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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受益人与受益权
温世扬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受益人是保险制度中的重要概念，
且仅适用于人身保险中。受益人虽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但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故其本质是“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中的“第三人”。受益人由投保
摘

变更且被保险人享有“同意权”的制度设计，既可有效防控道德风险，又可减少对受益人主体的不
人指定、
当限制。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被称为受益权，
对于行使该权利（ 如转让、
抛弃、
丧失、实现） 所涉及
的法律的适用，
要注意探求当事人真意并考量保险制度保障机能的法理，
以期获得妥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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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合同法理论中有一个独特的概念 ，即“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意指与保险契约有间接利害关
系之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①。其中，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常用概念 ，其法律地位如何，与保
险合同间的“间接利害关系”如何发生和变动，以及受益权如何行使等，均值得深入探讨。
一、受益人、受益权释义
（ 一） 受益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下称《保险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 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依此定义，受
益人有以下含义： （ 1） 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有概念 ，财产保险合同不适用这一概念； （ 2） 受益人由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 （ 3） 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 4） 受益人、投保人、被保险人虽概念各异，但其
身份可以发生重叠。
受益人概念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 依《保险法 》法条文义，受益人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
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但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否定说认为： “财产保险契约之性质，既在‘禁止得利 ’，
则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损害填补人不得因而得利，除被保险人之外，则别无所谓受益人。 被保险人即
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要保人与被保险人 （ 受益人 ） 属同一人，称之为自己利益保险。 要保人与
被保险人（ 受益人） 不属同一人，则称之为他人利益保险。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除被保险人外，并无另
收稿日期： 2011 － 12 － 08
作者简介： 温世扬（ 1964—

*

） ，男，江西大余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见梁宇贤《保险法新论》（ 修订新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43 页； 刘宗荣： 《新保险法： 保险契约法的理论
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67 页。也有学者将被保险人纳入“保险合同主体”范畴（ 徐卫东： 《保险法论》，吉林大
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77 页； 樊启荣主编： 《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3 页） ，有的将被保险人列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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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泉： 《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8—1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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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所谓受益人存在。” 肯定说则认为，在财产保险中，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如甲以自己
的财产订立保险合同而以丙为受益人 ，有何不可？ “这种行为实际是为第三人设定权利的行为 ，应该允
［2］
许。” 笔者认为，否定说值得赞同。因为在人身保险中，常有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已发生之要
件，故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之外，尚须有受益人存在的必要，以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受领保险金，此为受益
［3］
人制度由来之始因 。而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是保险事故发生时当然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
人，其地位与人身保险受益人无异 （ 受益人的身份与被保险人发生了同一 ） ，故没有另行约定受益人的

必要。实际上，各国（ 地区） 保险立法对受益人问题的规制也都是针对人身保险 （ 尤其寿险 ） 合同而言的
（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一百七十条，希腊《保险合同法 》第二十八条至三十条，日本《保险法 》第四十三
条至四十六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一十条至一百一十四条 ） 。 至于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
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外之人受领保险金，固为法律所许可，但该第三人并非保险法上的受益人，“至多
仅可认为系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于保险契约中另有类于民法上利益第三人契约之合意或为债权之受让人
［4］
而已” 。
关于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学界常以“保险合同的关系人”称之，其实这只是一种浅表性的描述，未能
揭示其实质。受益人的概念，源自“利益第三人保险合同 （ 契约 ） ”之法理。 依其利益归属的不同，保险
合同可分为“利益自己的保险合同”和“利益第三人的保险合同”，前者是指定投保人自己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的合同，此为财产保险合同的常态； 后者是指定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合
同，多见于人身保险合同。为他人利益订立保险合同，是私法自治原则在保险法中的体现，故各国 （ 地
区） 立法均予以肯认。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七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与保险人订立契约的要保人得以
其名义为第三人之利益，以指明被保险人姓名或不指明被保险人姓名的方式，订立保险契约 ”； 我国台
湾地区《保险法》第四十五条也规定： “要保人得不经委托，为他人之利益订立保险契约。”利益第三人保
险合同中的第三人，在财产保险中为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则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 在以被保险
人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必为不同之人 ） 。 因此，“人身保险合
同中的利益第三人”是受益人的真实身份。
（ 二） 受益权
受益权是基于受益人的存在而产生的概念 ，概言之即“受益人的权利 ”，申言之即受益人基于人身
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 。但对于该项权利的性质及其内容 ，学界尚存歧见。
［5］
其一，受益权为期待权抑或既得权？ 有学者谓： “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此为通说，无一异议。” 笔
者认为，“受益权为期待权”的论断有失片面，对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应区别不同时点和情形加以分析判

断。民事权利有既得权（ 完整权） 与期待权之分，“完整权 （ 如所有权 ） 只有在权利取得的一切要件都已
具备的情况下才可取得之。……在权利取得的开始及其完成之间有可能存在较长的时间差 。只要取得
人的法律地位以特定的方式得到了保障 ，就可以认为其取得了期待权。 期待权，即是一种受法律保护
［6］
的、对完整权利取得的期待” 。期待权的主要类型有附条件的权利 、继承开始前的法定继承人的期待
［7］
权、由既存债权产生的将来债权、取得时效完成前占有人的权利等 。就受益人的法律地位而言，应区
分两个时段、三种情形加以考察。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经指定后，在投保人未声明放弃保险合同

利益处分权的情形下，其经被保险人同意，仍可另行指定受益人，原受益人的地位随时可因投保人的行
为而消灭，因此其并未确定地取得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法律地位 ，即此情形下的“受
益权”并不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对完整权利取得的期待 ”，因而不能称之为期待权 ①。 但在投保人声
明放弃保险合同利益处分权的情形下 ，受益人则确定地取得了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
法律地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无权任意加以变更 ，此时其“受益权”仅欠缺“保险事故发生 ”这一条件，因
此可称之为期待权。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则可以现实地主张保险金请求权 ，其受益权也就由期
待权转化为既得权。
①

学者在论及受益权性质时，往往与作为期待权的继承权相提并论，忽视了继承权乃不可任意撤销的法定权利，而受益权则存在

被指定权人任意撤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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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受益权为单一权利抑或复合权利 ？ 对此问题在立法上和学术上并无重大分歧 ，即受益权之内
容为“保险金请求权”。但也有人认为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知情权、达成给付保险金之协议权、隐
［8］
私权、诉权等多项权利 。笔者认为，在界定受益权的内容时，应注意与以下几个相关概念加以区分：
（ 1） 受益权与人身保险中保单所有人权利之区分。 保险合同可以约定，保单所有人有权受领或处分基

于保险合同及保单自身价值所产生的各种利益 ，如变更受益人、领取保险金、领取保单红利、以保单质押
贷款、在保单现金价值限额内申请贷款等 ，而受益人并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的其他权利 。（ 2） 受益
权与保险人所负合同附随义务之区分 。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有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此为合同法上的附
随义务，不属受益权的内容。（ 3） 受益权的内容与其行使、保护之区分。 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基于
其保险金请求权当然具有与保险人达成赔付协议甚至处分其利益的权利 ，并享有与这一实体权利相应
的诉权，后者并非受益权的本体内容。综上，受益权之内容即保险金请求权，应属无疑。
二、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 一） 受益人由何人指定
作为保险合同的利益第三人，受益人的地位并非依法当然享有，而是源自他人的指定，此乃受益人
与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的重大差异之处 。但该“他人”———指定权人究系何人，则值得探讨。
《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 第二款前句
规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前句规定：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
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 ”； 第二款规定： “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上述
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均享有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对此问题，内地学界鲜有讨论，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因其《保险法 》关于受益人指定的条文前后表述
不一（ 第五条规定指定受益人的主体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仅要保人有此权限，第一
百一十二条则显示被保险人有此权限 ） ，学者间关于受益人的指定权也有传统的“一元说 ”与新近的“二
元说”之争。“一元说”认为，由于要保人才是契约的当事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只能由要保人指定，在
由第三人订立的死亡保险契约，被保险人只是享有是否同意作为被保险人的同意权而已 ，被保险人不是
［9］
契约当事人，不享有指定或者更换受益人的权利 。“二元说”认为，保险法研究应以民法为体，兼顾保
险事业的专业性、社会性及复杂性，鉴于寿险的本质系为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命 、身体，真正有权处分保险
契约利益之人为被保险人； 即便是要保人的指定权，溯其根源也是基于缔约时便利之考量及被保险人的
“隐蔽性授权”而来［10］。笔者认为，受益人指定权的主体应以“一元说”为当，我国《保险法 》应作相应修
正，理由如下：
其一，“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指定”有悖于法理。根据我国保险立法和学界通说，保险合同是“投保人
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 ） ，保险合同当事人为投保人和保险
人，被保险人是“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 被保险人虽依法享有保险
金请求权，但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 除非为投保人本人 ） ，即不具有向保险人作出意思表示并使该意
思表示成为保险合同内容的主体资格，因而被称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 受益人的确定，属于人身保
险合同的一项内容，只能源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由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指定 ”，与合同法的基本理念
不合。投保人的指定受益人，乃其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所应有的地位 ，即使其根源在于被保险人的“隐
蔽性授权”，也不应破坏合同关系的基本构造 ，得出“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指定”的结论。
其二，“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指定 ”不合于通例。 考诸中外保险立法，关于被保险人享有指定受益人
之权的规定仅见于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和我国《保险法》（ 前者第五条将受益人定义为“被保险人或
要保人约定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 ”，但在人身保险一章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受益人的
指定和变更的规定中，并未规定受益人得由被保险人指定或变更 ，而第一百一十一条则又蕴涵受益人得
76
由被保险人指定之义） ，各国（ 地区 ） 通例为受益人由投保人指定。 如根据日本保险法第 43、47、72、
条的规定，一般由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投保人来指定和变更指定保险受益人 ，且变更指定无须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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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原保险受益人的同意。只是在生命保险中的死亡保险契约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中 ，尚须获得被保险
［11］
人的同意，才能使指定或变更指定有效成立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 66 条规定，（ 1） 给付一定金额的保
险契约，如有疑义时，推定要保人保有不须经保险人同意 ，指定及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纵使保险契约中
已指定第三人（ 受益人） ，如有疑义时，要保人仍保留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韩国商法典 》第 733 条第 3 款
规定： “保险受益人在保险存续中死亡时 ，保险合同人（ 应指投保人———引者注 ） 可以重新指定保险受益
人”； 《俄罗斯民法典》第 956 条第 1 款规定： “投保人有权在书面通知保险人后 ，以其他人更换保险合同
中确定的受益人”； 我国《澳门商法典》第 1034 条第 5 款规定： “如投保人未指定受益人，则推定其保留
随时指定收益人之权”。
其三，赋予被保险人“同意权”，可以有效防控道德风险，维护被保险人利益。 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
身保险，被保险人均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此被保险人可视为保险合同的“当然受益人 ”———如未
另行指定受益人，则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 生存时 ） 或将保险金作为其遗产。 因此，如指定他人
为受益人，实为将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合同利益 （ 保险金请求权 ） 让渡于他人，故有必要赋予被保险人
“同意权”，即非以自己为被保险人的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否则无效。“同意 ”
与“指定”并非同一概念，确立被保险人的“同意权 ”，即可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防范道德风险，另行规定
“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指定”实无必要。
（ 二） 受益人由何人充当
如前所述，受益人制度体现的是保险合同当事人 （ 投保人 ） 对其合同权益的处分，故保险法应充分
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对受益人的范围或身份不宜加以限制 。因此，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上对受益人
的指定基本都采取放任立场，即无论是自然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无论有无行为能力，无论有无保险利
益，无论是一人还是数人，均可被指定为受益人。 但也有个别国家和地区保险立法对此设定了限制条
件，如美国有的州保险立法规定： 凡就自己生命投保人寿保险的人 ，可以书面形式指定任何人为受益人 ，
但受益人须自始至终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 。我国台湾地区《简易人身保险法 》第 12 条规定： “以他人
为被保险人时，须要保人或受益人与被保险人有经济上切身利害关系者，方得要约。”我国《保险法 》第
39 条第 2 款后句规定： “投保人未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 ，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
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值得检讨。既然赋予被保险人同意权，则在得到被保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对
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之人指定为受益人 （ 如某用人单位为其员工投保人寿保险时，根据被保险人的意
愿，指定其女友为受益人） ，有何不可？ 上述规定过分强调了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运用，限制
了当事人（ 实为被保险人） 处分保险合同权益的自由，有失妥当。
（ 三） 指定不明（ 概括指定） 之裁判规则
作为保险合同的约款，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应列明受益人的姓名 （ 名称 ） 、住所等基本信息，以免生
歧义。但在实务上，由于投保人（ 被保险人） 或保险代理人的疏忽，可能出现“概括指定 ”的约款，即在受
益人中填写“法定”、“夫”、“妻”、“子女”等概括性文字，此时将产生合同解释问题。
关于受益人填为“法定”（ 有的航空意外保险凭证记载为“法定受益人 ”） 时如何理解，国内实务上
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法定”一词不是人的名称，也不能将“法定”解释为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
系，因为与被保险人存在法定关系的人是无限的 ，故这种情况下无法认定受益人，应视为没有指定受益
［12］

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定”应理解为被保险人指定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因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为

［13］
法定继承人的固有权利，不能作为遗产处理 。 上述两种观点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存在重大差异： 如将
“法定”解释为未指定受益人，保险金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可能会被用来清偿被保险人生前所欠税

款和债务； 如将其解释为指定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则基于受益权的固有权属性，保险金不必用于清偿
税款和债务。笔者认为，合同解释的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真意 ，对保险受益人表述用语的解释也是如此，
即探求投保人的真实意思。对于“法定”一词的解释，可从两个层次分析： 其一，缔约人是否有意指定受
益人？ 投保人在受益人条款中填写相关文字 ，表明其有指定受益人的意愿，而不应作相反解释，将“有 ”
解释为“无”，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难以认同。 其二，缔约人意欲指定何人为受益人？ 由于受益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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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法定”之说，作为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的请求权人，“法定 ”一词的唯一合理解释应是“法定继承
人”，即由全体法定继承人不分顺序地享有受益权 。
关于“夫”或“妻”之表述，可能产生以下两种解释（ 以“妻”为例） ： 其一为缔约（ 指定） 时身为被保险
人之妻者； 其二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身为被保险人之妻者 。通常情形下，二者同为一人，故受益人不生疑
义。但若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与原妻离婚继而又娶他人为妻 ，或于此期间原妻死亡继而又娶他人为妻 ，
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如何判定则可能发生纷争 。
［14］
关于离婚是否为丧失受益权的事由 ，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存在不同观点 。 甲说认为，离婚并非
受益权的丧失事由，主要理由是： （ 1） 保险法并未规定受益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 （ 2） 保险契约中指定受

益人为其妻，虽未书写姓名，但其妻仍是保险契约中所载可得确定之人； （ 3） 被保险人的配偶于离婚前
既已被指定为受益人，其受益权系来自保险契约之指定，并非来自婚姻关系，已离婚之配偶的保险单受
益权仍为有效。乙说认为，离婚应成为受益权的丧失事由，理由是： （ 1） 一经离婚，则配偶 （ 妻 ） 的名分不
复存在，其指定自归无效； （ 2） 受益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 3） 若受益权不因离婚而丧失，则在被保险人
再婚时，究应以契约订立时之配偶、保险事故发生时之配偶抑或其间无数任之配偶为受益人 ，将无确定
标准。江朝国教授在评析上述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探求当事人真意 ”的见解，即认为离婚并不当然
构成受益权的丧失事由，但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仍以其离婚之妻为受益人 ，应探求被保险人的真意 （ 至
［15］
。笔者认为，从“受益权系来自保险契约之指定而非来
于其真意如何，则委诸法院就个案具体判断）
自婚姻关系”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应以甲说为当。“探求当事人真意 ”的观点无疑符合意思表示解释的
真谛，具有法理上的说服力，但其实务操作的结果则应与甲说无异： 在被保险人“离婚未娶 ”的情形下，
只要其未另行指定他人为受益人 ，则应推定其真意为仍以原妻为受益人； 在被保险人“离婚再娶 ”的情
形下，只要其未另行指定现妻为受益人 ，也应推定其真意为仍以原妻为受益人而不能作相反的解释，因
为被保险人离婚后并未另行指定受益人这一事实即足以表明其真意所在 。 同理，若被保险人于保险期
间原妻死亡继而又娶他人为妻，因原妻受益权已不复存在，如被保险人未另行指定其他受益人，则应解
释为其欲以现任之妻替代亡妻为受益人 ———现妻享有受益权并非基于婚姻关系，而是基于被保险人以
默示方式作出的指定。
对于“父母”、“子女”之表述，同样应考虑“缔约（ 指定） 时”和“事故发生时”两个时点加以认定。 若
无变化，则不生歧义； 若有变化（ 如被保险人生父母一方亡故后因另一方再婚而产生继父母，被保险人
因再婚而有了继子女，被保险人的子女成为他人的养子女，或被保险人的养子女与其解除收养关系 ） ，
则除非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有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 ，凡属缔约时或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存
在“父母”、“子女”关系（ 包括生父母和亲生子女、养父母和养子女、继父母和继子女 ） 且在事故发生时
生存者，均具有受益人地位。因此，在被保险人指定“父母”为受益人的情形下，若生父母一方亡故后另
一方再婚，则继父母亦应成为受益人； 在被保险人指定“子女”为受益人的情形下，若其因再婚而有继子
女，则继子女成为受益人； 若其子女被他人收养或养子女与其解除收养关系 ，其受益人地位并不当然丧
失。
（ 四） 受益人的变更
受益人一经指定，即取得了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或所谓“受益权 ”，但其地位并非一成
不变，各国立法均设有受益人变更的规定 。其中涉及两种情形： 一是因原定受益人死亡而重新指定受益
人； 二是增减或另行指定受益人。关于受益人的变更，须探究变更（ 权） 的主体、变更（ 权 ） 的正当性或法
理基础及变更的生效等问题，其中变更权的主体与受益人指定权主体应无二致 ，即投保人，对此上文已
作论述，下文仅讨论其法理基础和生效问题 。
关于受益人变更的法理基础，可区分上述两种情形加以分析。 在初始指定的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
死亡的情形下，因受益权主体消亡，投保人另行指定他人为受益人，此属其对保险合同权益的再次处分 ，
既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又无损于他人利益，故其正当性毋庸置疑。但在初始受益人仍存在时，投保人何
以有权另行指定受益人？ 对此，除仍可从私法自治原则得到理论支撑外，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
明： 其一是指定受益人行为的单方性 。受益人的指定虽属保险合同的约款 ，但从本质上说是投保人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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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权益作出处分的意思表示 ，因而无需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保险人的同意，受益人的变更也同此
理。其二是受益人指定的无偿性。受益人作为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仅基于投保人的指定而取得该法
律地位，无须为此付出任何对价，因而投保人的处分行为具有赠与性质 ，赋予其撤销权符合法理。
从各国（ 地区） 立法和实践看，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对于受益人的变更均采“直接主义 ”，即投
保人指定受益人后，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可以合同或遗嘱处分其保险利益 （ 与此相对的是“保留主
［16］
。我国台湾地区
义”，即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同时声明保留其处分权，否则一经指定即无权变更）
《保险法》也有此规定 ①。我国《保险法》也采取了“直接主义”这一通例（ 该法第 41 条第 1 款前句规定：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通知保险人 ”） ，但该规定未将“指定人未声明放弃处分权 ”作
为允许其变更受益人的条件，似为立法上的疏漏 （ 依其文义，即使指定人声明放弃处分权，仍得随意变
更受益人，原受益人的权益将受到损害） 。
受益人的变更是指定人对其保险合同权益 （ 债权） 的再次处分，对其生效问题可区别合同变更与遗
嘱变更两种情形、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所谓合同变更，即指定人通过让与合同将保险金请
求权让与他人，其实质为债权让与。从内部看，债权让与是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诺成 、不要式合同，仅
［17］

依当事人的合意即生效力 ，故只要指定人作出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并经新任受益人同意，受益人
的变更即发生效力（ 实务上，对新任受益人的同意采取推定方式，即一经指定人作出变更的意思表示，
即推定新任受益人同意） 。从外部看，债权让与虽然无须得到债务人（ 保险人 ） 同意，但为了避免债务人
误为清偿因而蒙受损失，法律应设保护性规定，即以让与通知作为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 （ 我国《保险法 》
第 41 条第 1 款前句应作此解释） ②。至于遗嘱变更，乃是指定人通过遗嘱方式对其合同债权的处分 ，其
生效应适用继承法的有关规则，即自遗嘱人死亡时生效（ 遗嘱人在生前可随时变更或撤回遗嘱 ） 。 遗嘱
生效后，变更后的受益人取得受益权（ 发生对内效力） ，保险人也负有向其清偿的义务（ 发生对外效力） 。
三、受益权的转让、放弃和丧失
［18］
受益权的转让尽管在实务上“极为少见” ，但并非毫无可能。对此，学者一般认为，受益权是一种
期待权，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才能转化为既得权 ，因此，在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前一般不能转让 。当然，
［19］
受益人在得到被保险人同意的前提下或者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受益权允许转让的 ，受益权可以转让 。
基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前的所谓“受益权”应区分为两种情形，对其转让问题亦应区别

对待： 在投保人未声明放弃处分权的情形下 ，投保人可以随时变更受益人，所谓“受益权 ”并不具有权利
属性，故受益人只有在征得投保人的同意或保险合同载明允许转让的前提下 ，才能将其“受益权 ”让与
他人———从实质上说，此时并未发生受益权的转让，而由受益人建议、由投保人变更受益人。 但在投保
人声明放弃处分权的情形下，受益人则取得了真正意义的期待权 ，对此若禁止转让，则有悖于法理。
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由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受益人确定地享有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权利
（ 依法丧失受益权者除外） ，此项权利性质与一般债权无异，受益人可以自己的意志自由处分，包括让与
他人。此时发生的受益权转让，应适用债权让与规则，即由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受益权让与协议，并于
通知保险人后对其发生效力（ 未经通知不得对抗保险人） ③。
受益权的放弃也属受益人处分受益权的行为 ，原则上应纳入私法自治范畴。 对于受益权放弃的形
式，《保险法》未作限制性规定，应理解为既可采取书面方式，也可采取口头方式，但应限于明示方式，即
受益人向保险人作出放弃受益权的意思表示 （ 法无明文不得以默示推定之 ）

①

④。 需要指出的是，
放弃受

该法第 111 条第 1 款规定： “受益人经指定后，要保人对其保险利益，除声明放弃处分权者外，仍得以契约或遗嘱处分之。”

② 依通说，为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既可以是让与人也可以是受让人，通知的方法也可由让与当事人自由选择。参见韩世远前引
书，第 422—423 页。
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受益权转让也同此理。实务上有人将保险人同意或批注作为受益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不合于法理。
④ 《澳门商法典》第 1040 条规定： “如果受益人在给付到期日后接到领取保险金之给付通知而于 6 个月内不领取保险金，则丧失
对保险人之给付请求权。”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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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权作为财产处分行为，在受益人负有到期债务的情形下，尚须受到合同法上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
制 ①。
受益权的丧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丧失包括受益人因指定权人变更受益人而失去受益人资
格、受益人转让或放弃受益权、受益人因法定原因被剥夺受益权等情形 ； 狭义的丧失，仅限于后者，即受
益人因对被保险人实施加害行为而依法丧失受益权 。 对此，各国 （ 地区 ） 保险立法均有规定，且均以受
益人故意为要件，但在客观要件方面有所不同： 有的以致被保险人死亡 （ 既遂 ） 为要件，如德国、日本、我
国澳门地区 （ 德国《保险契约法 》第 170 条第 2 款，《日本商法典 》第 680 条第 1 款，《澳门商法典 》第
1046 条第 1 款） ，有的则不以死亡 （ 既遂 ） 为要件，如我国台湾地区（ 《保险法 》第 121 条 ） 。 我国《保险
法》第 43 条第 2 款规定：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
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可见无论从行为性质（ 不限于故意杀害行为 ） 还是从行为后果上 （ 不以造成
死亡为要件） ，均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对此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否不分险种，受益人的上述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均导致其丧失受益权 ？ 例如在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中，如受益人仅实施了
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的行为而非杀害行为 ，是否丧失对死亡保险金的受益权 ？ 笔者认为，对此应作否
定回答，即受益人仅丧失伤残保险金的受益权而不当然丧失死亡保险金受益权 ，因为此时受益人的行为
并未构成死亡险的道德风险，且被保险人仍可通过另行指定受益人而使行为人丧失死亡保险金受益人
资格，故无须以立法强行剥夺之（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于“人寿保险 ”部分规定受益人因故意杀害被
保险人而丧失受益权，于“伤害保险”部分规定受益人因故意伤害被保险人而丧失受益权，可资借鉴 ） 。
其二，收益人故意伤害受益人未遂时是否丧失受益权 ？ 依文义解释，应无妨其受益权。 笔者认为，为体
现对道德风险的遏制，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134 条之规定： “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未遂
时，被保险人得撤销其受益权利。”
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加害行为而丧失受益权时 ，保险人是否仍负给付义务？ 对此，我国《保险
法》原规定仅为“丧失受益权”，在适用中产生了“保险人绝对免责说 ”与“保险人相对免责说 ”之争论。
笔者认为，应以“相对免责说”为当，即在受益人因故意加害被保险人而丧失受益权的情况下 ，保险人仅
对该受益人免负保险金给付义务 ，其给付义务本体仍然存在，理由如下： （ 1） “相对免责说 ”符合合同法
理。因保险事故发生而给付保险金是保险人所负的基本合同义务 ，受益人只是合同相对人 （ 投保人 ） 指
定的保险金受领人，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仅意味着其本人丧失保险金受领人资格 ，保险人的给付义务
并不因此而消灭，其他受益人、投保人或继承人仍有权请求给付。 另者，“受益人并非保险契约之当事
人而仅为契约关系人，其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或虽未致死时 ，因其非被保险人故意所致之保险事故，故
对于被保险人而言，该等时情形系为不可预料之偶发性事件 ，仍在保险契约所欲保障之范围内，保险人
自不得因此而免责。又受益人所为之不法行为，受惩罚者应为‘该不法之受益人 ’而非被保险人，故应
［20］

剥夺该受益人之受益权，亦即该受益人应使其丧失保险金请求权 ” 。（ 2） “相对免责说”符合各国 （ 地
区） 通例。除韩国等少数国家采取“绝对免责主义 ”外②，各国 （ 地区 ） 保险法一般只规定故意杀害被保
险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而未规定保险人因此免负给付义务，甚至明定不得免除。如德国《保险契约
法》第 170 条第（ 2） 项规定： “指定第三人为受益人的死亡保险 ，该第三人故意以非法行为致被保险人于
死亡者，视为无指定”； 根据日本《保险法》第 51 条和第 80 条的规定，在生命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故意
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人对于该保险金受领人不承担支付保险给付责任 。 但是保险人对于故意使
得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受领人以外的保险金受领人所负之责任 ，不在此限； 在伤害疾病定额保险中，
保险金受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使得给付事由发生的 ，保险人对于该保险金受领人不承担支付保险
给付责任。但是保险人对于使得给付事由发生的保险金受领人以外的保险金受领人所负之责任 ，不在
① 《合同法》第 74 条规定：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
务人的行为。”有人以该规定及《继承法》司法解释中关于“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之
规定为论据，主张以恶意和善意为标准区分放弃行为的效力，即恶意放弃受益权的行为无效（ 见前引陈耀东、静远文） 。
② 《韩国商法典》第 659 条第 2 款规定： “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即保险受益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无支付保
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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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美国各州保险法也一般认为，此时保险契约仍存在，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亦还存在，只是给付对

象有所改变而已，即保险金给付应向候补受益人 （ the contingent beneficiary） 或受益人之继承人 （ the heir
of the primary beneficiary） 为之，或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the estate of the insured） ［22］。我国台湾地区《保
险法》第 121 条规定：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或虽未致死者 ，丧失其受益权。 前项情形，如因该受
益人丧失受益权，而致无受益人受领保险金额时，其保险金额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我国澳门商法典
第 1046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也规定： “受益人如为导致被保险人死亡之正犯或犯罪参与人 ，则丧失对保险
人之给付请求权。”“在上款所指定情况下，如无其他补充指定或一并指定之受益人 ，应作之给付转为被
保险人之财产。”实际上，我国《保险法 》修订前除于第 65 条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外，第 64 条第 1
款还规定： “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 三 ）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收益权，没有
其他受益人的。”显然，在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等情况下 ，只是将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而不能免
除保险人的给付义务。而修订后的第 43 条第 3 款更规定为“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其义已至明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受益人丧失之后果的讨论是以“受益第三人 ”即受益人与投保人非同属一人
为前提的，若投保人以本人为受益人，则其加害被保险人的行为应受到道德风险规范的规制 ，即导致保
险人免责———我国《保险法》第 43 条第 1 款规定： “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
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此情形下，即使尚有其他受益人，其保险金请求权也因保险人给付
义务的根本免除而不复存在。
四、受益权的实现
（ 一） 请求与抗辩
受益权是受益人依保险合同享有的固有权利 ，其实质为对保险人之债权，因此，受益人在保险事故
发生后得以自己名义向保险人为给付请求 。 与此相关的两个规则是： （ 1） 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适用
诉讼时效（ 《保险法》第 26 条区分人寿保险与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规定了诉讼时效期间 ） ； （ 2） 保险
人依法或依合同得主张的抗辩（ 如合同无效之抗辩、免责之抗辩） ，也可对受益人主张。
（ 二） 顺序与份额
在受益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存在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问题。 对此，若保险合同已有约定 （ 指定 ） ，应
依指定顺序（ 后顺序受益人只能在先顺序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依法丧失受益权或放弃受益权的
情况下方能实现受益权 ） 和份额给付保险金； 若无特别约定，则按照同一顺序、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 《保险法》第 40 条第 2 款） 。
（ 三） 受益权与质权
在投保人以保单为质向保险人借款或为其他债务担保的情形下 （ 保单背书记载并交付于保险人或
其他债权人占有） ，保险事故发生后将产生受益权与质权的冲突。 对此，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依台湾
［23］
学者观点，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形予以处理 ： （ 1） 投保人若声明放弃更换受益人的处分权，则其对于保
单价值准备金等权利已丧失处分权 ，因此其让与保险单或保单价值准备金权利的处分行为 ，除非得到受

益人的同意，不得对抗受益人。换言之，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生的权利优先于被保险单担保的债权人
（ 保单质权人） ； （ 2） 如投保人保留 （ 未声明放弃 ） 更换受益人的处分权，即使其未经受益人同意将保单
或保单价值准备金为第三人设定担保 ，该第三人（ 债权人） 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仍可主张以保险金优先受
偿，即质权优先于受益权（ 物权的优先效力得以体现） 。上述见解，可资我国内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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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eneficiary and Beneficial Interest
Wen Shiyang
（ Law College，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Beneficiar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insurance system，and is only applied to the personal insurance． Although the beneficiary is not the party to the contract，he / she is the third party in the contract for
the third party’s benefit in essence． The beneficiary is designated and changed by the insured，and the insurer
has the right of consent． This system desig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moral hazard，but
also reduce the undue restriction on the main beneficiaries． The insurance claim of the beneficiary is called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nvolved in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transfer，abandon ment，
loss，implementation etc，we should explor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arties and consider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surance function in order to obtain the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Key words： insurance contract； beneficiary； beneficial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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