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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險經紀人概說 
  

保險商品與一般商品不同，其係屬於無形商品，一種無形服務，對消費者而

言，保險並沒有直接效用之感，而且無急迫必要性，因此對於保險的需求感覺比

一般商品低，故而保險業需要推銷此種商品，有賴直接及積極之招攬活動以推廣

之。蓋保險之意義在於匯集個人之力量，透過危險共同團體之運作，於保險事故

發生或一定期間後，給予被保險人經濟損失之補償，藉以分散危險。因此要發揮

保險之功能首要者在使危險共同體之成員聚集，且共同團體成員越多，即越能使

個人之危險分散，故保險業之行銷即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1。 

 

又保險商品對社會大眾而言，具有高度專業性及複雜性，因此對於有購買保

險需求之人，擁有一專業並為其利益設想之專家來為其解說保險商品，幫助其決

定保險內容，實有必要。因此保險行銷體系中確有發展此種為被保險人設想，並

對保險認識甚深之人之需求，其中保險經紀人即為此等專家。本章茲就保險經紀

人做一扼要解說。 

 

 

 

第一節 保險經紀人之制度 

 

我國保險市場係採直接行銷與間接行銷雙軌制，前者是指由保險業編制內或

外之外勤業務人員直接向要保人招攬或要保人直接向保險業者購買保險；間接行

銷制度則指保險業經由保險代理人或保險經紀人之媒介而取得業務。其中保險代

                                                 
1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之五十一~第九條（一），何謂保險經紀人？（之一），現代保險雜誌，

第 78 期，1995 年 6 月，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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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及業務員皆立於保險人的立場，而保險經紀人依保險法之定義，是指保險經

紀人對於保險具有專業及豐富之知識及經驗，並受到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委託，

基於被保險人之利益來代向保險人恰定訂保險契約之人。因此保險經紀人無疑地

是基於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之立場，為其風險提供諮詢，並安排符合其需要及利益

之保險者。  

 

第一項 保險經紀人之意義 

 

依我國保險法第九條之規定，保險經紀人係指「基於被保險人之利益，代向

保險人恰訂保險契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金之人。」亦即2： 

 

一、保險經紀人係指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契約之人 

保險經紀人之任務，乃為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或保險代理人「洽

訂」保險契約，而非逕為代訂保險契約。因保險經紀人，雖然通常多為對

保險技術嫻熟之人，但終非契約之當事人或契約之代理人，僅得為被保險

人向保險業者報告簽訂保險契約之機會，洽商簽訂保險契約之內容；契約

之實際簽訂，則仍須由要保人向保險人為之。 

 

二、保險經紀人，係指基於被保險人之利益，代向保險人洽訂契約之人 

理論上，保險經紀人係被保險人之輔助人，保險經紀人代向保險人洽訂契

約，應以被保險人之利益為前提，因而保險經紀人須本於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為之。 

 

 

                                                 
2林群弼，保險法論，三民書局，2002 年 10 月初版一刷，頁 90-91。 



 7

第二項 保險經紀人之功能與特質 

      

保險經紀人存在目的不僅是代要保人爭取較優惠之保險條件，以保障要保人

之權益而已，更得以依其豐富經驗，透過經紀人之訂約，可形成一股「保險契約

要保團體」之強勢力量，經紀人除可以藉此力量和保險人進行保險契約內容之商

討，獲取最有利之保險條件外，更基於此，於某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

故，而就賠償範圍代為向保險人進行索賠時，保險人於決定是否賠償或範圍之

際，往往考量該保險經紀人手中之「潛在訂約力量」，而做某程度之退讓
3。 

 

    又保險經紀人與保險經紀人制度通常具備以下特質4： 

一、保險經紀人為一獨立的保險專家： 

保險經紀人不僅是保險市場的重要支柱，同時也是拓展保險業務之先鋒之

一。與其他專業技術人員一樣經紀人必須經主管機關考試或審核合格，取得執照

始得執業。為取得執業資格，經紀人自須兼備保險知識、保險法規、危險管理之

技術與經驗。因此一個合格的保險經紀人應該是一個熟悉危險管理、保險專業知

識與理賠程序的保險專家。 

 

二、保險經紀人制度為自由競爭經濟制度下的產物： 

    在自由競爭經濟社會中，工商業愈發達，社會結構也愈複雜，分工亦愈精細。

保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惟因保險具專門性、技術性與複雜性，

在行銷方面如透過經紀人提供專業服務，較能克服招攬障礙，發揮供需制衡作

用。而在承保和理賠方面，保險經紀人亦可居間調解，對保險人或要保人雙方都

有利。因此經紀人制度的存在有助於社會安全的建立。 

                                                 
3 江朝國，保險法論，瑞興圖書印行，1994 年 10 月一版二刷，頁 136-137。 
4 黃禮鳳召集，我國產險行銷制度之研究，保發中心發行，2000年6 月，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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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政府對保險業的監督，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保險市場競爭劇烈，常有不擇手段及違法事件發生，保險經紀人制度不僅可

使業者間不致流於惡性競爭，亦有助於政府的監理，減少不法事件。 

 

 

第三項 保險經紀人與保險契約當事人之關係 

 

保險經紀人與保險契約當事人之關係得分就與危險管理者之關係、及與保險

人之關係兩方面論述之
5： 

 

一、與有危險管理需求者之關係： 

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代理人，而非保險人的代理人，因此其莫

不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立場為立場。通常保險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 

 

（一） 協助有危險管理需求者對有關保險知識的瞭解。 

（二） 分析企業所面臨的危險，並提供應對措施的建議。 

（三） 為有危險管理需求者設計投保藍圖，選擇聲譽卓越、財務健全、經

營完善的保險公司，並與之恰訂最符合成本效益原則的保費及最適

當的保險契約。 

（四） 向有危險管理需求者解說保險契約的內容、保險金額及保單條款，

以避免不必要的糾紛。 

（五） 提供保單更改資訊，使有危險管理需求者所投保的保險隨時與企業

的發展情況相配合。 

                                                 
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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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協助有危險管理需求者辦理理賠，以確保其應得的權益。 

 

二、與保險人的關係： 

    就表面觀之，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立場向保險人購買保險，與保險人

似處於對立關係；然實質上，由於其佣金係向保險人領取，依常情勢必亦將考慮

保險人立場。通常其對保險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 

（一） 滿足保險人業務多量的需求。 

（二） 滿足保險人遞送保單、收保費、辦理理賠等事項。 

（三） 提供保險公司保險市場上的商情及資料。 

 

 

 

第二節 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 
 

在英、美國家，保險業非常發達，且其保險經紀人之地位，對於保險業務之

發展，亦頗重要。舉例而言，在英國之商業習慣，海上保險契約之訂立大多係經

由保險經紀人規劃，而由其代要保人恰訂保險，且由其代保險人收取保險費、遞

送保險單，並代為處理嗣後發生之賠償問題、理賠問題等6。 

 

而我國保險法第9條規定：「保險經紀人係指基於被保險人之利益，代向保

險人洽訂保險契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金之人。」是從文義即可得知保險

經紀人乃受要保人之授權，係屬要保人之代理人殆無疑問，國內學者對此通說亦

持相同之看法。至於要保人對於保險經紀人，除授與其代理權外，雙方間之法律

關係何屬？是否有償？再者，學者有謂保險經紀人不僅係要保人之代理人，有時

                                                 
6 顏虹菁，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專業責任保險之研究，淡江大學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碩士論

文，2003 年 6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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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保險人之代理人，如此恐有雙方代理之問題，此時保險經紀人即居於要保人

與保險人之利益衝突上，如何解決此等問題，皆有進一步釐清、探討之必要。 

 

 

第一項 保險經紀人與民法之關係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理人殆無疑義，惟其於民法上之基礎關

係究竟為何，實有探討之必要，以下茲就就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保險經紀人與

保險人二方面之法律關係，討論保險經紀人之法律地位。 

 
 

第一款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法律關係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法律關係為何，關係著經紀人所為之法律行為效力歸

屬，其影響保險業運作、要保人權益、保險人權益甚深，因此要釐定其法律行為

之效力，實有探討其基礎原因關係之必要。 

 

 

第一目 基礎原因關係     

 

保險經紀人既為要保人之代理人，則通常伴有代理權之授與，惟雙方間之基

礎原因關係，學者有謂「居間」關係、有謂「委任」關係，抑或「承攬」關係，

以下茲就此三種立論，分述如下7： 

                                                 
7 以下主要參考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之五十二~第九條（二），何謂保險經紀人？（之二），

現代保險雜誌，第 80 期，1995 年 8 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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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居間關係 

居間制度在於易搜訂約之機會，調查對方之情況，從中斡旋，使雙方意思接

近。民法第565條之規定：「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

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契約。」居間依居間人所受託任務內容

之不同，可分為報告居間與媒介居間。前者受他人之委託，搜索及報告可與其訂

約之相對人，以供給訂約之機會，即為已足；後者則不但須報告訂約機會，更應

周旋於他人之間，使雙方訂立契約，乃僅為他方訂約媒介之居間，但並不以他人

或自己之名義代為訂約。國內學者有以為保險經紀人乃基於被保險人之利益洽訂

契約，而反向承保之保險人收取佣金，基此觀點，保險經紀人並不屬於要保人或

保險人之輔助人，而係處於「居間」之地位，因而認得適用於民法上居間之規定，

學者桂裕教授、劉宗榮教授8亦持相同之看法。 

 

保險經紀人依上述之居間定義似可視為媒介居間。然民法上居間人於契約成

立即可請求報酬，縱其後契約因故解除，對其所得報酬亦不因此而受影響；保險

經紀人則不然。且居間人僅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無為當事人給付或

受領給付之權（民法第574條），自無代理委託人之權。再者，保險經紀人乃向

保險人收取報酬，亦與居間之雙方當事人平均負擔（民 § 570）有異。由上述數

點觀之，要保人與保險經紀人之契約應非屬居間關係，自非適用民法上關於居間

之相關規定。 

 

（二） 委任關係 

                                                 
8
 劉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1995年8月初版，頁68。頁68有謂：「保險經紀人是居於要保人與

保險人之間，從中撮合訂立保險契約之人。因此保險經紀人所為之行為具有『居間』性質。⋯

正確地解釋應該是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具有居間性質，但例外情形，在訂約之後受到保險人授權

時，又具有保險人之代理人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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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法第528條規定：「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理事務，

他方允為處理之契約。」依保險通例，保險經紀人受要保人之委託，基於豐富之

保險知識、經驗，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契約，於性質上確與委任關係相似。惟保

險經紀人於處理保險事務時之注意義務為何？按委任契約於民法上可分為有償

委任與無償委任，受任人之注意義務在前者，須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處理事務，

負抽象輕過失之責；在後者則應以與處理自己事務之同一注意，負具體輕過失之

責9。 

 

而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委任，究屬有償抑或無償？依保險法第九條之規

定，保險經紀人係向承保之保險人收取佣金，驟觀之似屬有償。然而此處討論之

委任關係，係存在於要保人與經紀人之間，應以要保人與經紀人間是否有給付酬

金之約定為斷，而不得以經紀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佣金，驟認其係有償而應負抽象

輕過失之責。實則，應由保險佣金報酬之源頭係從何而來探討之，蓋保險經紀人

之佣金雖向保險人請求，但其報酬來源乃出自於要保人之保險費，亦即要保人付

予保險人之保險費中，除純保費外，還包含應給予保險經紀人之佣金，經紀人之

所以只能向保險人請求佣金，實為保險經紀人制度所為之特別規定。綜上所論，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法律關係，應屬有償契約，因此保險經紀人自應盡善良

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而為要保人處理保險相關事宜。 

 

（三） 承攬關係 

按民法第 490 條第 1項之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契約。」依照前揭承攬之定義，保

險經紀人於洽訂保險契約後，得依法收取佣金觀之，的確有類似承攬之關係。然

而此種論點不無「只見樹木不見林」之譏，蓋承攬人對於工作物之完成，具有相

                                                 
9 同註 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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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自主性；且承攬人所為法律行為之效力通常亦歸於承攬人，例如定作物之所

有權通常為承攬人所有，須再經所有權之移轉的物權行為，始得由定作人取得該

物之所有權，而保險經紀人於洽訂保險契約時，其乃以要保人代理人之身分為

之，其法律行為之效力乃直接歸屬本人所享有，不須再為任何移轉行為，故其與

承攬有間，二者應不得相類適用。 

  

 

第二目 代理權之授與 

 

按保險法第 9條有關保險經紀人之定義及上述之說明可知，保險經紀人乃為

要保人之代理人。惟須注意者，民法上代理權之授與行為，性質上屬單獨行為，

故授權行為並非必為要式行為，以言詞或書面為之亦無不可。再者，代理權之授

與雖常伴隨其他原因關係（如委任、僱傭）而生，惟其可與原因關係分離而單獨

授權，故保險經紀人不論是否受有要保人之委任，其仍可因要保人單獨為授與代

理權之意思表示，而使保險經紀人取得要保人代理人之地位，至於代理權授與之

要件及效力，悉適用民法有關代理之規定。此外，關於代理之效力，於代理權限

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力10。 

  

 

第三目 雙方代理之禁止 

 

    按我國民法第 106 條規定：「代理人非經本人之許諾，不得為本人與自己之

法律行為，亦不得既為第三人之代理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律行為。但其法

律行為，係專履行債務者，不在此限。」由上可知我國民法原則上係禁止雙方代

理，僅有在「經本人許諾者」及「法律行為專為履行債務者」時，方例外允許。

                                                 
10 詳參註 7，頁 87-88。及註 6，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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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違反雙方代理規定而為行為時，原則上其代理行為無效。惟禁止雙方代理之目

的乃在保護本人之利益，宜認為與無權代理同其效力，如經本人的事後承認亦為

有效11。 

     

經紀人於保險實務上同時為要保人與保險人之代理人而構成雙方代理之行

為，時有所聞，例如：保險費代收、代處理小額理賠及契約招攬行為等，則此時

經紀人雙方代理所為之代理行為效力如何？ 

 

關於保險費代收，因為保險費之給付為要保人應履行之債務，保險經紀人代

收保險費交予保險人可視為履行要保人之債務，而成為禁止雙方代理之例外。再

關於代處理小額理賠方面，由於保險事故發生之時，保險人不確定之債得以確

定，經紀人於保險人授權之理賠處理中，亦屬為保險人履行債務之行為。 

 

至於契約招攬行為，於保險實務上，保險人為了追求公司業務之盈利，通常

委任保險經紀人為其招攬契約，而使「保險經紀人」扮演「保險代理人」之角色。

對於上述之情形，保險人雖明知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理人而仍委任其代為招攬契

約，若仍使保險人得主張違反雙方代理之法律效果，且拒絕事後追認而使契約無

效，以逃避其理賠之責，則對要保人有失衡平。故宜認為經紀人乃經保險人許諾

而為雙方代理。至於要保人方面，為保障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權益，自應認要保

人得事前允許或事後追認經紀人之雙方代理行為。惟經紀人招攬合約時，要保人

常不知經紀人處於雙方代理之狀態，易使法律關係長久處於不確定狀態，因此為

使要保人及保險人之法律關係盡早確定，宜認為保險人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繳

交保費時，若要保人不為違反雙方代理之抗辯，即得解釋為要保人有使契約效力

發生之意思，進而使法律關係予以確定12。 

                                                 
11 同註 7，頁 89。 
12 詳參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之五十三~第九條（三），何謂保險經紀人？（之三），現代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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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之法律關係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雖為要保人之代理人，然其與保險人關係深厚，常

為其處理契約之相關事項，例如代收保費等，則此時經紀人與保險人間之法律關

係為何？以下茲以保險人有無授與代理權無區分，進一步探討之。 

 

 

第一款 代理權之授與 

 

保險實務上，保險人常以契約委任或單獨授與保險經紀人代理權，使保險經

紀人同時為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要保人與保險人）之代理人，致雙方代理之情

事發生。且依我國過去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理規則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代理人或經紀人受保險人之授權代收保險費者，應保存收費紀錄及收據影本，

並應於收到保險費後立即交付保險人。」據此，保險經紀人同時具有代理保險人

之權限，不僅為實務運作之通例，過去亦有其法源依據。13 

 

 

第二款 保險經紀人之表見代理 

 

    表見代理，乃指代理人雖無代理權，但在客觀上本人之行為或態度，有使

人誤信其有代理權之授與，然則實際上並無代理權之授與者謂之表見代理，民法

上為保護交易安全及維持代理制度之功能，認為此種情形，應由本人負授權人責

                                                                                                                                            
雜誌，第 82 期，1995 年 10 月，頁 88。 

13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之五十二~第九條（二），何謂保險經紀人？（之二），現代保險雜誌，

第 80 期，1995 年 8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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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制度。表見代理有兩種情形：（一）由本人表示授權或不反對授權而發生者

（民法第169條）；（二）因代理權限制或撤回而發生者（民法第107條）。據此，

於保險實務上，若保險人因授與保險經紀人代收保費、代處理小額理賠等權限，

而使要保人或第三人在客觀上誤信其有代理權之授與，此時，保險人須負授權人

之責任。換言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主張表見代理行為之效力及於保險人，保

險人不得以未授與代理權為理由，與之對抗。倘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為此項主

張，並舉證證明本人知其事實時，法院不得依職權逕將法律上之效果，判決歸屬

之，此時仍為無權代理14。 

 

 

 

 

 
 
 
 
 
 
 
 
 
 
 
 
 
 
 
 
 
 
                                                 
14 同上註，頁 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