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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外死亡保险合同中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
周学峰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法学院，北京 100191）

要］ 意外死亡保险中的时间限制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从而引发了人们

对其效力的争议，特别是关于该条款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争议，中外法院对此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判决意见。
法院在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审查时，应对以下因素进行考虑： 条款设置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科学性、条款的
实施效率、条款对当事人的激励效果和公众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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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限制条款的含义
国内人身意外险保险合同中通常都有类似
条款，即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
故发生之日起一定时间内 （ 一般为 90 天或 180
天） 死亡的，保险人应给付死亡保险金 ① 。 有的
保险公司在其人寿保险合同中会附加意外伤害
保险或在合同中增设意外死亡双倍赔偿条款，
即如果被保险人自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之日起一
定时间内死亡，受益人可以获得保险金额的双
倍给付。如果严格依照此类合同条款的字面含
义来执行，那就意味着，即使被保险人是因意外

［文章编号］ 1000 － 5072（ 2014） 09 － 0014 － 09

并非为中国的保险公司所首创，而是承袭了英
美等国保险业的惯常做法，美国的保险公司早
在一百多年前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就已开始
使用此类条款。 因此，有关此类条款的效力的
争议也并非仅出现在中国，而是在世界上许多
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本文将重点研究中国
大陆、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关于这一问题的司
法实践，以期对我国的保险法研究有所裨益。

二、国内外司法界对待时间
限制条款的态度
( 一) 中国司法界对待时间限制条款的态度

事故而死亡的，但如果其死亡时间超出了合同
中所规定的时间限制，哪怕仅超出了一天，受益

2012 年 8 月，我国河南省的一个地方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在该案中，投保人投保的是意

人将无权获得意外死亡保险赔偿金，因此，此类
条款又被称为时间限制条款。

外伤害保险，根据保险合同规定，若被保险人遭
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

如何看待意外死亡保险中的时间限制条
款，其在保险法上是否有效，其是否与公序良俗

起 180 天内，以此事故为单独且直接的原因身
故，保险公司将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本案被

原则相符，在实践中争议颇多。 时间限制条款

保险人因不慎摔伤，后经多次治疗无效，于摔伤

［收稿日期］ 2014 － 03 － 24
［作者简介］ 周学峰（ 1973—） ，男，山东临清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保险法、公司法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灾难性损害补偿制度研究》（ 批准号： 10YJC820180） 。
① 参见华泰保险公司“普通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条款”、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条款”、友邦保险公司的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平安保险公司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等。

第 36 卷

第9 期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5·

后第 259 天死亡。 经医院诊断，死亡原因为外
伤性上消化道出血、脾脏出血。 当受益人提出

此条款明确显示了当事人有意将保险人的赔付
责任限定在特定时间范围内； 法院应依合同约

索赔时，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死亡时间超过合同
规定的 180 天期限为由拒绝赔付。

定的内容做出判决，尽管被保险人的死亡时间
与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非常接近，但毕竟不在

法院在其判决中认定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
的时间限制条款无效，其判决理由是“投保人与

约定的时间限度内，因此，受益人无权获得意外
［1］
死亡保险金的赔付 。

被告签订的是爱心家庭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按
照通常理解，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被

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有人提出
挑战，但美国司法界的意见几乎都是一致的，即

告应当支付保险金，而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却
规定，被 保 险 人 自 意 外 伤 害 事 故 发 生 之 日 起

遵循“派瑞 ”案的判决意见。“派瑞 ”案所反映
的是当时美国社会所盛行的契约自由的观念，

180 天内身故，才能获得赔偿，免除了保险人依
法应承担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应为无效。”并

法院在对待保险合同的问题时就像对待普通合
同那样严格执行合同条款文字含义。这一点在

且，法院还认为： “同时该条款无疑将可能导致

1899 的“布朗 ”（ Brown） 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该案 中，被 保 险 人 在 意 外 事 故 发 生 后 的 第

被保险人在意外事故发生后因其亲属为获取保
险金，而使本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及照看、护理，
甚至伤害行为发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应为
无效条款”。①
虽然上述判决是我国的一个基层法院所做
出的，未必能反映中国所有法院的意见，但是，
它至少能反映我国部分法院的态度，而且，该法
院的判决意见也不乏真知灼见。
( 二) 美国司法界对待时间限制条款的态度
在美国，关于意外死亡保险中的时间限制
条款的效力的争议，至少早在 1868 年就已开始
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各州法院先后做出
了一系列的判例，但是，相关争议并没有消失，
直至今日，美国各州法院也未达成一致意见 。
在一起发生在 1868 年的保险合同案件中，
②

106 天死亡而超出了保险单所规定的 90 天的
时间限制，法院支持保险人拒绝给付保险金。
法院在判决意见中指出： 保险单是一种“自愿合
同”，保险人有权在保险单中对赔付范围限定条
件，被保险人在理应知道保险人赔付义务受限
的情况下仍接受保险单视为对其的认可，因此，
对于保险单中的用语应该依照其平常含义来实
施； 除此之外，“布朗 ”案的进一步的贡献在于
它为支持时间限制条款提出了另一个理由，即
将保险赔付责任限定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是保险
人为了计算保险费的需要，并且，在法院看来，
“90 天的时间对于确定意外事故的最终结果来
［2］
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长度” 。

原告派瑞 （ Perry） 是保险受益人，保险单规定：

如果说“90 天 ”是一个 合 理 的 时 间 段，那
么，“30 天”呢？ 在 1936 年的“克洛”（ Crowe） 案

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遭受伤害并在事故发生
之日起 90 天内死亡的，保险人负有给付意外死

中，
被保险人是在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 90 多天
以后去世的，而保险单规定，只有当死亡发生在

亡保险金的义务。该案被保险人是在意外事故
发生之日起第 91 天死亡的，保险人以时间限制

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天以内的，保险人才负
有给付死亡保险金的义务。 在该案中，尽管法

条款为由拒绝给付意外死亡保险金，而受益人

院暗示 30 天的期限有不妥之处并承认普通人在
购买保险时无法与保险公司进行平等的磋商，
但

则主张此条款与保单的目的与宗旨相违而无
效。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宣称： 并未发现此条
款与保单的目的或宗旨有任何相违之处，相反，

是，
法院认为，如果某项保险条款不合理，那么，
［3］
应该由立法机关而不是法院来进行规制 。

① 参见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 2012） 新城民初字第 218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田秀英与被告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

公司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案例来源： 北大法宝数据库（ 法宝引证码： CLI． C． 1140635） 。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保险法在美国基本上属于州法的范畴，许多州都制定有保险法规，各州的保险法在具体法律规
② 需要说明的是，
则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周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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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外死亡保险合同中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

又如在随后的“马里恩 ”（ Mullins） 案中，保

2014 年 9 月

得不到双倍赔偿，这与人寿保险的目的和公共

险单所规定的时间限制为 30 天，而被保险人则

政策都是相违背的； 在时间限制条款的影响下，

是在遭遇车祸后的第 31 天的早晨五点钟去世

为了避免财务上的损失，当事人在选择医疗方

的，与保单的时间限制仅相差五小时，并且，医

案时有可能放弃能够使被保险人生命延长的方

生证明，在被保险人死亡前的 24 小时，其已没

案，从而使被保险人无法获取最佳的治疗，因

有了脉搏，只是靠人工努力来延长其死亡时间，

此，时间限制条款是与公共政策相背离的。 除

但保险人仍然拒绝支付保险受益金。原告指控

此以外，法院还指出，“90 天 ”期限的合理性也

称保险单中的时间限制条款是不合理的、邪恶

缺乏令人信服的先例支持。法院还将此案与原

的，因为保险的目的在于防范死亡的风险，而死

先的先例进行了区分并指出，在原先支持时间

亡的具体时间并不重要，保险人不应从他人挽

限制条款的判例中，关于意外伤害是否是被保

救生命和延长生存时间的努力中获利。法院则

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往往都不是十分清晰，而

认为，一个人死亡时，其死因可完全归结为意外

在该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非常明确，因此，

事故而独立于其他原因的，所占比例甚少，因

时间限制条款在本案中不得适用

［5］

。

此，采取时间限制条款有助于保险人排除因被

在“伯恩”案的判决出来后不久，宾夕法尼

保险人死因不明而产生争执，所以，时间限制条

亚州的执法机构宣布，意外死亡保险中的时间

［4］

款并非不合理 。“马里恩 ”案又为支持时间

限制条款，无论其时间长短，均是主观专断和任

限制条款增加了一个理由，即因果关系排除论。

意的，有违公共政策而无效，因此，保险公司不

类似的案情在 1973 年的“伯恩诉富兰克林

保险监管机构
得再提供含有此类条款的保险单，

人寿保险公司案”［以下简称“伯恩 ”（ Burne）

宾夕法尼亚州的
亦不得批准此类条款。1978 年，

案］中又重现，不过这一次法院的态度与先前的

立法机构对该州的《保险法》进行了修订，
正式地

判例迥异。在该案中，被保险人因遭遇车祸而

以制定法的形式，
禁止意外死亡保险合同中含有

严重伤残，近乎陷入植物人状态，这种状态一直

要求死亡必须发生在特定时间的条款

［6］

。

持续至其死亡，其亲属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依赖

“伯恩 ”案的判决意见以及随后宾夕法尼

高度复杂的医疗技术使得被保险人的生命得以

亚州的立法在美国法律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

维持了四年半。争议的人寿保险单中含有意外

的先例，然而，这一先例的追随者却很少。 在

死亡双倍赔偿条款，但将死亡时间限定为意外

“伯恩”案之后，新泽西州的法院在“卡尔诉纽

事故发生后 90 天内。 保险人虽然承认意外事

约人寿保险公司案 ”中也否定了时间限制条款

故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和直接的原因，但是，

的效力，然而，该判决意见较之“伯恩 ”案却具

仍以时间限制条款为由拒绝按双倍赔偿的标准

有很大的局限性。 该案的一审法院判决认为，

给付保险金，只肯给付普通的人寿保险金。 于

对于时间限制条款，不应依其字面含义来理解，

是，受益人提起诉讼并主张时间限制条款因违

而是应将其解读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间超出了

背公共政策而无效。审理该案的宾夕法尼亚州

保单的时间限制时应有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证

最高法院支持了受益人的主张。 在法院看来：

据来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是意外事故。上

时间限制条款是早期医学不发达时期的产物，

诉法院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它所裁决的并不是

近些年来随着医学领域的进步，医生们已能熟

时间限制条款是否在所有的案件中均因违反公

练采用医学技术来延长一个人的生命，这使得

共政策而无效，而是仅限于被保险人死亡原因

先前支持该条款的判例已过时； 如果支持时间

清楚的案件。上诉法院赞同一审法院的解释并

限制条款将导致令人恐怖的悖论，即如果受害

提到，保险合同并非普通合同而是一种附合合

人是在 90 天内死亡的，可以获得双倍赔偿，而

同，它是由保险人单方面制定的，因此，在对保

如果受害人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其家属支出了

险合同进行解释时，不应从事实上并不存在的

更多的医疗费用，寄希望于使其生命延长，反而

“共同意图”出发，而应从购买保险的普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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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期待出发，如果依照时间限制条款的字
面含义 来 实 施，将 会 导 致 专 断 和 不 合 理 的 后
［7］

果

。因此，可以认为，新泽西州的法院只是部

分认同了“伯恩 ”案的意见，即当有清晰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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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从而避免了大量诉讼，而且，它也是保险
公司确定保险费的一个依据。 基于此，伊利诺
依州最高法院认定，时间限制条款是有效的，并
未违反公共政策①。

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是意外
事故的时候，受益人的权利不受时间限制条款

条款的态度

的影响，而在被保险人死亡原因存疑时，时间限
制条款依然有效。

我国台 湾 地 区 的《意 外 伤 害 保 险 示 范 条
款》在 2006 年修订之前，其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就美国的大多数州法院而言，并未采纳“伯
恩”案或宾夕法尼亚州立法的做法，而依然支持

“被保险人于本契约有效期间内遭受第二条约
定的意外伤害事故，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

此类条款的效力，不过在许多案件中法院将不

起一百八十日内死亡者，本公司按保险金额给
付身故保险金。”其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被保

得不面对原告时常提出的时间限制条款违反公
共政策的主张，尽管他们对于判断一项保险条
款是 否 违 反 公 共 政 策 的 标 准 或 方 法 并 不 相
［8］379
。例如，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认为： 判断一
同

( 三)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界对待时间限制

险人于本契约有效期间内遭受第二条约定的意
外伤害事故，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

项条款是否违反公共政策的标准为，该条款的

八十日内致成附表所列残废程度之一者，本公
司给付残废保险金，其金额按该表所列之给付

目的是否会给公众带来损害或是否侵犯了某些
已经确立的社会利益； 时间限制条款的目的在

比例计算。”许多保险公司在制定意外伤害保险
合同条款时都参照了该示范条款，但是，关于该

于排除有关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的争议，具有合
［9］
法的社会功能，因而，并未违反公共政策 。而

条款的合理性却受到了社会公众和许多专家学
者的质疑，并引发了许多诉讼。例如，关于意外

伊利诺依州最高法院则认为： 探寻一个国家或
一个州的公共政策，首先应从其宪法和法规入

伤害导致残疾的判断，在医学实务上须经一年
时间的观察方能判定，然而，保险合同却将其限

手，当其未有明确规定时，则应寻找相关的法院
判例； 保险法赋予了保险监管机构以批准保单

定为一百八十天，这与死亡时间限制条款一样，
在相关判例中都被法院认定为，有违诚实信用

的权力，因而，监管机构有权利和义务对保单中
的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做出判断； 在伊利诺依

原则，显失公平，当属无效②。

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与准则 ”中，时
间限制条款已得到认可，并且，含有此类条款的
保单也一直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批准，而立法机
构对此从未做出相反的举动； 尽管保险监管机

为了回应公众的批评和法院的判决意见，
台湾地区保险业在 2006 年对《意外伤害保险示
范条款》修订时，在原来的两项条款基础之上分
别增加了一项但书，在第四条第一款后增加“但
超过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证明被保

构对保单的批准对于法院并不具有拘束力，但
是，法院在决定那些已经获得批准的保单条款

险人之死亡与该意外伤害事故具有因果关系
者，不在此限”。在第五条第一款后增加“但超

是否违反公共政策时，应对保险监管机构的意
见予以着重考虑。 与此同时，伊利诺依州最高

过一百八十日致成残废者，受益人若能证明被

法院还认为，就时间限制条款本身而言，亦具有
合理性，是符合公共政策考量的，例如，此条款
可最大限度减少关于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的不确

保险人之残废与该意外伤害事故具有因果关系
者，不在此限 ”。 由此可见，修订后的台湾地区
《意外伤害保险示范条款 》与美国新泽西州的
规则非常类似。

被保险人因遭遇车祸而受到严重伤
① Kirk v． Financial Security Life Insurance Co． ，75 Ill． 2d 367，389 N． E． 2d 144 （ 1978） ． 在该案中，
害，他在被采取特殊医疗措施后，将生命维持至事故发生后的第 92 天，从而超出了保险合同约定的 90 天的时间限制，保险受益人
主张该时间限制条款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
参见江朝国著： 《保险法逐条释义》（ 第二卷） ，（ 台湾）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版，
② 台湾高等法院 92 年度保险上易字第 5 号判决，
第 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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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相关问题的分析
( 一) 法律适用的比较分析

2014 年 9 月

制，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相关判例来探寻法院是
如何来 界 定 保 险 人“依 法 应 承 担 的 义 务 ”的。
前述我国河南法院在认定时间限制条款无效
时，除了引用《保险法 》第十九条第一项作为依

依照时间限制条款的含义，如果被保险人
的死亡时间超出了保险合同所规定的期限，那

据外，还阐明了其判决理由： “投保人与被告签
订的是爱心家庭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按照通常

么，保险人将不再负有给付意外死亡保险金的
义务，无论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否是由于意外事

理解，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被告应当
支付保险金，而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却规定，被

故所导致的。 因此，时间限制条款具有免除保
险人赔付责任的作用。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一

保险人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天内身
故，才能获得赔偿，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

项保险合同条款，并不会仅仅因为其具有免责
的效果，而当然地无效。 如果我们要认定一项

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应为无效。”① 从该判决理
由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在对保险人的“依法应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必须要找到其他理由
或依据。

承担的义务”进行界定时，参照了人们对意外伤
害保险合同的“通常理解 ”，并进而指出诉争的

对于免责条款的规制，我国现行《保险法 》
第十九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

时间限制条款与所谓的“通常理解 ”不一致，从
而得出该条款无效的结论。通过对判决进行研

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 （ 一 ） 免除保
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

究，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在阐明“通常理解 ”时，
不仅仅是在界定保险人的赔付义务，更重要的

险人 责 任 的 ……”该 条 文 与 我 国 台 湾 地 区 的
《保险法》第五十四条之一非常类似，其条文表

是它是在界定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和预
期。时间限制条款不仅免除了保险人的赔付义

述如下： “保险契约有左列情形之一，依订约时
情形显失公平者，该部分之约定无效： 一、免除

务，同时，其与投保人的预期也是相违的。
与中国法院的判决理由相比较，美国新泽

或减轻保险人依本法应负之义务者 ……”对这
两个条文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地区的保

西州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中的时间限制条款
时，则适用了合理期待原则，强调应从购买保险

险法较之中国大陆法律增加了一个限定条件，
即“依订约时情形显失公平者 ”。 这意味着，即

的普通公众的合理期待出发，而不是拘泥于合
同条款的字面含义，从而部分地否定时间限制

使某一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义务的条款，若其
未达到依缔约时情形判断显失公平的程度，则

条款的效力。 所谓合理期待原则，是美国保险
法学者基顿 （ Keeton） 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通过

不能被认定为无效，台湾的相关法院判决在认
定时间限制条款无效时，亦强调了该条款具有

对美国大量的保险法判例进行研究后提出的一
项主张： 在界定保险的赔付范围时，应以被保险

［10］333

显失公平的效果

。

相比较而言，中国大陆的《保险法 》则缺少
“显失公平 ”这一要件控制，因此，法律适用的
中心则集中在了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
务”这一要件上来了。由于《保险法 》并未对意
外伤害或意外死亡保险合同条款进行具体的规

人的合理期待为准； 当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与
保险合同条款的文字含义不符时，应注重保护
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而不是刻板地执行合同
条款的文字表面含义②。时间限制条款的文字
含义在表面上非常清晰，几乎不存在疑义，但
是，美国有些法院却拒绝按其文字含义来实施，

① 参见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 2012） 新城民初字第 218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田秀英与被告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

公司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案例来源： 北大法宝数据库（ 法宝引证码： CLI． C． 1140635） 。
② 参见 Ｒobert E． Keeton，Insurance Law Ｒ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83 Harv． L． Ｒev． 961 （ 1970） ． 基顿在该论文中首次

明确提出了保护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原则。此后，基顿又在其与他人合著的保险法著作中对这一原则在保险法中的运用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参见 Ｒobert E． Keeton and A． I． Widds，Insurance Law： 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Legal Doctrines，and Commercial
Practice，West Publishing （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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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法院所采用的“通常理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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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附合合同的概念被提出，不久
后被引入到美国，且最初用来说明附合合同的

方法与美国法院所采用的合理期待原则，具有
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以

事例就是人寿保险单③。在进入附合合同时代

普通人对保险合同的理解来对保险人的赔付责
任范围进行界定。

式合同条款，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立法规制和

( 二) 对时间限制条款的公共政策审查

得越来越积极。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时间限制

在审理涉及时间限制条款效力的案件时，
中国和美国法院都触及到了同一个话题，在中
国法中被称为公序良俗原则，在美国法中则被
称为公共政策原则。 无论是“公序良俗 ”，还是
“公共政策 ”，都属于抽象的语词，它就像一张
白纸一样，需要由法院在上面进行大胆而谨慎

以后，保险单被认为是保险人单方面制定的格
行政监管，法院对待保险合同的态度也开始变
条款是否违反公共政策的问题一再被保险诉讼
的当事人提出，法院的意见也开始呈现多元化。
尽管先前已有所涉及，但是，美国法院真正就时
间限制条款的公共政策问题展开正面的、深入
的讨论是从“伯恩 ”案开始的。 通过判例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法院在判定一项合同条款

的填补。如何确定其含义，如何判断一项合同
条款是否违反了“公序良俗”或“公共政策 ”，是

是否违反公共政策时，其考虑的因素是有所不

保险法上的一项重要问题，亦是一个难题。 有
关时间限制条款的中外司法判例，为我们提供

同的。综合起来看，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条款设置目的的正当性。 意外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可以观察到法院
是如何适用这一原则的。

死亡保险，自其产生之日起直至今日，一直都面

就美国早期的判例而言，即使当事人提出
该条款有违公共政策，法院也只是简单地予以

外伤害有可能引发某种疾病，或者该意外伤害

临的难题是，当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后，该意
有可能与被保险人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或者

否定。这与法院处理普通合同案件时的做法几
乎是一致的，正如一位英国法官所言： “必须牢

有可能出现其他介入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被

记的是，你们不能够将这些关于合同因违反公
共政策而无效的规则任意扩张，因为，如果公共

亡”，如何从保险法的角度认定死亡的原因，以

政策上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要求的话，那就是，成

保险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界定“意外死
及当被保险人死亡原因有多种时如何限定保险
人的赔付责任。 为此，保险人曾不断地变换保

年而且具有健全理解能力的人应当享有最大限
度订立合同的自由，他们自由并且自愿订立的

险合同的表述以应对各种争议和法院的裁判，

合同应当被认为是神圣的，应当得到法院的强
制执行。”① 通常，法官们先是将保险合同描述

种。从表面上看，保险单强调的是时间节点，实

为一种“自愿合同 ”，然后，再宣称自己的职权
仅限于执行既有的合同条款，而无权代替当事

时间限制条款就是保险人的应对措施中的一
质上，其真实用意在于避免因果关系问题的纷
争与不确定性。因为，从实践经验来看，被保险

人制定或改订合同条款，而且，他们在执行合同
条款时又强调严格遵循其文字含义，不容许有

人死亡时间点距离意外事故发生时间点越远，

任何偏差②。

何界定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往往非常复杂，法

其他因素介入的可能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

① Printing＆ Numerial Ｒegistering Co． v． Sampson，L． Ｒ． 19 Eq． 462 （ 1875） ．

例如： Perry v． Provident Life Insurance＆Investment Co． ，99 Mass． 162 （ 1868） 和
② 在美国早期的众多保险法判例中都可发现此种态度，
Brown v． United States Casualty Co． ，95 F． 935 （ C． C． N． D． Cal． 1899） 。
③ “附合合同”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Ｒ． Saleilles 在 1901 年提出的。［Ｒ． Saleilles，De la declaration de volunté 229 （ 1901） ］） 这一概念被

引入美国则是由在 Patterson 在《论人寿保险单的交付》一文中提出的［Patterson，The Delivery of a Life-Insurance Policy，33 Harv． L．
Ｒev． 198 （ 1919） ］。在该文中，作者是以人寿保险单为来解说合同的附合性的。参见（ 美） 范斯沃思，葛云松、丁春艳译，《美国合
同法》（ 第三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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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裁判往往存在不确定性①。保险人试图通
过时间限制条款来对因果关系进行限定，就该
②

2014 年 9 月

结，相关的伦理争议也就因此而生③。
第五，关于公众的接受程度。 纯粹从技术

目的本身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第二，关于条款设置手段的科学性。 就限

的角度来看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条款设置，未必

定因果关系这一目的本身而言无可厚非，关键
在于其采取的手段是否科学。时间限制条款寻

技术可以证明黑色人种、白色人种和黄色人种

能够被公众所接受。 例如，即使使用保险精算
的寿命有显著差异，保险公司亦不得依肤色或

求的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理，对超出特定时
间限制的死亡，对其死亡原因一概不作认定，也

人种差异来收取不同的人寿保险费，因为这会

一概不予赔付，实质上等于否认死亡与意外事
件之间的因果关联。 从保险实践来看，保险合

保险领域基于性别差异而区分对待，却被公众

90 天和 180 天，
同对时间限制的规定有 30 天、
无论是哪一种时间限制，保险人都难以证明该

人的死亡时间的限定，其在技术上是否具有合

限制的设定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也正因如此，
许多人攻击该条款具有武断性。 并且，通过时

是它能否被社会公众观念所接受。

构成社会公众所无法接受的歧视，相反，在人寿
视为可接受。 对于时间限制条款而言，事关对
理性，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一面则
除此以外，有的法院还提出，时间限制条款

间限制来解决因果关系认定问题，无法回避的
质疑是： 如果有充分的清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

可以将保险人的责任限定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

保险人的死亡系由意外事故所致，是否可以将
时间限制条款抛在一边？ 美国新泽西州法院的

意，似乎是说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条款，保险人将

做法是允许将其作例外处理，但是，美国也有许
多法院坚持一视同仁，不允许排除。
第三，关于条款的实施效率。 时间限制条
款的规则简洁、明确，规则本身的实施成本很

围内，从而便于保险人计算保费④。 其 言 下 之
无从计算保费或保费数额有可能畸高。 但是，
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保险实践业看，保险业
仍在继续经营人寿保险和意外死亡险，并没有
受到太大影响。或许，在取消这一条款后，保费
会略有上升，但是，被保险人受到保障水平也得

低，以时间限制条款来排除超出时间节点的死
亡原因争议，可以避免大量的诉讼和纷争，从这

到了提升，关键问题在于： 保障水平提升给被保

个角度来言，可以提高效率。
第四，关于条款对当事人的激励效果。 规

而言之，在公众看来，为这一保障水平的提升而

险人带来的价值是否高于保费上涨的数额，或

则一旦确定，就会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某种激
励。那些反对时间限制条款的人所担心的就是

支付一定的保费是否值得？ 对此只能由公众来

该条款会对当事人的激励带来负面效应。意外
事件发生后，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原本是一个自

众的意见得以充分体现。

然的过程，出于人的自然感情和道德，其亲人往
往会竭力救治以尽可能挽救或延长其生命，这

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唯一正确答案，它是一个法

回答，困难在于，我们缺乏一种机制，可使得公
关于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公共政策审查，并
院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对多种因素相互权衡后

也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然而，在时间限制条
款的激励下，保险受益人有可能出于担心丧失

得出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理解美国法院关于这

保险金的心理，而不尽积极救治，以使得被保险

回过头来，我们观察中国法院在处理这一

人的生命得以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间限制内终

问题的考虑因素时，可以发现，其与美国法院有

一问题的多种不同态度。

可参见周学峰： 《保险法上的因果关系认定与司法推理———以意外
① 关于意外死亡保险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和保险人赔付责任问题，
死亡保险为例》，载《政法论丛》2011 年第 2 期。
“卡尔诉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案、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 Ｒhoades 案，以及伊利诺伊州的 Kirk 案均提到了时间限
② 在前述“马里恩”案、
制条款的设置目的出于限定因果关系。
③ 参见前述“伯恩”案。
④ 参见前述“布朗”案和伊利诺伊州的 Kirk 案的判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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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多项共同的关注点。 首先，合同条款的格式
化，中国《保险法》第十九条明确限定了其规制

于一些关乎社会公众利益的条款和强制保险，

范围，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
险合同”。其次，法院都考虑到了该条款对当事

强制要求保险人予以采纳而不得擅自变更条款

人的激励效果及其社会效果①。对于因果关系
因素，在前述中国河南的案例中，法院在判决理

的保险条款已获得保险监管机构的批准为由来

由部分虽然未明确点明，但其在事实认定部分
有所显现，例如，系争保险条款在规定时间限制

两者的关系，可反映出司法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立法机构或监管机构还会制定强制保险条款，
内容③。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常常以自己使用
对抗他人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
如前所述，美国伊利诺依州的上诉法院在其判

条款的同时又规定了另一相关限制条件“以此
事故为单独且直接的原因身故”，这说明了中国

决意见中表达了对保险监管机构意见的尊重，

的保险公司在合同条款中加入时间限制条款，
亦是出于限定因果关系的目的，并且，在本案

的约束力。

尽管其也承认监管机构的意见对其没有法律上
在笔者看来，即使是由保险监管机构制定

中，医院的诊断可以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
系由于意外伤害所致，而不存在原因不明的情

的保险条款，或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

形。从美国判例的经验来看，中国法院尚未处
理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不明，

是因为，许多保险条款即使表面上是由保险监

那么，时间限制条款是否依然被认定为无效。
对此，笔者持怀疑态度，在笔者看来，中国台湾
地区和美国新泽西州的做法值得借鉴，可以较
好地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关系。
( 三) 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行政规制与司法
规制的关系

条款，法院仍应对其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 这
管机构名义制定的，但实际上，保险公司作为强
大的利益集团往往会游说保险监管机构采取对
其有利的保险条款，而且保险监管机构在制定
保险条款时也往往会征求保险人的意见。投保
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都是分散的个体，他们很
难联合起来对抗保险人，也难以像保险人那样

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不仅存在着司法规制，
而且还存在行政规制。为了防止保险人利用单

容易接近保险监管机构。至于经保险监管机构

方面拟定保险合同条款的机会加入对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利的条款，世界多数国家

责起草的，保险监管机构只是进行审查而已。

都要求保险监管机构要对保险人拟定的保险单
条款进行严格监管，包括要求保险人事先将保

保险人的意志，而较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的意志。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监管是有

险条款提交保险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等②。 对

益的，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其作用是有限

审批或备案的保险合同条款，则是由保险人负
即使是受监管的保险合同条款，也更多地反映

而使本人得不到及
① 前述我国河南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该条款无疑将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在意外事故发生后因其亲属为获取保险金，
时救治及照看、护理，甚至伤害行为发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应为无效条款”。
我国 1995 年制定的《保险法》规定： 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管部门制定； 保险公司拟定
② 例如，
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管部门备案。因此，此后许多保险公司使用的保险合同条款都是由金融监管部
门制定的。2002 年《保险法》在修订时，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监管采取了放宽的政策，并被 2009 年《保险法》所继续沿用。依照修订
后的《保险法》规定： 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
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依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实施〈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依法实行强制的保险，机动车辆
保险，包括机动车辆损失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及其附加险等，投资型保险和保险期间超过 1 年的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应报
送审批； 其他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报送备案。
事实上，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保险公司所使用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其中就包括 180 天
的时间限制条款。
我国 2006 年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6 条规定：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
③ 例如，
和基础保险费率。”这意味着，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险的保险合同条款，不仅投保人无选择权，就连保险公司也无选择权或修
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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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峰：

论意外死亡保险合同中时间限制条款的效力

的。如果一项条款未经保险监管机构审批或备
案，法院还可对其严格审查，而经过保险监管机
构审批或备案后，法院只是遵从监管机构的意
见，那么，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的利益，也背离了监管的目的。因为，
保险监管的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受
益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保险人提供免责的保护
伞。对于时间限制条款而言，
以其已获得保险监
管机构的批准为由，
来试图免除他人对其合法性
的挑战或法院的司法审查，
是没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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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idity of Time Limitations Clause in
Accidental Death Insuranc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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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stream theory directly transplants the concept “object of a right”from philosophy into the field of law and regards it as a whole
concept． It is usually being considered as a thing，
an act，information and so on． This academic
viewpoint puts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ting moral
rights from property rights in such predicament，
for it neither differentiate moral rights from property rights nor properly provide rationalities for the
legal protections on commercial valu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pecial property． Also，this viewpoin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the object
of moral right is moral interests．
In this article，the “object of right”is separated into two meanings： one is the abstract object
which means the moral and property interests reflected on different legal rights，the other is the
concrete object which means the carriers of interests including things，acts，information and etc．
Since one object can both reflect property and moral interest，it can be protected by both mor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is way，the legal protections on commercial valu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pecial property can be explained smoothly，
the theory of distinguish mor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can be followed． What is more，it can divide civil rights systems scientifically． As China is
drafting civil law，separating “object of a right”
ma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law syste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formation
properties，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into the
civil law．
Key words： Carrier of rights； Object of rights；
Moral right； Property right； Distinction

Law School，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The time limitation clause in accidental
death insurance contract limit the insurer's liability． There are lots of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validity of time limitation clause，especially the issue of
public policy． Chinese and foreign courts have
published varied judgments． When the courts review an insurance clause，the courts sh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legitimacy of purposes，the scientific of means，efficient enforcement of the clause，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clause，and the acceptance level by public．
Key words： Accidental Death Insurance； Time
Limitation Clause； Judicial Ｒ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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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opy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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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in digital environment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WIPO Internet Treaties
as well as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both include new provisions or chapter for the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ince 1995．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treaty obligation undertaken by
Member Stat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ter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