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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操作步驟

三、本書使用方法與本書體系架構

引言

一、保險是什麼？

二、保險法就是以規範保險為對象的法

第一章 階段一：保險契約的成立生效

一、一般成立要件與一般生效要件

行為主體：契約當事人與其他關係人

行為客體：契約之標的

二、特別成立要件與特別生效要件

合致：保險契約的必要之點

要式（書面、保險契約條款）

要物（保費）

保險利益

保險利益是什麼？

保險法的保險分類與學理上的分類

分類與保險利益的關係

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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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階段二：事故發生前的契約效力 

一：損失填補保險（產險、責任險） 

要保人的權利義務 

交付保費 

說明義務 

通知義務 

保險人的權利義務 

危險承擔 

保險金額與保險價值 

通知義務 

其他關係人 

二：定額給付保險、中間型保險（壽險、傷害、健康） 

要保人的權利義務 

保險人的權利義務 

其他關係人 

第三章 階段三：事故發生後的契約效力 

一、理賠與拒賠 

損失填補保險（產險、責任險） 

定額給付保險、中間型保險（壽險、傷害、健康） 

二、保險代位 

附錄一 架構考點對照 

附錄二 95～101 年試題彙整 

（102～105 年試題解析請參見本書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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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流程解說

一、怎麼處理保險法的實例題

這裡其實包含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保險法，第二個是實例題。

保險法，因為商業行為的氣息濃厚，契約一方一

定是保險公司，所以立法者乃將這類型的行為特別列

出來，並且專法訂定以昭完備，但不論如何，保險契

約仍不脫離其雙方互負權利義務，互具請求權的債權

契約性質。

因此，說穿了保險契約就是民事契約法中，從民

法債編各種之債所單獨列出來的第二十八個有名契

約，在思考保險契約法的考題，我們當然可以使用民

法的觀念來思考，包括契約的成立生效、契約效力的

履行與不履行、以及契約的終止與消滅。

沒錯，其實又是一個民事法上的問題，所以很自

然的我們可以將保險法的考題大致上粗分成法律行為

效力（也就是保險契約效力）的考題，以及請求權基

礎（得否請求給付保險金、得否拒賠）的考題。

實例題的作答，比起一板一眼的申論題來說，其

實說穿了只多了一個步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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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甲赴 A 國拜訪客戶前，先後分別向 X 及 Y 保險公

司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各 500 萬元，甲並未向 X、Y 公

司同時告知另有投保乙事。甲於 A 國搭乘火車時，因

列車出軌而喪生，請問：

甲之受益人乙，可否分別向 X、Y 公司請求給付保

險金？

若甲向 Y 公司投保時，要保書曾詢問甲是否另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甲勾選「無」，則 Y 公司可否以甲

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為由解除契約？

【104 高考法制】

核心

問題

乙可否分別向 X、Y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

Y 公司可否以甲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為由解除契約？

審題

演練

甲赴 A 國拜訪客戶前，先後分別向 X 及 Y 保險

公司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各 500 萬元，甲並未向

X、Y 公司同時告知另有投保乙事。甲於 A 國搭乘

火車時，因列車出軌而喪生，請問：

甲之受益人乙，可否分別向 X、Y 公司請求給付保

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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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甲向 Y 公司投保時，要保書曾詢問甲是否另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甲勾選「無」，則 Y 公司可否以甲

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為由解除契約？

題目關鍵句 考點關鍵字 體系回顧

甲

先後分別向 X 及 Y

保險公司投保

複保險
契約成立生效階段、2

保險人

旅 行 平 安 保 險 各

500 萬元

定額給付保險、

人身保險

前階段，保險人承擔

的危險類型

並未向 X、Y 公司同

時告知另有投保

據實說明義務，

惡意複保險

要保人的說明義務與

效果

甲

喪生
事故發生 保險契約後階段

審完題，稍微把題目出現的爭點整理一下，我們

可以發現：

第一個問句的「乙可否分別向 X、Y 公司請求給

付」的關鍵點，在於「複保險」，而且進一步的說，是

複保險中關於效力的問題。

而第二個問句的「Y 公司可否以甲違反據實說明

義務為由解除契約」的關鍵點在於：據實說明義務。

爭點整理，題目反應

的關鍵字，與問句連結後

的爭點意識，題目想考的

關鍵字是什麼？

此欄可以讓同學

把重點整理在這，示

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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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進一步的說，是關於據實說明義務中適用範圍的

問題。

並按照問題跟整理出來的爭點，大致排列可能等

等答題可能要寫到的東西，這部分應該要在審題跟解

題時同步進行， 邊解題邊將題目關鍵句插入審題時的

問題下：

第一小題的部分：乙可否分別向 X、Y 公司請求給付？

關鍵句 1 界定甲、乙、X、Y 之間的關係，乙為受益人，甲

與 X、Y 為重複的保險。

關鍵句 2 旅行平安險的性質，是否適用複保險。

第二小題的部分：Y 公司可否以甲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為由解

除契約？

關鍵句 3 據實說明義務的法條、定義、目的、適用範圍。

邊審題，邊解題並且從題目給的關鍵字中還原出

爭點及關鍵字後，下一步驟是排列出答題大綱。

這步驟應在解題時

同步進行，邊解題邊將題

目關鍵句插入審題時的

問題下。

透過題目關鍵字審

查後跟問題的連結，應

該能抽換相關詞句，也

就是題目在考的背後爭

點：「保險法第 64 條據

實說明義務的適用範圍

為何？」

透過題目關鍵字審

查後跟問題的連結，應

該能抽換相關詞句，也

就是題目在考的背後爭

點：「何謂複保險？複保

險之法律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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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大綱

甲之受益人乙得分別向 X、Y 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

先連結法條把每個人的角色先定位，甲跟 X、甲跟 Y，

為複保險。

保險法第 36 條、第 37 條複保險的通知義務與惡意複保

險的效力，以及本題的學說爭議「適用財產保險說」「對

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均適用說」、「折衷說」，及實務

見解釋字第 576 號。

採取哪一說的見解採取哪一說的見解，剛剛最後一說留

一個起來的理由。

結論。

Y 公司不得以甲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為由解除契約：

保險法第 64 條第 1、2 項據實說明義務的規定與效果。

據實說明義務得解約的適用前提與學說見解，「因果關

係與危險估計並用說」、「對價平衡說」。

本題涵攝。

回應問題一，到底能

不能求償、依照什麼依據

向誰求償，別忘了要文題

相符。

一樣，注意標題怎

麼下，要回答題目。

先寫法條阿，實例題

不寫法條不然要幹嘛？

進一步申論法條的

內涵並且引入本題的癥

結點，把學說依序列

出，然後把最後要採的

那說放最下面，並且留

一個理由等等自己用。

進一步申論法條的

內涵並且引入本題的癥

結點，把學說依序列

出，然後把最後要採的

那說放最下面，並且留

一個理由等等自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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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受益人乙得分別向 X、Y 公司請求給付保險

金，理由如下：

要保人甲就一次赴 A 國之旅程，分別向 X 及 Y

二保險人投保旅行平安保險，為保險法第 35 條

對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訂立數保險契

約之複保險。

按複保險要保人應通知各保險人，要保人故意不為

通知或意圖為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契約無效，

保險法第 36 條、第 37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題，

甲之受益人乙得否向 X 及 Y 公司請領保險金，

端視於甲未向 X、Y 公司告知另有投保之投保行

為是否為惡意複保險而契約無效，分述如下：

採「適用財產保險說」認為：複保險之通知義

務，在於避免不當得利，以避免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利用複保險謀取超出實際損失的保險理

賠，而生道德風險。且人身無價並無保險價額，

縱使重複投保數個保險，亦不生不當得利問題。

採「對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均適用說」者認為：

基於體系解釋，複保險規定於總則，顯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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