規定；
或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五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規定。

五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規定。

三、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二規定。

三、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二規定。

四、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

四、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

項規定。
五、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項規定。
五、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四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規

四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規

範或投資額度之規定。
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範或投資額度之規定。
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五第一項前段規定、同條
後段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

五第一項前段規定、同條
後段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

範圍或限額之規定。
七、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範圍或限額之規定。
七、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六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申

六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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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方式之規定。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報方式之規定。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七第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放款或其他交易限額之規

七第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放款或其他交易限額之規

定，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決議程序或限額之規

定，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決議程序或限額之規

定。
九、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定。
九、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項規定。

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
項規定。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放款無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

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放款無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

其他同類放款對象者，其行
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

其他同類放款對象者，其行
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擔保放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

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擔保放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

額以上，未經董事會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額以上，未經董事會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或
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

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或
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

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限
額、放款總餘額之規定者，

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限
額、放款總餘額之規定者，

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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