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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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4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定宇、林昶佐、蘇震清、邱志偉、陳學聖、陳怡
潔等 34 人，鑑於 0206 震災 117 名罹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
未滿 12 歲孩童，即使父母曾為這些罹難者投保人身保險，礙
於現行保險法規定，只能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完全失去保
險意義。本席等認為，現行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為防堵道德
風險之外，未考量 15 歲以下兒童因天災喪失生命時可以請領
身故保險給付，更能實現保險制度分擔社會風險的保障意義
而為排除之規定，實有修正必要，爰提出保險法第一百零七
條及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

說明：
一、0206 南台灣發生震災，造成 117 人罹難，但人壽保險卻沒有發揮預期中的保障功能，主因
這次 117 名罹難者中，有 3 分之 1 是未滿 12 歲孩童，即使父母曾經幫罹難者投保，但依照
現行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
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死亡
者，保險人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未滿
15 歲前死亡，保險業者不能給付身故保險金「只能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完全失去保險
意義。
二、經查，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為保護 15 歲以下孩童，避免有心人士圖謀保險金而謀生命之事
件發生，於 2010 年修正如現行條文。根據壽險公會調查，2010 年修法之後，父母為詐領保
險金對小孩不利的投保行為，「一案都沒有」，2010 年之前，也只有一案。根據金管會初
估，此次全體壽險業理賠 206 南台大震，金額約 1.68 億多元，不僅低於預期，也低於產險
業初估理賠金額 3 億多元。以前述未滿 15 歲之被保險人於 0206 震災身故因現行法規定，
未獲理賠案例出現引發檢討爭議，顯見現行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於防堵道德風險之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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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 15 歲以下兒童因天災喪失生命時可以請領身故保險給付，更能實現保險制度分擔社會
風險的保障意義而為排除之規定，實有修正必要。
三、本法修正後溯及既往適用，可能影響保險業者新法生效前已取得的權益，似有違憲疑慮。
然本席等認為，本次修正為排除立法漏洞補救公益之迫切需要，其溯及適用仍可通過合憲
性之審查，爰修正第一百七十八條增訂溯及之施行日期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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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及第一百七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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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以未滿十五歲

一、0206 南台灣發生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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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 117 人罹難，但人壽保
險卻沒有發揮預期中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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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主因這次 117 名罹難
者中，有 3 分之 1 是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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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歲孩童，即使父母曾經
幫罹難者投保，但依照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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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法第 107 條第 1 項之規
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

前項利息之計算，由主
管機關另定之。

前項利息之計算，由主
管機關另定之。

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
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

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
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
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
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

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利息
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

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
值。」未滿 15 歲前死亡，

效。

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

保險業者不能給付身故保險
金「只能加計利息退還保險

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費」，完全失去保險意義。
二、經查，保險法第 107 條為

費扣除額之一半。
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

費扣除額之一半。
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

保護 15 歲以下孩童，避免
有心人士圖謀保險金而謀生

被保險人死亡因災害所致者
，不適用之。

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命之事件發生，於 2010 年
修正如現行條文。雖現行法
規定能否確實防堵道德危險
之可能，拯救孩童免於因財
被害之恐懼不無疑問，仍有
待學說實務發展補充找出解
決之道。然前述未滿 15 歲
之被保險人於 0206 震災身
故因現行法規定，未獲理賠
案例出現引發檢討爭議，顯
見現行保險法第 107 條於防
堵道德風險之外，未考量
15 歲以下兒童因天災喪失
生命時可以請領身故保險給
付，更能實現保險制度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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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險的保障意義而為排
除之規定，實有修正必要。
三、增列「被保險人因災害死
亡者，不適用第一項至第四
項規定」文字。其災害之認
定適用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
。
第一百七十八條

本法除中華

第一百七十八條

本法除中華

一、第一項增訂文字如修正條

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
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

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
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五年七

文所示。
一、本法修正後溯及既往適用

月一日施行，一百年六月十
四日修正之第一百七十七條

月一日施行，一百年六月十
四日修正之第一百七十七條

，可能影響保險業者新法生
效前已取得的權益，似有違

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憲疑慮。然本席等認為，本
次修正為排除立法漏洞、補

修正之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
至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六、第

修正之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
至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六、第

救公益之迫切需要，其溯及
適用仍可通過合憲性之審查

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六十
八條第四項規定；一百零五

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六十
八條第四項規定自一百零五

，爰修正第 178 條增訂溯及
之施行日期以臻明確。

年○月○日修正之第一百零
七條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公布
日施行。

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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