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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兩岸保險業之發展有其各自不同之特點，得以互相學習借鑒之處

頗多，《合作諒解備忘錄》之簽署對於促進兩岸保險業共同健康發展

具有重要意義。兩岸保險法研討會之開辦係源自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與大陸上海交通大學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協

議定期舉辦研討會，首屆研討會於臺北開跑，由保發中心負責舉辦，

集結兩岸保險法學者與專家，對保險業最新發展提出法制面之卓見，

成功建立兩岸保險法學者與實務界對專業問題發表論見之平臺，並進

一步開啟兩岸保險法學術與實務合作研究之新頁。 

本(2015)年輪由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主辦，爰此，本中心除

由曾董事長率管理處洪秀玲處長及國際事務處資深專員邱美惠參與

本次論壇會議外，並邀集國內專家學者如專門審理金融消費爭議調處

的「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林建智董事長及張冠群總經理；有關保險

公司退場機制的專責單位：保險安定基金林國彬董事長；負責汽車交

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大陸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的邱瑞

利副總經理，以及精研臺灣保險法的林勳發教授、汪信君教授、卓俊

雄教授與葉啟洲教授；更進一步集結南山人壽保險公司、富邦人壽保

險公司、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上海陸家嘴國泰人壽及國泰產險公司的

代表組團參加本(2015)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於上海舉行之「中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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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研究會 2015 年年會暨兩岸保險法研討會」會議。 

 

其後，本中心曾董事長與洪秀玲處長同時接受南京大學邀請，於

2015 年 11 月 1 日轉往南京參加「第三屆江蘇保險法論壇---保險法

理論與實踐創新」會議，圓滿完成兩岸學術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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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海「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 2015 年年會暨兩岸保

險法研討會」會議 

一、研討會議程 

2015 年 10 月 30 日，由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主辦、上海交通大

學凱原法學院承辦「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 2015 年年會暨兩岸保險法

研討會」在上海虹橋賓館隆重召開。會議以『‘新國十條’背景下保

險法的新發展』為主題，來自海峽兩岸近 270 位保險法專家學者及保

險實務界代表參加此次學術盛會。研討會會議議程如下： 

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 2015年年會暨兩岸保險法研討會 

會議日程 

會議會場：虹橋賓館二樓嘉慶堂 

10月 29日會議日程 

外地嘉賓簽：14:00-20:00  一樓大廳簽到台 

晚餐（商務套餐）：17:00-21:30  二樓百花園（荷花園） 

常務理事會議： 20:00-22:00  二樓玫瑰廳 

10月 30日會議日程 

本地嘉賓簽到：08:00-09:00  一樓大廳簽到台 

開幕式（09:00-09:30） 

主持人： 任自力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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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辭人： 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陳冀平 

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會長尹田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主任鄭成良教授 

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曾玉瓊董事長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王秋良副院長  

研究會理事增補程序：09:30-09:40  

大會主題發言（09:40-10:40） 

（每位 10分鐘） 

主持人： 

鄒海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勳發  （臺灣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報告人及題目： 

劉竹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

的解釋（三）》的起草與說明 

叢  林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法規部副主任） 

關於《保險法》修訂草案的說明 

 

任自力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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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保險糾紛訴調對接機制研究 

張冠群  （臺灣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 

2014年臺灣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義務之修正評析 

汪信君  （臺灣大學教授） 

健康保險與保前疾病 

自由討論環節：10分鐘 

合影：10:40-10:55  一樓賓館正門 

茶歇：10:55-11:10  二樓嘉慶堂外廊 

第一議題：機動車三責險制度的改革（11:10-12:1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管曉峰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林建智  （臺灣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 

報告人及題目： 

李德仁  道路交通事故糾紛中保險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研究 

沈小軍  機動車三責任中約定被保險人不真正義務之免責條款的法

律控制 

王鵬鵬  交強險第三人認定及標準重構——基於保險訴訟 35個典型

案例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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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力毅  政策性保險之政策目的如何融入司法裁判-—以《交強險條

例》第 1條的司法適用為中心 

評議人： 

劉  銳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 

邱瑞利  （臺灣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副總經理） 

謝賢林  （上海恒量律師事務所主任） 

午餐（自助）/休息：12:10-13:30  一樓虹苑廳 

第二議題：互聯網保險中的法律問題（13:30-14:3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溫世揚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商研究》常務副主編） 

劉文釧  （臺灣南山人壽保險公司副總經理） 

報告人及題目： 

李偉群  我國互聯網保險監管規定之評析 

于秀麗  互聯網保險說明義務履行的證據效力認定 

周  波  淺談新規出臺與互聯網保險業務的監管 

楊飛翔  互聯網保險中的法律問題研究——以保險合同的訂立為例 

周士鈞  網路銷售模式下保險人合同條款交付義務的認定—李某訴

甲保險公司人身保險合同糾紛案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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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人： 

姚  軍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律師） 

伍文偉  （臺灣國泰人壽保險有限責任公司主任） 

何麗新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第三議題：新型保險中的法律問題（14:30-15:3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楊華柏  （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洪秀玲  （臺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處長） 

報告人及題目： 

賈林青  完善發展“以房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考 

王  偉  商業健康保險參與醫療保障的理念與路徑 

胡鵬翔  我國專利質押貸款保證保險法律問題分析 

常  鑫  財產保全責任保險相關問題初探 

李  方  法律視角下創新型人身保險產品的厘清 

評議人： 

洪如鋼  （臺灣國泰財產保險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助理） 

王羅傑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副主任） 

茶歇：15:30-15:50  二樓嘉慶堂外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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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議題：保險糾紛的訴調對接問題（15:50-16:5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陳華彬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曹順明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內控合規與法律事務部

總經理） 

報告人及題目： 

於海純  國際視野下保險消費糾紛替代性解決機制及其啟示 

歐秋鋼  訴調對接模式分析 

周耀輝 普陀模式：可複製樣本——特大型城市基層法院涉保訴調對

接可選路徑 

錢惠斌 論我國保險糾紛非訴訟解決機制的完善--協力廠商調解平

臺的構建與運行 

高長青  構建我國涉保險糾紛社會矛盾化解之多元化大調解模式探

討 

王  悅  在場域中探索保險多元化調解機制的監管機制 

評議人： 

高  宇  （吉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陳怡瑜  （臺灣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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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議題：人身、財產保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16:50-17:5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鮑愛武  （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張劍虹  （安陽仲裁委員會副主任） 

報告人及題目： 

葉啟洲  再論猶豫期、審閱期與要保人之資訊權保護——最高法院

103年度臺上字第 2038號判決評釋義 

馬齊林  論保險人惡意理賠行為的侵權屬性 

馬寧  保險格式條款內容控制的規範體系 

毛大春  保險條款合法性分析的三維視角 

喬石 論《保險法》總則部分的修改——以保險業“新國十條”為

視角 

評議人： 

樊啟榮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任以順  （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教授） 

汪華亮  （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晚餐（自助）：17:50-19:30  一樓虹苑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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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會議日程 

第六議題：人身保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08:30-09:3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曹興權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 

劉學生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保監局副局長） 

報告人及題目： 

張秀全  人身保險單質押法律問題研究 

梁  鵬 論不可撤銷受益人制度之建立——《保險法》第 40條之補

充 

史衛進  重複保險在定額給付意外傷害險中的適用研究 

湯伶俐  團體保險中被保險人利益的保護 

朱曉婷  人壽保險合同解除權行使中的利益平衡 

評議人： 

孫東雅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人身險監管部副處長） 

李  華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第七議題：財產保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09:30-10:3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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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守曄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王  萍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報告人及題目： 

方樂華  保險利益原則適用疑難問題研究——以物流公司投保貨運

險的案例為例 

程淑娟 保險代位權的法律適用保險代位權的適用——從一則保險

案件審理中的法律推理談起 

王衛國  論車輛被盜未遂情形下保險人的責任 

偶  見  施救費用補償條款研究 

王  鑫  保險機構代位元求償專業化路徑探析——以浦東法院

2010-2014年審判資料為分析樣本 

評議人： 

曹更生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 

馬更新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茶歇：10:30-10:50  二樓嘉慶堂外廊 

第八議題：保險監管體系現代化問題研究（10:50-11:50） 

（每位 6分鐘） 

主持人： 

王西剛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規與風險管理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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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祝用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法律總監） 

報告人及題目： 

林國彬  臺灣保險法對保險業監理與退場發質之近年變革 

卓俊雄  兩岸互助保險業務監理規範之研究 

李秀芬  美、韓兩國存款保險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張俊岩  正向選擇理論與實證研究綜述——選擇理論研究的新進展 

評議人： 

沈青雨  （《中國保險報》社高級經濟師） 

竇文偉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部副總經理） 

周學峰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大會閉幕式（11:50-12:10） 

主持人： 

任自力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 

致辭人： 

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鄒海林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處處長葉必豐教授 

 閉幕答謝宴：12:10-14:00  一樓虹苑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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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重要議題探討—中國大陸互聯網保險發展

對臺灣保險業發展之影響與借鑑 

2015年 7月 27日，大陸保監會正式發布《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

暫行辦法》，以鼓勵創新、防范風險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為基本思路，

從經營條件、經營區域、資訊披露、監督管理等方面明確訂定互聯網

保險業務經營等基本經營規則，並規範參與互聯網保險業務的主體定

位，規定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銷售、承保、理賠、退保、投訴處理及客

戶服務等保險經營行為，應由保險機構管理負責；第三方網絡平臺，

可以為互聯網保險業務提供網絡技術支援服務服務。 

本次研討會針對大陸互聯網保險業務施行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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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問題進行探討，足為臺灣保險業發展互聯網保險之借鏡--- 

1. 互聯網保險創新即是創新思維，創新過程當中須避免濫用創新，

例如大陸盛行離奇的奇葩險（高危險、霧霾險等），此類保險其實

無保險利益，違背保險法的基本原則，不應納為保險承保範圍。 

2. 互聯網保險訂立流程基本上是：閱讀保險條款——選擇投保計

畫——填寫保險資訊——確認投保資訊——支付保費——系統發

送電子保單——完成投保，互聯網保險保費收取的歸屬問題、說

明義務問題等皆須於互聯網的網頁內作出提示和說明，藉以保護

保險消費者的權益。 

3. 典型的網路銷售模式下保險合同的糾紛主要涉及三個爭議焦點：

一是如何認定保險人履行保險條款的交付義務；二是如何分配條

款交付義務的舉證責任；三是保險條款未交付的情形下如何確定

保險人的保險責任。實務上，保險公司可利用音訊、視頻等方式，

配合傳統的電話回訪、寄送紙本保單等作為補充，確保投保人及

時有效收到條款；或得透過公證機關對數字證據所認定的事實進

行公證，具較高的證明效力；又因保險契約亦是合同的一種，對保

險契約條款有爭議時，應結合相關規定進行認定和解釋。 

4. 原則上，保險公司負責銷售保險商品，後續的立案、勘查、定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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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建議由專門的公證或代理機構處理(如英國、美國已有僅從事

理賠之專業公司)。 

5. 監管風險主要是反洗錢方面，如對要保人、被保險人身份確認之

鑒定等問題，是互聯網保險應探討的問題之一。 

三、研討會會議紀要 

本次研討會會議除開幕、閉幕式及主題發言外，會議分為八大議

題，涵蓋機動車三責險制度改革、互聯網保險、新型保險、保險糾紛、

保險合同(即保險契約)、保險監管等法律問題之探討。 

(一)、開幕儀式 

開幕式由大陸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任自力教授

主持，出席開幕式的領導和嘉賓計有：本中心曾玉瓊董事長、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董事長林建智教授、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張冠群教

授、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林國彬教授、保險法學會副理事長林勳發教

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盛勇強先生、中國法學會研究部

主任李仕春教授、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曹守曄副所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劉竹梅副庭長、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陳立斌

院長，以及上海市法學會毛堅平秘書長、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吳

金水副院長、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席建聲院長、安徽省馬鞍山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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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人民法院楊良勝院長、中國保監會廣東監管局劉學生副局長、上海

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季衛東院長、汪後繼書記等。 

 

本中心曾董事長特於開幕式中致詞，除說明保發中心近年來致力

推動兩岸保險法學界與保險業界頻繁互動交流外，同時表達兩岸之間

將經由更緊密的合作、交流、互動，藉以開啟兩岸保險市場新篇章的

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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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主題發言 

開幕式結束之後的主旨演講環節由銘傳大學林勳發教授與對外

經濟貿易大學陳欣教授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劉竹梅副庭長，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張冠群教授、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

唐敏副院長、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汪信君教授分別以「《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適用〈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的起草與說明」、「2014

年臺灣‘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義務之修正評析」、「普陀模式：

可複製實踐——基層法院涉保訴調對接可選路徑」、「健康保險與保

前疾病」為題進行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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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題研討 

1.第一議題：機動車三責險制度改革 

第一議題由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林建智教授和中

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鄒海林研究員主持。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

特別補償基金邱瑞利副總經理針對大陸四位報告人進行講評，並介紹

臺灣的實務中交強險制度與大陸機動車三責險制度的區別；林建智教

授再強調臺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立法精神是對受害者的保護，不

會關注受害者是在車內、車外抑或是什麼情況被車撞。 

  

2.第二議題：互聯網保險中的法律問題  

第二議題由南山人壽保險公司劉文釧資深副總經理、最高人民法

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曹守曄副所長共同主持，並由大陸法律學者專

家就大陸互聯網保險隱含的法律問題進行演說與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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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議題：新型保險中的法律問題 

    本議題研討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洪秀玲處長與中南財

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溫世揚教授連袂主持，且由國泰財產保險有限責任

公司官嘉成辦公室主任擔任評議人。洪秀玲主持人、官評議人按大陸

新的醫療保險，以房養老等新型保險表達卓越看法。 

  

4.第四議題：保險糾紛的訴調對接問題 

該項議題討論會由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劉銳教授與馬鞍山市中

級人民法院楊良勝院長一起主持，另由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

務部林沁和副總經理進行點評，除說明南山人壽是臺灣前三大保險公

司外，再表達該公司消費者之申訴率和評議率是最低的；林副總進一

步提及臺灣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險消費者、銀行消費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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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消費者都認為是金融的消費者，納入同一個法律進行保護。最後言

之，經營一家保險公司的成本非常高，在過去的幾十年兩岸立法成本

和處理消費爭議的成本都非常高，如果能建立一個比較合理的思考模

式和機制，對於減少未來可能產生的爭議有很大的幫助。 

  

5.第五議題：人身、財產保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 

此議題之探討由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陳華彬教授及西南政法大

學民商法學院曹興權教授共同擔任主持人，政治大學法學院葉啟洲教

授在本單元再論猶豫期、審閱期與要保人之資訊權(臺灣謂之諮詢權)

保護，精闢解說臺灣消費者保護法重要條款；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陳怡瑜協理也分享個人對保險實務與理論的部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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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議題：人身保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 

這項議題研究由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管曉峰教授與中

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劉學生副局長主持，由新光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羅大祥協理擔任講評，針對臺灣比較關注的重複保險

問題提出相應意見與法院相關見解。 

  

7.第七議題：財產保險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研究 

本議題研討由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王萍教授與上海大

學法學院張秀全教授主持，就大陸財產保險中之保險利益原則、代位

權之適用及施救補償條款及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等規範，進行深入演

講與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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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議題：保險監管體系現代化問題研究 

本單元討論由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初北平教授與安陽仲裁委員

會張劍虹副主任主持，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林國彬董事長就「臺灣

保險法對保險業監理與退場法制近年之變革」表達論見，特別解說

2014年臺灣修改保險法相關規定。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卓俊雄教授則發

表「兩岸互助保險業務監理規範之研究」。 

  

(四)、閉幕儀式 

2015年10月31日中午，「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2015年年會暨兩岸

保險法研討會」會議結束，上海交通大學保險法研究中心主任韓長印

教授主持閉幕式，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欣教授宣讀參評年會

優秀論文的獲獎作者名單，西北政法大學馬甯副教授等10人分獲優秀

論文一、二、三等獎；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管曉峰教授致閉幕

詞，管曉峰副會長高度評價此次會議的論文品質和研討效果，肯定年

會結合兩岸研討會所取得的積極成果，讚揚承辦單位為會務付出的辛

勤與努力，而後宣布會議順利閉幕。 



   25  

 

 

 

參、南京「第三屆江蘇保險法論壇---保險法理論與實

踐創新」會議 

一、研討會議程 

2015年11月1日，由南京大學保險法研究所主辦，人保財險江蘇

省分公司、人保財險南京市分公司、江蘇高的律師事務所協辦的「第

三屆江蘇保險法論壇——“保險法的理論發展與實踐創新”研討會」

在南京大學舉行。來自江蘇省內各地級市中級人民法院、部分保險機

構、律師事務所的專家和學者80餘人參加本論壇會議，江蘇保監局李

祥俊處長、劉金鋒處長亦出席本次論壇會議。研討會會議議程如下： 

第三屆江蘇保險法論壇--保險法的理論發展與實踐創新 

會議日程 

會議時間：  2015年 11月 1日 

會議地點：  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曾憲梓樓一樓多功能廳 

8:30 會議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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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20    

主辦方代表致詞:南京大學法學院            吳英姿 副院長 

特邀嘉賓致詞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  李聖鳴 副庭長 

特邀嘉賓致詞：臺灣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曾玉瓊 董事長         

協辦方代表致詞: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江蘇省分公司法律部   

衛文 總經理 

9:20-10:00 

專題報告    臺灣地區金融消費爭議處理制度之現況與展望 

報告人：    張冠群（臺灣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政治大學法學

院教授） 

10:00-10:20 

茶歇 

10:20-11:20 

專題研討一 ：      保險免責條款的認定 

主持人兼評議人：  解亙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報告人：          林勳發 （臺灣保險法學會副會長、銘傳大學法

學院教授） 

報告人：          王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評議人：          程黎明 （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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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提問 

（發言人每人 20分鐘、評議人每人 5分鐘、提問 10分鐘。下同） 

11:30-13:00   午餐（南京大學西苑二樓） 

13:00-14:00 

專題研討二 ：   財產保險中的損失認定 

主持人兼評議人：嶽維群 （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 

報告人：        單雲娟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 

報告人：        劉莉   （人保財險南京市分公司專家、法律部總

經理）  

評議人：        吳紅娥 （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互動提問 

14:00-15:00 

專題研討三：   保險法中的因果關係 

主持人兼評議人：李華（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報告人：        葉啟洲 （臺灣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報告人：        邢嘉棟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長） 

評議人：        朱衛芳 （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 

互動提問 

15:00-15:20 



   28  

 

茶歇 

15:20-16:20 

專題研討四： 保險合同中的請求權代位 

主持人兼評議人： 李祥俊 （江蘇保監局法制處處長） 

報告人：         周文博（連雲港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 

報告人：         竇興（江蘇高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 

評議人：         陸正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互動提問 

16:20-17:20 

專題研討五：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的強制執行 

主持人兼評議人： 李道麗（江蘇省高院民二庭審判長） 

報告人：         卓俊雄（臺灣東海大學法學院教授） 

報告人：         岳衛（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評議人：         吳嵐（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 

互動提問 

17:20-17:30 

會議總結及閉幕詞 

葉金強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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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晚宴 

南京大學西苑二樓 

 

二、論壇會議紀要 

本論壇會議由南京大學法學院吳英姿副院長、江蘇省高級人民法

院民二庭李聖鳴副庭長、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曾玉瓊董事長、人保財險

江蘇省分公司法律部衛文總經理分別致詞，曾董事長除感謝南京大學

法學院岳教授邀請參與「第三屆江蘇保險法論壇---保險法理論與實

踐創新」會議外，同時就保發中心的職能進行相關介紹，更進一步擴

展兩岸保險學界與業界之交流與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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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張冠群教授以《臺灣地區金融消費爭議

處理制度之現狀與展望》為題，鉅細靡遺地進行專題報告，介紹金融

消費評議制度的建立、爭議處理的績效、業界關心的重要課題。 

  

南京大學保險法研究所岳衛所長、南京市中院王靜主任、徐州市

中院單雲娟庭長、連雲港市中院周文博庭長、人保財險南京市分公司

專家劉莉、高的律師事務所竇興律師與銘傳大學林勳發教授、政治大

學葉啟洲教授、東海大學卓俊雄教授則圍繞保險免責條款的認定、財

產保險中的損失認定、保險法中的因果關係、保險合同中的請求權代

位和人壽保單現金價值的強制執行等法律議題進行專題研討。最後，

由南京大學法學院葉金強教授作會議總結，為本次論壇會議劃下圓滿

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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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心得 

與會嘉賓除對兩岸保險法相關議題相互交換心得與見解外，亦對

兩岸保險法之研究及保險市場之發展，樂觀預見其相互合作與配合之

榮景，共同營造兩岸保險法學界與實務界對於保險議題之共識。 

眾所周知，保險之精神在於發揮人性中「自助助人、人溺己溺」，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之高貴情操；其功能在於免除個人經濟生活

之憂慮，進而擴展人生追求多元化目標，以達社會安定、和諧與進步；

保險儼然已成為現代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經濟制度之一。兩岸經濟

與保險的合作交流，就像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也互相扶持；以經

濟支援保險、再以保險活絡經濟，將能雙贏。兩岸保險業如何掌握機

會、創造利基非常重要，雙方唯有合作才能開發出更多新商機。而保

險法旨在規範保險關係中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深信保險制



   32  

 

度的推廣既能增強國人的誠實信用與生活安定，亦得經由個人非因權

利睡著受有損害及保費調整，達成維護公共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的願

景，從而於政府執行公共政策(如強制納保等)之時，減少人民與政府

間的磨擦與嫌隙。2014 年兩岸保險監理機關分別進行保險法修正與

新國十條之頒布，顯見保險業對於國家經濟發展及安定社會具有舉足

輕重之影響力。。 

復由於歷史、文化、地理、語言及密切的經濟關係結合，兩岸保

險法的研究及保險市場的發展，具有前導性之意義及價值，兩岸積極

進行交流與合作後，對於雙邊保險法之關心日趨熱絡，可樂觀的預期

華人社會透過保險法實務運作相互合作，應是前景可期，而兩岸保險

交流日益頻繁，未來衍生的保險糾紛隨之增加，需借重兩岸保險法實

務精髓，是必然發展趨勢，兩岸保險業如能相互合作與配合，相信更

能克服萬難，共同解決各項保險紛爭。 

臺灣保險法制化雖早於大陸二十年，但大陸於過去十年間無論就

保險法制的改進及保險業務的拓展，其進程及成效似乎非臺灣保險發

展所能及。細究兩岸現行的相關保險法規，於規範內容上各有可供他

方參採之處，兩岸保險法學者若能同心協力，不難使兩岸保險法的規

範方式趨於一致，為兩岸保險業開創足以與先進國家保險業相抗衡的

良好法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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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兩岸保險法研討會」未來亦將持續綿延舉行，打造推動兩

岸保險法與實務趨於一致化的經營環境。誠心期待輪由本中心舉辦之

『2016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會議能再次於臺北隆重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