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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項 國內產物保險新聞 

工商時報於民國九十三年九月八日報載 

（1）工商時報   財經產業   930908 

保險經紀人殺價攬產險 重罰 

張明暉／台北報導 金管會日前邀請大型保險經紀人公司，到保險局裡喝咖

啡，當面告知其招攬產險業務的行為，必須遵守產險公會自九月一日起，新實施

的市場自律規範，以維護產險市場的行銷紀律；保險局官員同時給予告誡，如有

嚴重違規情節，將給予嚴厲處分，最重者予以撤銷營業執照。 

有鑑於產險業殺價競爭業務，是國內產險市場的老問題，金管會主委龔照

勝對此問題極為重視，日前出席產險公會會員大會，支持產險業實施「自律規範」

措施；並期勉全體產險同業遵守此一措施，如有違規者，將予以嚴懲的警告。 

由於新自律規範措施自九月一日起實施，而九月份有中油公司、一０一大

樓等大額火險保單辦理續保；為避免這些大額火險保單辦理續保作業，發生惡性

殺價行為，金管會保險局特別邀請業績最佳的外商保險經紀人公司，到局裡喝咖

啡，告知招攬產險業務的行為，必須遵守產險業頒訂的自律規範措施。 

這是保險監理管理當局，第一次邀請保險經紀人公司的負責人，到局裡喝

咖啡的案例；保險局官員明確告知，保險經紀人公司與產險公司合作，招攬大額

產險業務時，不得有違規惡性爭搶業務的情形。 

產險公會新任理事長石燦明表示，根據產險公會通過的自律規範措施，明

訂大額產險業務辦理續保，其續保費率不得低於上一年度保費的七０％；如低於

該費率，簽單公司必須說明，解釋費率降幅需超過三０％的原因。 

保險局官員請保險經紀人公司負責人，喝咖啡的同時，特別告誡違規情節

嚴重者，將予以撤銷營業執照；多家產險公司總經理昨日一致期許，保險局官員



 6

對保險經紀人公司的告誡動作，能發揮預期效果，嚇阻其惡性壓低費率爭搶產險

業務的行為，藉此匡正產險市場的行銷秩序。 

（2）工商時報   財經產業   930908  

公平會立場 尊重主管機關決定  

鄭圭雯／台北報導 中油、101大樓、京華城等大樓的產險投保案，日前傳

出保險公司削價競爭情況，對金管會昨天透過保險經紀人公會，要求約束其成員

不要惡性殺價，負責監督市場運作的公平會表示，原則上保險費率應該要尊重市

場機制，但公平會也尊重保險業主管機關金管會的決定，除非有保險業者就此案

提出申請，公平會才會進行深入了解。 

公平會表示，市場價格應該由自由競爭的機制衍生，不應該藉由外在力量

干預與管理，不過保險業務的主管機關屬於金管會，依照公平法四十六條的規

定，「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

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公平會將尊重金管會的決定。 

事實上，近日發生多起跟價格費率有關的案子，包括機票、產險等，公平

會幾乎都尊重各主管機關，例如交通部、金管會的決定。不過，公平會堅持一個

基本原則，就是資訊必須公開透明，因此這些招標作業一定務必要公開進行。但

此次費率削價競爭案，卻也衍生一個問題，就是金管會業務與公平會的業務有所

關聯，協調機制卻還未齊備，往後可能容易有各說各話的狀況發生。但屆時若真

得涉及到違反市場公平問題要如何解決，公平會表示，到時候再說。 

 

第二項 國外產物保險新聞 

工商時報於民國九十三年十月十九日報載 

（1）工商時報   財經產業   931019  

美商達信保經不當行銷 在美遭控  

張明暉／台北報導 全球保險業昨日關注，美商達信保險經紀公司（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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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Lennan）被美國紐約州首席檢察官史皮澤（Eliot Spitzer ）控告，以不正當

手段操控報價欺騙客戶，掌握客戶的投保業務之後，再向保險公司索取數百萬美

元回扣，做為業務交換條件；產險業指稱，達信保險經紀公司在台招攬業務，行

銷手法與此相當雷同 。 

美國紐約時報上週報導，史皮澤檢察官針對全球最大保險經紀公司，以不

正當的行銷手法招攬保險業務，提出控訴的訊息；引起全球保險業界的關注，金

管會保險局官員，昨日亦特別關注，此一全球最大保險經紀公司的違規案情。 

該項控訴對象明確指向達信保險經紀公司，史皮澤的控訴內容，指陳達信

保險經紀公司招攬個人保險業務，包括汽車保險、住宅與健康險業務，也發現有

許多不當的情形。 

史皮澤檢察官上週控訴達信保險經紀公司的同時，亦點名美國最大保險集

團之一美國國際集團（AIG group，即南山人壽的母公司），美商安達北美洲保險

等多家國際知名公司的高階主管，亦有涉及該不正當的違規案件。 

而達信保險經紀公司的執行長（CEO）為 Jeffrey Greenberg，是 AIG保險集

團董事長Maurice Greenberg的大兒子；而安達北美洲保險公司執行長 Evan 

Greenberg 則是Maurice Greenberg的小兒子。 

Maurice原先安排二位兒子，接管 AIG遍佈全球的保險事業，但二位兒子

並不接受其父的苦心安排，工作一陣子，先後離開 AIG集團，自行尋找事業空

間；使Maurice已是七十九歲高齡，仍無退休跡象。 

而紐約州檢察官史皮澤上週的控訴動作，使達信保險經紀公司與 AIG的股

價，次日立即受到影響。台灣保險業昨日獲知達信保險經紀公司，遭美國紐約州

首席檢察官史皮澤的控訴，除相互告知同業之外，並積極蒐集進一步的相關資

訊，包括金管會保險局官員亦主動了解該控訴案的案情。 

（2）工商時報   財經產業   931019  

保險局：達信被訴 未波及台灣企業投保案  

彭禎伶／台北報導 紐約州法官起訴全球最大經紀人公司達信（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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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保險局高度關注！保險局長魏寶生表示，已事先了解這次紐約州起訴案件

中，並沒有涉及台灣企業的投保案，亦即不會損及台灣保戶的權益，魏寶生說，

台灣市場與美國市場大不相同，但美國的案件將是台灣保險市場的重要案例。 

在台也有分支機構的達信保險經紀人公司在台灣市占率可說是第一大，達

信的執行長 Jeffrey與 AIG集團總裁Maurice Greenberg、安達北美洲產險的執行

長 Evan是一家人，而 Greenberg也被稱之為「美國第一大保險家族」。 

去年財政部長林全赴美招商及保險局長魏寶生在今年赴美進行艾森豪獎學

金參訪時，都曾拜訪 AIG集團總裁Maurice或北美洲產險的 Evan ，了解其在台

布局的意願，目前 AIG集團在台已有多項投資，如南山人壽、美國人壽、友邦

信用卡、環球產險等，自稱為行動金控。 

據保險局了解，美國紐約州這次起訴達信，主要是達信與特定產險公司簽

署「補償條款」，也就是該特定產險公司的業績越好，達信索取的佣金就越高；

被檢察官認定是損及消費者權益而起訴。 

保險局官員分析，經紀人公司其實必須站在保戶的立場去安排保險，若只

是考量佣金高低來安排特定產險公司，就會損及保戶權益；但台灣的保戶是貨比

三家，要求經紀人公司將保費儘可能降低，與美國保戶完全相信經紀人公司的安

排，並不相同。 

魏寶生表示，已了解這次起訴案中並沒有台灣企業分保到美國的案件，確

定保戶的權益不會受損，且這件起訴案也與台灣的產險殺價競爭沒有關係，因此

保險局雖會密切觀察，但不會影響到台灣市場或金管會的監理。 

 

第三項 小結 

保險經紀人於保險市場上，不論國內外，均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可謂其

影響保險市場操作機制至深且巨1。從前述二件分別發生於國內外之事件可看

                                                 
1 保險業規模龐大，幾乎所有之行業都與其有關，於 2003 年美國保險公司之保費淨收入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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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不論保險業者本身、主管之行政機關、甚或檢察及司法機關均欲對於保險經

紀人於保險市場上操作之行為及其所應扮演之角色，提出一個監督、管理與矯正

或處罰的對應機制。 

2005 年全世界保險業簽定保險契約之保險費收入為 3兆 5千億美元，美國

保險業之保險費收入為 1兆 2千億美元，約佔全世界產值三分之一強，傲居全球

之冠，其法令規範之完整與執法之嚴密，更是世界之典範與執法之標準，然而很

諷刺的是，從史匹哲檢察長及美國保險監理機關之調查結果，就所提出並對外揭

露之民刑事起訴書所描述之情節，讓人們擔心其所投保並依賴分擔風險之保險業

與保險契約，竟然存在有那麼多內幕與問題。就保險市場資訊與經濟地位之不對

稱、欠缺市場透明度及怠忽公司治理，所導致詐欺、勾串、利益衝突等情事，經

史匹哲檢察長及美國保險監理機關之調查，發現許多保險產品之行銷，從人身、

財產、責任、意外到再保險，基本上可說是保險內部人俱樂部，業者與有市場力

量之強者得到優先待遇，而一般之保險購買人並不知其所倚賴之保險經紀人會從

保險公司收取隱藏性報酬，而其所取得之顧問意見是經過市場妥協的結果，甚而

保險採購招標之作業也經造假，這不但會影響要保人之權益更嚴重導致保險業者

之責任危機。目前本案之法律程序仍在進行當中，於此除讚賞史匹哲檢察長2勇

於主持正義之精神以發揚美國傳統價值觀外，同時亦欽佩美國大型保險業者能即

時更正錯誤，並踐行保護消費者及投資人之措施3，以恢復形象與效能。 

                                                                                                                                            
兆美元，約等於美國全國生產總值 11兆美元之 10%，所以保費價格之些微變動對國民經濟都
有戲劇性之影響。而由於保險經紀仲介市場在過去之十年間快速集中合併，產生巨大之市場

力量，於 2002 年，Marsh（達信公司）與 AON（怡安班陶氏公司）二家保險經紀商佔全球經
紀市場 54%，Willis（韋萊公司）佔 7%，這三家業者同時支配再保險之經紀市場。Marsh（達
信公司）係全球最大之保險經紀公司，2003 年佔據保險經紀市場約 40%。（參見美國紐約州

檢察長史匹哲於 2004 年 11月 16日，在美國華府對美國國會之證詞）。 
2 Eliot Spitzer 史匹哲氏自 1999 年 1月 1日起至 2006 年間擔任美國紐約州檢察長一職，而於

2006 年秋季之紐約州州長選舉中，當選為美國紐約州州長。 
3 2005 年 1月 31日，全球及全美最大之保險經紀商Marsh公司與紐約州檢察長及紐約州保險

局代理局長就其被主張之不當行為達成歷史性和解，依該和解約定Marsh願提出 8.5億美元
補償受侵害之被保險人並採用新商業模式以避免利益衝突，Marsh也要發布公開聲明表示對
非法及可恥之行為道歉並允諾進行改革。 
2005 年 3月 4日，全美第二大保險經紀商 AON公司與紐約州等達成和解，同意賠償 1.9億美
元並全面進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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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錯4，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下，本諸契約自由、公平交易、

市場供需機制等等的基本價值上，如何藉由市場自由競爭、主管機關之監理以及

司法機關之價值判斷，來對於保險經紀人於保險市場操作上之角色與行為做一檢

討及做出與時俱進之市場管控法則，誠為有趣之課題，亦為本研究計畫所設定之

主題，期能對未來我國保險市場之發展，能夠有所助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各種產物保險輔助人於保險實務上之功能與異

同，期望能以立法方式明確訂立各種產物保險輔助人之法律定位及其所得經營業

務之範圍，並且基於維繫保險事業及社會經濟永續發展之必要，進而探討保險輔

助人於執行業務之際所應盡之義務與應負之專業責任。 

本文著重保險實務運作上之情形，以國內外保險輔助人於執行業務上所衍

生之問題為出發，以現代經濟社會對保險制度之期待為標的，以保險服務業對整

體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之影響及其願景為本文之研究背景，期待藉由保險實務工

作者與政府主管機關、法律學界與實務界之共同努力，能使保險實務之運作更趨

於完善，並使國內保險事業與國際保險市場之發展密切接軌，形成一套保險從業

人員得所依循之「執業典範」，以為日後相關保險輔助人員及主管機關得以遵循

及評鑑的共同指標，使投保大眾對於保險制度之運作更具有信賴與安全感，給予

全體社會一個穩健、安全又合諧的經濟環境。 

 

 

 

                                                                                                                                            
2005 年 4月 8日，全美第三大保險經紀商Willis公司與紐約州等達成和解，同意賠償 5千萬
美元並採取改革措施。 
2006 年 2月 9日，全球及全美最大之保險公司 AIG與紐約州檢察長、州保險監理機關、美國

證管會及司法部達成金額逾 16億美元之和解，改組管理階層、落實改革、致力公司治理。 
4 美國紐約州檢察長史匹哲及證管會主席唐納森就美國保險業弊案之處理過程，可參見覃正

祥、郭土木合著，懲與治－保險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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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之研究方法將以下列各種角度進行之： 

一、以多年於保險實務界工作之經驗為基礎，實際踐行保險實務之運作。 

二、觀察相關政府主管機關及司法界針對保險制度之運行於社會中所產生之影

響所持之態度及因應方式。 

三、搜集相關之訊息及文獻，剖析保險相關輔助人於保險市場操作上的角色與行

為之探討以及市場管控之法則。 

四、並以專門職業人員之專業責任為本論文之論述主軸，回顧相關文獻之討論。 

五、以國內外保險市場中實務運作之習慣及方式，探討保險相關輔助人之市場功

能，以及觀察國外著名保險司法案例之背景及解決模式，作為本論文之研究

素材。 

 

第四節 研究範圍 

第一項 研究重點 

本論文之研究重點包括： 

一、保險實務上各種產物保險輔助人之功能與角色。 

二、各種產物保險輔助人對保險市場及投保大眾所產生之影響。 

三、產物保險運作上保險輔助人如何輔助保險契約之運作。 

四、保險輔助人之法律地位。 

五、保險輔助人之執業義務與專業責任探討。 

六、分析我國保險法對於保險輔助人之規定及修改之方向及內容。 

 

第二項 各章內容大意 

本論文全文共分七章，茲將各章內容略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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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為健全保險事業之發展及維繫社會經濟之持續發達，以國內外所發生之相

關保險弊案為借鏡，探討保險輔助人之功能及其執行業務之際所應盡之義務與應

負之專業責任，作為本文之研究目的。 

 

第二章 產物保險實務上保險輔助人之功能 

產物保險實務上具有各種不同的保險輔助人，其功能各自有所不同，於此

分別敘述保險法上及保險實務中，各種保險輔助人於實務運作上之角色及功能。 

 

第三章 保險輔助人於保險實務上之重要性 

從保險契約關係之各個環節，以及各種保險方法之處理模式，分析及探討

保險實務上保險輔助人於保險實務上之重要性。 

 

第四章 產物保險輔助人之法律地位 

以目前我國保險法對於保險輔助人之相關規定為基礎，進而逐一分析各種

產物保險輔助人之法律地位，論述其與保險契約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 

 

第五章 產物保險輔助人執行業務上之義務與專業責任 

從專業與專門職業人員之觀點探討產物保險輔助人於執行業務上所應盡之

義務與應負之專業責任，使產物保險輔助人確立專家之地位與邁向專業之領域。 

 

第六章 我國相關法律規定之修訂建議 

對於各種產物保險輔助人之資格及定位、執行業務範圍、費用收取之方式

以及執業義務與專業責任提出法令修訂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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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體認產物保險輔助人於保險機制運作及社會經濟發展上之重要性，有必要

就法律上對於產物保險輔助人所做之規定重新作一次檢討，可從現今保險事業之

發展現況與前景，重新思考產物保險輔助人之功能與法律地位，使相關法律之修

正與社會之發展，產生與時俱進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