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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險經紀人所引發之利益衝突 

 

2004 年 10 月 14 日，美國紐約州檢察官史匹哲（Eliot Spitzer）以「操縱

市場價格從中謀取不當利益」正式起訴一大型國際保險經紀人，此起訴案在美國

無疑是保險業界的「911 事件」，保險類股於兩天內跌 410 億美元的價值15，史匹

哲並聲稱這只是開端而已，其將揭發更多保險業的弊端！ 

 

此案猶如恩隆案引發公司治理議題般，為保險經紀人產業投下一震撼彈，引

發諸多討論。美國及其他各國之產官學界開始探討保險經紀人在交易中所扮演的

角色是否會有利益衝突的問題，例如或有佣金、資訊揭露等，均為弊端之所在。

事實上不僅是美國，台灣目前亦遭遇保險經紀人交易時的利益衝突問題。有鑑於

此，如何維持保險經紀人之經營秩序，使之自律並符合法規範，實為刻不容緩之

事。 

 

 

 

第一節 利益衝突之原因 

 

我國保險法第九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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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險經紀

人一方面係接受被保險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係向保險業收取佣金，所謂「受人

之託忠人之事」，惟於此同時保險經紀人之佣金卻係由保險業給付，如此是否造

成保險經紀人為較高之佣金而基於自己之利益，代為洽訂不符合要保人利益之保

                                                 
15 黃國棟、李淑慧撰，金管會防堵保險經紀人不當得利，2004-10-28/經濟日報/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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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契約？又經紀人於接受要保人委託後，常受保險公司委託與再保險人洽商再保

條件；猶有甚者，於理賠案件發生時，復又受再保人委託處理理賠案，如此經紀

人於此等情形下如何維持其立場？其係為何人之利益執行業務？此等利益衝突

之情形，實有探討之必要。 

 

利益衝突之發生時機，在保險經紀人扮演被保險人之代理人角色時，可能在

提供風險管理或保險計畫時、保單詢價時、解釋保單與保險條款時、保險業務安

排時、協助客戶辦理理賠時，其中保險業務安排時最常發生利益衝突。而當保險

經紀人扮演保險人之代理人角色時，最常發生利益衝突之時機有：簽發保險證明

及保險文件時、收取及計算保費時、安排風險查勘時、再保詢價時、再保險業務

安排時。其中，再保險業務安排時最常發生利益衝突。 

 

以下茲整理引發利益衝突之原因： 

一、雙重角色： 

保險經紀人身兼雙重角色，一方面為保險人與保險公司之橋樑，一方面又為

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之經紀人，顯有利益重疊與角色衝突情形，費用收取難以

透明，有隱藏超額利潤之嫌。16 

 

二、資訊不對稱： 

以代理理論觀之，當事人委任代理人之理由，當係基於代理人之專業知識與

技能得以維護或創造本人更大之利益，在現實生活中，此等當事人與代理人關係

非常多。然而倘交易過程中，有一方擁有較多的資訊時，也就是資訊不對稱的狀

態，擁有資訊優勢的一方將會產生機會主義行為，亦即代理人將利用其資訊優

勢，追求自我利益而罔顧當事人之利益，而形成代理人問題。 

                                                 
16 周國端，淺談國際保險經紀人對國內產險市場之影響（上）， 2004-08-20/工商時報/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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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較保險公司或要保人擁有更多之資訊，因此極容易有因為資訊不

對稱而罔顧當事人利益之可能。 

 

三、擁有行銷通路： 

在網路盛行、資訊發達之現代社會，雖處處有商機，唯擁有行銷通路者，方

為握有市場之一方。而保險經紀人之通路廣闊，且亦可提供各式各樣之保險以供

要保人之需求，滿足要保人一次購足之現代化需求；此外，對於再保市場而言，

國際保險經紀人更能引介再保業務，自有其市場優勢。 

 

四、市場力量過度集中： 

保險經紀人透過合併及併購可以增加市佔率及市場力量，唯另一方面，亦可

達到降低市場競爭之目的。保險經紀人市場係一高度集中化之市場，全球排名第

一的 Marsh & McLennan(MMC)及第二的 Aon 藉由 1990 年代末期市場上積極的購

併行動，取得了堅強的市場地位，其合計市佔率高達 54％，另全球排名第三的

Willis，市佔率亦達 7％。也因為如此高的市場集中率，使得這些公司不但具有

強大市場力量，同時也使得市場受到共謀行為的威脅成為真實。一旦市場力量遭

濫用，將導致操縱標價、違反誠信及利益衝突等情事不斷發生。根據 Spitzer

的調查，因為市場實質上已被少數掌控，並形成連結網路，以確保大量業務流向

特定保險人，同時保障其高額獲利。而多數保險人囿於經紀人之市場力量，礙於

業務來源之考量，亦僅能曲意配合，因此市場力量過於集中亦為造成利益衝突之

原因之一17。 

 

                                                 
17 魏家祥，論保險經紀人市場之檢討與改進—以 Eliot Spitzer VS. Marsh & Mclennan 案為借鏡，國

立政治大學經營管理碩士學程風險管理與保險組碩士論文，2006 年 12 月，頁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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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利益衝突之態樣 

 

保險經紀人在利益衝突之情況下，常犧牲要保人或委託人之利益，以謀求其

本身最大之利益，例如其常身兼雙重角色，一方面為保險人與保險公司之橋樑，

一方面又為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之經紀人，而有角色衝突情形。此外基於其強

大之市場力量，亦極易造成市場濫用、操縱標價違反誠信之情形。而保險經紀人

多係利用執行業務之機會，從中獲取利益，其中利益衝突時機最常發生於保險業

務安排與再保險業務安排時，因此本文所討論之利益衝突態樣多係於此時發生，

而此等行為大抵上有數種態樣，包括綁標、雙重經紀、操縱價格、或有佣金、保

單條款與再保條件不一等方式，此數種方式並非單一個別互斥之行為，通常在某

一案例中，保險經紀人多會運用數種方法達成其目的，以下茲分述之。 

 

 

第一項 綁標 （Bid Rigging） 

 

又稱「不正競標」，主要有以下兩項類型：一為「不為競標」：即聯合行為人

決定不參與投標，或撤回投標以讓其他競標者得標。另一為「陪標」

（complementary bidding or cover bidding），即聯合協議成員同意以高於內

定得標者之價格參與投標，或成員雖以競爭價格參與投標，但以不履行其他如繳

交競標押金等非價格競爭條件，來協助內定得標者得標。得標者在得標後，往往

以支付金錢或轉包的方式來賄賂買方或或分配不正競標之利益與其他參與的成

員。另一項常見的分配利益方式，則是成員間允諾在未來輪流由參與成員得標18。 

     

    在保險經紀行為中，其不正競標之案例，其操作手法係以陪標方式來進行，

由保險經紀人來從中選取「內定得標者」，其餘保險人則須依保險經紀人之要求，

                                                 
18 廖義男主持，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二十五條至第四十九條，94 年委託報告二，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印行，2005 年 12 月，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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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高於內定者之標價，使得委託之被保險人選取最低價格之標價。因此實際上

做決定者，看似被保險人，實則係保險經紀人所選！ 

 

第二項 雙重經紀  （Dual Brokerage） 

     

保險經紀人受被保險人之委託與保險公司包括再保險人洽商承保條件，又接

受分出保險公司委託與再保險人洽商再保條件，等於在同一案件會是被保險人之

代理人，又是分出保險公司的代理人，顯有利益重疊與角色衝突的情形，此即為

直接業務與在保業務之利益衝突。又因資訊無法掌控，保險公司常處於被動及被

告知之地位，保險經紀人更時常跳過保險公司與客戶直接接觸談妥後，再告知保

險公司出單，以致保險公司無法對客戶即時有效地提供服務、對客戶主動出擊、

自行掌控風險及再保佣金，保險公司之地位難以提升19。 

尤有甚者，保險經紀人又再接受再保人委託處理賠案，如此該保險經紀人如

不能將資訊完全揭露，就會產生相互間的衝突。 

 

 

第三項 操縱價格（固定價格） （Price-Fixing） 

 

除競爭者間同意調高、固定或維持商品或服務銷售價格外，固定價格尚包括

以下幾種協議： 

一、建立或追隨統一的價格折扣。（establish or adhere to uniform price 

discounts） 

二、排除折扣。（eliminate discounts） 

三、採行標準公式以計算銷售價格。（adopt a standard formula for the 

                                                 
19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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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 of selling prices） 

四、降價前通知其他當事人。（notify others prior to reducing prices） 

五、固定信用條件。（fix credit terms） 

六、依產品、數量、類型或大小之不同，維持預定之價格差異。（maintain 

presetermined price differentials between different quantities, 

types or size of products ） 

七、維持底價。（maintain floor prices）20 

 

基本上，在保險經紀業務執行下，操縱價格會與前述之綁標同時進行。對於

報價綁標都共謀推舉某一保險人，以獲取保險經紀人之或有佣金。 

 

 

第四項 或有佣金 （Contingent Commission） 

 

或有佣金，顧名思義，即為將來不確定是否發生之佣金。一般而言，保險公

司支付予保險經紀人之報酬，有直接佣金、服務費用及或有佣金。直接佣金即係

指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九條，因為保險經紀公司代被保險人洽訂保險契約，而支

付之佣金而言，亦即其係以個別業務保費基礎來支付報酬。通常係以一個契約保

單價值的百分比來計算。而或有佣金，是保險公司除直接佣金外，另外給付保險

經紀人之佣金，其給付之標準為保險經紀人是否有達到保險公司之利益目標。例

如，保險經紀人在一年內為保險公司帶來一千萬美元之業務或百分之五十購買保

險之客戶均未出險者，保險公司即會給付成功佣金（success commission）予保

險經紀人21。換言之，保險公司為了在競爭市場取得較多的業務，獲取優質的危

險，以及期望業務能繼續成長，通常會以支付保險經紀人或有佣金之方式，來鼓

                                                 
20 同註 18。 
2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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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保險經紀人協助達成，佣金之多寡則由雙方事先約定收取保險費之一定成數。

此運作方式在各地保險業者之間，行之已久。作法上雖有合法、合理上之爭議，

但卻極為通常、普遍的行為22。 

 

於此種情形下，保險經紀人倘係基於自己得以獲得更多之或有佣金，而建議

委託之被保險人選擇可以達成或有佣金給付標準的保險契約，則此時即構成利益

衝突。蓋此時保險經紀人已非為被保險人之利益考量，而係考量自己之利益，甚

至更矇騙被保險人其已經過公平之分析及競爭，而獲得這樣的結論，並進而誤導

被保險人之選擇。因此或有佣金本質上或許係合理的，但實際運作下來卻常因此

衍生利益衝突，而扭曲或有佣金之原意。 

                                                                      

第五項 保單條款與再保條件不一  

 （Difference In  Condition） 

   

由於保險經紀人在同一案件同時是被保險人的代理人，又是分出保險公司之

代理人。常常由保險經紀人先與再保險人決定保險條件，然後再要求保險公司出

具保險合約，故直接就將再保險契約之條款用於直接保險契約中，造成原保單條

款與再保險合約條款常常誤用。 

 

此外，保險公司在與被保險人洽談或提供保險計畫書之前，常會先取得保險

經紀人所承諾之可達條件，惟當保險公司取得業務時，其真正面對再保市場時常

常無法兌現，或增加許多除外條款，或再保無法即時完成安排，而保險公司面對

事先巳承諾客戶之條件及本身信譽之壓力，常常被迫接受此類風險23。亦即保險

                                                 
22 林國和，保險經紀人佣金強制透明化及其對市場之影響，中央再保資訊，2005 年第 2 期，資

料來源：http://www.crc.com.tw/files/public2/94002.htm，最終瀏覽日：2007/05/20。 
23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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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所安排之再保條件常與原保單不一致，例如承保範圍不同、承保額度也不

同。甚至再保險人之信用評等亦不得而知，增加了保險公司之信用風險。 

 

 

 

第三節 案例介紹 

 

保險經紀人於執行業務時，利益衝突之情況時有耳聞，國內外皆然。惟因國

情不同、保險能量市場之不同，我國與他國之案例顯不相同，故以下茲分為國外

案例及國內案例介紹之。 

 

 

第一項 國外案例-SPITZER vs. MARSH、AON 案 

       

國外案例當然以 2004 年發生於美國之 SPITZER vs. MARSH、AON 案為典型案

例，以下茲分別介紹其背景、行為方式及和解條件。 

 

 

第一款 背景解說 

 

2004 年 10 月 14 日，美國紐約州檢察官史匹哲（Eliot Spitzer）以「操縱

市場價格從中謀取不當利益」正式起訴國際保險經紀人 MARSH 及 AON，史匹哲控

訴 MARSH 及 AON 公司涉有共謀操縱價格、偽造報價等行為，其認為這是以組織犯

罪之手法來完成類似聯合行為之行為。24 

                                                 
24 史匹哲係以 Donnelly Act 之法令，認為這些公司之行為涉有不法，Donnelly Act 規範了綁標、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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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匹哲在訴訟聲明中引用 2003 年 9 月 MARSH 全球經紀業務部門的電子郵

件，其內容記載：「2004 年我們必須安排業務予財務狀況優異、承保範圍廣泛、

支付佣金最多的保險人」。其執行董事 William Gilman 更設計了一套比利規則

（Billy.s Rules）來執行其操控程序，該原則為：「1.從不說＂不＂（因 Gilman

不願意有人對 MARSH 說＂不＂）。2.不要懷疑 MARSH 的計畫。3.如果有人敢懷疑

MARSH，那麼他將受到懲罰。4.不要以為你擁有所有的業務，你的業務都是由

MARSH 那裡＂租＂來的，這些業務屬於 MARSH。」。而為了獲得 MARSH 業務的支持，

許多保險人參加了 MARSH 操縱標價的共謀，MARSH 此種操縱標價的作法，不僅違

反市場公平競爭，更存在著嚴重利益衝突之問題，客戶深信其業務安排係透過保

險經紀人合理公開的競標程序完成，孰知實情並非如此25。 

 

史匹哲認為保險公司因為保險經紀人轉介業務，而給付的報酬亦即或有佣

金，雖行之有年，但是此種佣金卻會變相鼓勵保險經紀人將保險業務賣給佣金較

高的保險人，蓋當客戶委託保險經紀人恰訂合約時，倘保險經紀人對於某一家 A

保險公司之業務量，僅差這一份合約即可達成時，此時經紀人極有可能會為了達

到業務量，而犧牲委託人之利益，從中操弄商業手法（即本文所述之利益衝突態

樣），誘導委託人選擇 A公司之保單，而非選擇最適合客戶的保單。26 

 

 

                                                                                                                                            
縱報價、不合法的杯葛行為(illegal boycotts)及搭售行為(tying)。Donnelly Act 是屬於紐約州的反拖 

拉斯法，又稱"Baby Sherman"。參考：Monica Langley and Theo Francis, Insurers Reel From Spitzer's 

Strike, Staff Reporters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 28,2004，資料來源:：  

http://www.rasmusen.org/g202/10.marsh.mclennan.htm，最終瀏覽日：2007/05/21。 
25 同註 17，頁 64-68。 
26 Alistair Barr, , Spitzer takes on insurance industry, 2004-10-14/ CBS MarketWatch，.資料來源：

http://www.marketwatch.com/News/Story/Story.aspx?guid={AA62D1D2-9540-4D83-BCD3-1F3DC69CC

868}&siteid=mktw，最終瀏覽日：20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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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行為方式 

 

第一目 Greenville 案 

 

例如在 South Carolina 的 Greenville 案例中，Greenville 將一件學校更

新計畫之保險委託 Marsh 公司尋求保險方案，該保單價值約三百萬美金。Marsh

公司將此契約內定由 Zurich 公司承保，並從中換取或有佣金。而為了使

Greenville 相信 Zurich 公司的價格係最好之價格，Marsh 公司安排另一保險人

CNA，製造一個保證會輸的假標，讓 Zurich 公司的標價看起來較好，而使

Greenville 選擇較低標的 Zurich 公司27。 

 

第二目 AIG、ACE、蘇黎世案 

 

Marsh 公司與其他保險公司如 AIG、ACE、蘇黎世協議以綁標方式來獲得利

益。例如 Marsh 公司對客戶聲稱其係以公開競爭之投標方式為其客戶取得優質的

保險公司，然而實際上卻係沆瀣一氣以綁標之方式來進行：首先，在標單送出前，

這些公司會先決議此次由何人得標。再來，會設定標價給預定得標者，最後，協

議的成員就不會得標，並以 B報價（B quotes）來稱呼其他參與之公司。Marsh

公司靠著誤導客戶其係以客戶利益為優先之方式，以此種詐欺不實之方式獲得數

百萬元之佣金及費用，而其他公司亦從中獲得數百萬之保費。28 

 

    ACE 的執行長寫了一封電子郵件向其同事解釋為何公司會提高標價並輸了

                                                 
27Anthony J. Sebok,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Controversial Suit Against the Insurance 

Industry:Why Claims Eliot Spitzer Is Overreaching Are Wrong, Nov. 01, 2004.資料來源：

http://writ.news.findlaw.com/sebok/20041101.html，最終瀏覽日：2007/05/20。 
28資料來源：紐約州保險局，網址：http://www.ins.state.ny.us/press/2005/p0509151.htm，最終瀏覽

日：20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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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標，他說：「原本報價為 99 萬美金，我們的價格及條款都優於 AIG，但 Marsh

要求我們提高報價為 110 萬美金，使我們失去競爭性，如此 AIG 才不至於輸掉此

筆生意。此封電子郵件之內容，正作實了 Marsh 操縱報價、綁標之行為29。 

 

第三目 Aon 案 

 

    Aon 當時之執行長 Ryan，與 N.J.-based Chubb Corp.公司達成協議：如果

Aon 能夠對於客戶之保費配置給予 Chubb 公司「優先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那麼 Chubb 公司在購買再保險時將會選擇 Aon 公司作為回報。Aon

與數家保險公司均有如此之協議，而且協議中尚有一稱為「彌補性收入

（clawback）」之條款，此條款約定在 Aon 的業務量達到目標時，可以提高 Aon

的再保佣金。且此條款約定在 Aon 再保險（Aon Re）於某些情形下，可以提供折

扣予保險人，然其亦可利用拉高零售保險的量來回復這些折扣或者得到彌補性收

入。此等條款使得 Aon 有將保險配於特定保險人之動機30。 

 

 

第三款 和解條件
31
 

 

    在 2005 年 1 月 30 日，喧騰一時之案件急轉直下，檢察官、監理官及 Marsh

                                                 
29Greg Morcroft, , E-mails star in another Spitzer probe , 2004-10-14/CBS.MarketWatch.com,.資料來

源：

http://www.marketwatch.com/News/Story/Story.aspx?guid=%7BFE8A5869-12BC-408D-AEE1-9469D57

0B85C%7D&siteid=mktw，最終瀏覽日：2007/05/21。 
30 Steve Daniels, Spitzer details Aon’s actions, ,2005-03-04/Chicago Business.資料來源：

http://chicagobusiness.com/cgi-bin/news.pl?id=15714，最終瀏覽日：2007/05/21. 
31Agreement Between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nd the 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nd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Jan 30,2005.資料來

源：http://www.ins.state.ny.us/acrobat/oag050130.pdf，最終瀏覽日：200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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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相關人士達成和解，茲簡述其和解條件如下： 

 

由於檢察官及監理官控訴 Marsh 公司藉由操控客戶之保險業務予其較合意

的保險人及唆使偽造標價使得保單業務由給他較多利益的保險人得標，以涉及明

顯不合法的手段欺詐其客戶。惟念及其始終配合調查，且此和解條件係適宜並具

有公益之維護，爰和解如下： 

Marsh 公司願意持續的接受一連串的改正自新並管理其員工之行為。並將在

四年內向一項補償客戶損失的基金支付 8億 5千萬美元。公司需計算出哪些客戶

的保單在 2001 年至 2004 年間受到了或有佣金的影響，並根據所支出的保費，每

位保戶將依比例從 Marsh 公司支付的 8.5 億美元中獲得賠償。倘保戶同意獲得賠

償，即需簽署切結書，以切結其將不再就此事起訴 Marsh 公司，2005 年 9 月 20

日將是客戶簽署切結書，同意接受此賠償條件之最後期限。 

 

又 Marsh 公司將與最高檢察官辦公室和紐約州保險部門共同合作﹐鼓勵客戶

參與基金建設並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執行。 

 

Marsh 公司必須做以下的改正行為： 

A. 受有酬勞同意書(permissible forms of compensation)：Marsh

公司在配置、續約、服務客戶時，僅能收取以保費為基礎的特定百

分比之佣金。除非 Marsh 公司以書面明確不含混的告知其他佣金的

金額或比例，並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者，不在此限。 

又除以上之條件外，Marsh 公司不再直接或間接的接受保險公司所

提供之任何的物質上的具有價值之物品或服務，所謂的物品或服務

包括但不限於：金錢、信用（credits）、貸款、本金免除(forgiveness 

of principal)、渡假、獎品、禮物或員工薪資或支出之給付。以

上統稱為酬勞（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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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或有佣金之禁止：在配置、續約、服務客戶時，Marsh 公司不得間

接或直接受有保險公司給付之或有佣金。或有佣金係指基於以下方

式所給付者：（a）配置特定數目之保單或保費總額給保險人。（b）

達成特定數目之保單成長或保費總額成長。（c）達成特定的自留或

續約的比例。（d）配置或保留有效契約至一定數額的損失率或以其

他方式計算其有利部分。（e）在配置過程中提供優先待遇，包括但

不限於標價優先過目權、標價最後過目權、第一購買權、限制標數

等。（f）從保險人處獲得物質價值之任何情事。  

 

C. 禁止回饋（pay to pay）協議：在配置、續約、服務客戶時，Marsh

公司在要求保險人投標時，不得間接或直接受有保險公司之酬勞

（compensation）。 

 

D. 禁止綁標協議：在配置、續約、服務客戶時，Marsh 公司不得間接

或直接要求、接受或指示保險人做虛偽、假造、誇張的 B報價。 

 

E. 禁止槓桿作用（leveraging）的再保險經紀：在配置、續約、服務

客戶時，Marsh 公司不得間接或直接接受或要求保險人承諾或委託

使用其再保險經紀，包括代理、介紹、諮詢服務等，並禁止上述 B

所述之情形。 

 

F. 對客戶的明確揭露（mandated disclosures to clients）：在配置、

續約、服務客戶時，Marsh 公司必須以書面為以下行為：（a）在簽

合約之前，必須對客戶揭露 Marsh 公司所接到的與客戶風險、承保

範圍及所有條款有關之所有報價及相關之指示。包括但不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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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 公司對於任何可能之保險人或相關之第三人處所得獲得的利

益，或每一報價所可獲得的以元計價或以保費百分比計價的報酬。

（b）對每一客戶提供資訊揭露，並取得受有酬勞同意書。（c）在

年度終了時，對每一客戶揭露其配置、續約、服務客戶時，在此年

度所獲得的所有酬勞。 

 

G. 行為標準與職訓：Marsh 公司須依據本和解契約就受有報酬事項擬

定書面之行為標準。其中必須包括相關員工之適宜訓練：有執業道

德訓練、專業義務、利益衝突、反托拉斯及商業習慣之遵循及記錄

的保存。在決定何者是最適合客戶的保險時，Marsh 公司不得置自

己的利益優先於客戶之利益。Marsh 公司必須與客戶溝通各項細

節，使客戶能在被充分告知之情形下做決定，且對於保險人的企畫

與標價，Marsh 公司須提供完整及精確的資訊予現有或潛在之客

戶，其資訊包括其所能獲得之所有報酬或價值。 

 

 

第四款 MAIC
32
之酬勞揭露條款 

 

由於前揭之 SPITZER vs. MARSH、AON 案例，使得美國產官學界對於或有佣

金之存在，有正反見解之激辯。而 NAIC 在 2005 年 9 月 1 日，接受銷售人員執照

模範法（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第 18 節（section 18）之修正，，

其接受了酬勞揭露條款（Compensation Disclosure），其條文規定：「銷售人員

及其分支機構，為客戶配置或說明保險商品時，均不得因為配置保險商品而從保

險人或第三人處獲得酬勞，除非銷售人員在客戶購買保險前：（a）取得客戶書面

                                                 
32 按 NAIC 為美國之保險監理官協會，將於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有較詳細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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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其將獲得酬勞，及（b）揭露因為配置保險而得以從保險公司或第三人處獲

得之酬勞數額，倘揭露時無法得知數額，亦應揭露酬勞之計算方式，並盡可能估

計合理之數字。」33 

 

第二項 國內商業火險案例 

 

不同於國外之案例，國內之案例有其特殊性，此乃因國內產險公司之規模較

小，而台灣卻擁有世界級之產業，如台積電、旺宏等，單就台積電而言其資產即

高達七千億以上，其他如聯電、華航的保額往往動輒幾千億，因此國內之保險經

紀業務在利益衝突之態樣，所呈現者乃係與國外截然不同之案例，以下茲從保險

經紀人所能提供給予國內企業之服務、背景、案例形成原因分述之。 

 

 

第一款 保險經紀人之服務 

 

   國際保險經紀人得以在國際間通行無阻，必有其優點及過人之處，且其服務

對客戶及保險公司具有不可取代性，因此經紀人之壯大，實係仰賴其服務之功

能。而其服務功能可就其對象分為對個人、企業及保險公司而言： 

 

一、國際保險經紀人對個人之服務： 

其於客戶恰訂保險契約時，可以公平分析市面上所有保險契約之利弊，以尋

求最適切之方案予消費者，並得依其經驗及地位，代客戶協商較低之保費。而於

保險契約成立後，保險事故發生時，並得協助處理理賠事宜，亦可進行和解談判

                                                 
33 See section 18 of  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Release No.79 April,2007。 
另參考 Therese Rutkowski, The Spitzer Effect，資料來源：

http://www.insurancenetworking.com/protected/article.cfm?articleId=3557，最終瀏覽日：200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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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商損害賠償。 

 

二、國際保險經紀人對企業之服務： 

保險經紀人對於國內外（再）保險人之風險管理核保要求非常瞭解，且對於

消防法規亦研究甚深，因此其對於客戶的風險特性、風險需求都有相當的認知，

因此能給予企業客戶損害防阻之規劃，有助企業之風險控管及獲得承保支持。 

 

時至今日，由於全球化、資本主義之運作，企業之規模越來越大，也因為經

濟、科技、及法律環境的改變，使其所面臨之風險與過往顯不相同，因此這些企

業所尋求者，將不單是保險經紀之功能。故國際保險經紀人為因應潮流強化市場

競爭力，乃提供許多新的服務功能，以整合資源。此類功能包括：損害防阻、風

險管理、理賠管理、新興風險移轉工具規劃、資產負債管理、合併及併購、動態

財務分析等34。 

 

三、國際再保險經紀人對保險公司之服務： 

國際再保險經紀人對於國際再保險市場知之甚深，其可協助保險人瞭解再保

費率，並代保險人規劃再保險合約。此外再保險經紀人亦能提供適當之風險分

析，使保險人知道其自身承保風險之所在及集中程度，並藉此規劃合宜的再保

險。此外，因應世界潮流，風險之改變，再保險經紀人亦能引介財務再保險、新

興風險轉移等新商品給予保險人，使其做適度規劃，並提供精算服務、理賠管理

等多項功能。 

 

 

第二款 背景解說 

                                                 
34 同註 17，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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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7 年以來，我國產業結構快速改變，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不僅填

補傳統產業外移的空隙，亦有利於確保出口競爭優勢，在這過程中，產險業有著

很大的貢獻；以台積電而言，在全世界的資訊產業中舉足輕重，高達幾千億的資

產與經營風險，靠的是產險業的幫忙，讓它有效、快速的分散風險，能夠專注於

本業的發展35。 

 

惟亦因如此，由於我國產險業界之規模並不大，因此多未能自行承保這些大

型企業之商業財產保險，以旺宏財產保險為例，保險經紀人於其中運作，競爭非

常激烈，蓋旺宏財產保險保額高達 800 億元，2005 年以前達信（即 Marsh）給的

費率約為千分之 1.5，並由蘇黎世產險出單。2005 年怡安班陶氏（即 AON）以千

分之一費率的承諾取代達信地位，等於給旺宏在費率上打了七折，旺宏一年省下

約 4,000 萬元的保費。  

 

而不只旺宏，台積電 8,000 億元的財產續保作業於當時亦即將展開，同屬半

導體的旺宏財產保險「大降價」，產險業者指出，競爭台積電的案子壓力很大36。  

國內產險競爭本即激烈，價格戰爭由來已久，產險公會曾積極改善價格上的

惡性競爭生態，未料國際保險經紀人來台掀起價格戰37。亦引發我國獨特之保險

經紀人利益衝突等問題。  

台灣之保險經紀人身兼雙重角色，一方面為保險人與保險公司之橋樑，一方

                                                 
35 產險公司 CEO 論壇，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與產險公會舉辦，2005-09-28，資料來源：

http://www.tii.org.tw/fcontent/dispatch/dispatch01_01.asp?G1b_sn=214，最終瀏覽日：2007/0514 

36 洪凱音，旺宏財產險 怡安班陶氏搶單，2005-07-19/聯合新聞網，資料來源：

http://pro.udnjob.com/mag/fn/storypage.jsp?f_ART_ID=13039，最終瀏覽日：2007/04/23。 
3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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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為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之經紀人，顯有利益重疊與角色衝突情形，且因為

資訊非產險公司所能掌握，其常處於被動及被告知之地位，保險經紀人更常跳過

保險公司與客戶直接接觸談妥後，再「通知」保險公司出單，以致保險公司無法

對客戶主動出擊，自行掌控風險及再保佣金。以上開旺宏保單為例，經紀人應在

排完再保作業後，才能向客戶保證價格，台灣的保險經紀人為了搶奪客戶，未得

到保險公司與再保市場的支持，對客戶亂開價，對產業的發展相當不利，若再保

排不出來，將有失產險業的威信38。 

 

且經紀人不當壓低費率，迫使產險業者礙於業務拓展，而不得不接受低費

率，低保費之情況，尤其目前產險公司主要風險層（primary layer）的費率只

達到國際收費 10％到 20％的水準，造成國內現況以「不足額保費」承接主要風

險層的高風險，此明顯違反費率充分性原則，也由於對價明顯不足，主要風險層

出險機率又高，當然導致利潤下滑，亦使得保險經紀人得以呼風喚雨，操縱價格。

惟最嚴重者，當屬不幸遇到地震天災時，產險公司所面臨的清償能力問題，此嚴

重影響我國產險金融之發展，亦為金管會必須未雨綢繆的一大課題。39 

 

 

第三款 形成原因 

觀乎台灣國際保險經紀人，在某些特定區域如科學園區，或特定產業如台

塑，或某些再保市場，得以在國內呼風喚雨壟斷市場，，其主要原因可歸納如下： 

一、 國內產險公司承保能量之限制： 

                                                 
38 同註 36。 
39 整理自：洪凱音，產險業歌喉戰，旺宏續保費率降到千分之 1.08，94-10-01/經濟日報/A4 版。 
          邱慧雯、李亮萱，產險業的明天在合併，94-09-28/工商時報/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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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險公司之資本額較小或受限於再保合約危險累積限額，均無法提供

國內大型產業足夠的風險管理計畫。例如某保險公司在某一地區的地震危

險累積總額以達到再保合約危險累積限額，則其將無法再承接該地區之業

務。又如台積電、華航等大型企業，其保額高達數千億，並非能由單一幾

家產險公司所能承保。然而保險經紀人卻得以運用其國際化之優勢，為客

戶尋求國內外（再）保險公司之危險分散支持。 

根據一項對國內十四家產險公司(不含外商產險公司)的非正式調查，國內

十四家產險公司的火險對於每一個危險單位(Per Risk)，總共的承保容量

約在新台幣一百億以下，這個金額也是國際再保險公司所支持的再保險合

約容量。其實對於每一個危險單位，國內十四家產險公司合約容量中的淨

自留額(國內產險公司所實際承保的金額)約僅在新台幣三千萬到一億

間，換句話說，真正由國內產險公司承保的總金額大約在六億到十億之

譜，尚不及總承保容量的一成。由此再度印證，國內產險公司對國際再保

險高度的依賴性。以台積電為例，超過七千億以上的資產保額，保險人後

面所支持的再保險人據估計有將近七十家之多，此適足以說明其再保安排

高度之複雜性。保險公司要解決風險分散的問題，最快的方法不外乎請國

際保險經紀人安排再保。40 

二、 國內承保內容不夠靈活： 

保險經紀人多能根據客戶之風險特性、產業需求提供多樣化的保單及附加

條款供客戶選擇，而國內產險公司僅能提供自己公司之保單，且國內產險

業者產品同質性過高，加上營業人員之專業與經驗又不足，無法為客戶量

身訂做獨特之風險規劃專案，此乃國內產險業界較為弱勢之處。 

                                                 
40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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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國外再保險公司之聯絡資訊及關係不足： 

由於國際保險經紀人具有豐富之國際再保險公司人脈網路，且對國際再保

險市場知之甚深，因此其對於再保險契約之整合促成，尤其是涉及眾多再

保險人之複雜再保險合約，或尋求國際間承保之支持，均屬上乘，而非國

內產險公司所能望及，因此常須仰賴國際保險經紀人之協助。 

四、 風險管理專業及多元化服務之不足 

前曾提及國際保險經紀人為因應潮流強化市場競爭力，提供許多新的服務

功能，以整合資源。此類功能包括：損害防阻、風險管理、理賠管理、新

興風險移轉工具規劃、資產負債管理、合併及併購、動態財務分析等，加

上其外語能力，更如虎添翼，因此造成竹科等高知識份子集中地區會較傾

向國際保險經紀人安排保險、再保險事宜。 

五、 保險經紀人有黑箱作業之嫌 

保險經紀人因為具有保險與再保險人間雙重代理之角色，其龐大利益難以

為外界得知，其為取信於被保險人，卻常將保險公司之微薄利潤告知被保

險人，使得不明究理之被保險人錯將殺價之矛頭完全指向保險公司。此舉

讓國內產險公司常為拼業績，被迫殺價以爭取業務41。 

 

 

 

第四節 利益衝突解決之道 

 

                                                 
41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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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經紀人之利益衝突，其來有自，因此如何解決，即須從其發生原因著手，

由於國際間之案例與國內之案例兩者背景極不相同，因此本節將區分國外與國內

之解決方法討論之。 

 

第一項 國際案例可尋求之解決之道 

最大誠信原則乃保險之最高指導原則，而從事保險經紀之經紀人理應信守對

客戶之承諾，為客戶追求最大之利益。惟美國之 SPITZER vs. MARSH、AON 案卻

衍生出保險經紀人之誠信問題，此等公司對於誠信價值觀念有所偏差，偏離保險

經紀之本質，而誤以如何獲得本身最大業務利益為考量，漠視客戶之權益，因此

保險經紀行業需真實地審慎自己，找回保險業之核心價值，此為最高理想境界。

惟土法不足以煉鋼，仍須法律規範最低之道德。 

又此等利益衝突最大之原因在於資訊不對稱，因此必須以資訊公開及他律或

自律之監督機制以防微杜漸，因此本文乃以自律規範之建構及法令遵循制度為利

益衝突之解決之道，並以之約束保險經紀人之行為，圖解決此困境。 

 

第一款 建構自律規範 

 

自我監理在英美等保險先進之國家，係其最早之保險監理型態。至今仍為極

重要之監理方式。在自我監理制度下，保險業界得以成立自律組織以合併、協調

方式進行自我監理事宜，此次事件充分顯現出保險經紀行業缺乏自律，因此有重

新建構適宜現今潮流之自律規範之必要，方能隨時符合市場實務需求，此等自律

規範，必須包括：專業能力及資格、執業道德、財務能力、資訊公開、申訴及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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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商品資訊揭露、與客戶之溝通方式、報酬或費用的揭露、紀錄之保存、保密

義務、經營控管等。以下茲簡介其中幾項方法： 

 

一、資訊公開 

要求保險經紀人需對其委託人公開資訊，該資訊包括所有對委託人、保險

人、經紀人有利害關係者，及商品資訊等，均需公開，例如需表明是否持有所授

權公司之表決權股份數額、或授權公司是否為母公司或有控制關係、或是否為關

係企業。且此等公開需等同於受有酬勞同意書般以書面為之，來執行。 

 

二、或有佣金之揭露或禁止： 

由於此次引發保險經紀人利益衝突之引爆點乃或有佣金之協議，因此在

SPITZER vs. MARSH、AON 案中，乃約定禁止或有佣金之協議，並擴及禁止回饋

（pay to pay）協議、禁止綁標協議、禁止槓桿作用（leveraging）的再保險經

紀，此等協議均係防範保險經紀人為一己之利益而漠視客戶之權益。本文以為最

根本溯源之道，乃在於禁止或揭露任何有可能危害保險經紀委託人之商業協議，

因此需配合資訊公開，使委託人知悉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人之間將對委託人產生利

害關係或將得以收取或有佣金之資訊。 

 

三、建立行為標準與職訓 

每一公司均有其價值信念，因此在建構保險經紀行業之公司信念時，尤須以

誠信為其核心價值，因此其組織文化及企業價值，需建立於「重誠信」之觀念上。

此外並須建立員工之適宜訓練：包括執業道德訓練、專業義務、利益衝突、反托

拉斯及商業習慣之遵循及記錄的保存。 

 

第二款 建立保險經紀業法令遵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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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金融市場全球化的現象，使各國主管機關認知到為保障金融體系的安全

及穩定，許多問題需透過國際性的合作方得解決，而公司治理及商業行為即於其

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而商業行為及法令遵循功能(Compliance function)為公

司治理結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42，實施法令遵循制度的目的在於：使公司之管理、

生產、行銷、服務、控管流程等企業活動皆可遵守所有法令，包括法律、行政命

令、主管機關解釋、判例、判決等。而法令是最低之行為要求標準，遵循相關法

令可使公司發生損失的風險降低，另一方面亦可使公司免於觸犯法令產生之罰

鍰、責任，因此本文認為保險經紀行業實有建構法令遵循制度之必要，以維客戶

及公司之權益。 

 

此外，本文以為保險經紀對於客戶之服務，應於服務之過程中，建立檢查表

（checklist），此表用意在於檢視保險經紀公司是否已依相關法令及行為規範

執行業務，乃法令遵循制度是否確實之重要一環，其內容須包括：佣金及報酬資

訊公開與否、商品資訊揭露與否、相關文件交付與否、有無利害關係告知與否、

（再）保險公司之信用評等告知等。 

 

又對於商品優劣程度及是否適合客戶，本文建議得以「優勝劣敗比較表」為

之，使客戶更能對保險商品之合適程度一目了然。最後，並應給予客戶 10 日之

審閱期間，使客戶有充分時間對保險經紀公司之商品分析作一明確、清楚、審慎

的思考。 

                                                 
42 蔡朝安、盧文聰，金融業之公司治理、企業倫理及全球性法令遵循管理(上)，資誠之，2003 年

9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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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商品優勝劣敗比較表之例示
43
 

 A 公司 B 公司 

年繳保費 50,000 55,000 

信用評等（標準普爾） A+ AA- 

資本額 25 億 50 億 

承保範圍 身故、傷害限額 身故、傷害限額、住院

日額 

 

第二項 國內案例可尋求之解決之道 

台灣所有重要企業體之保險業務，均受國際保險經紀人之操縱，台灣產險業

者除需「自立自強」外，仍須尋求其他方法以掙脫此束縛，以下茲提出幾項方案，

以解決此困境： 

一、 應提升專業能力，擴大產商品差異化
44 

要防止市場被壟斷，產險公司應提升核保專業能力，台灣身為世界電子高科

技產業重鎮，相關產業之保險專業核保人才卻付之闕如。綜觀國內產險從業人員

中，取得美國 CPCU 與英國 CII 專業核保人員資格者，更是鳳毛麟角。此外如航

                                                 
43本表僅係列舉出些許項目，以供參考，實際運作，尚須以個案分別為之。 
44周國端，淺談國際保險經紀人對國內產險市場之影響（上），2004-08-20/工商時報/08 版，。 

勝

勝

勝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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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事業、石化業等我國高產值之事業、潛在市場上千家上市公司之 D&O 保單，亦

是如此，均需透過國際保險經紀之報價或安排再保。 

此外應以商品差異化取代價格競爭，台灣產險業長久以來一直存在著商品同

質性高之問題，每一家產險公司所主攻之保險商品幾乎是大同小異，其結果通常

是走上殺價競爭一途。 

 

二、 促進業界合併，擴大企業規模45 

以產險市場結構言，前五大產險業之市場占有率約為 49.66%，亦即平均一

家保險公司之簽單保費約一百億元，其五家資本額約三百二十一億元，以自留比

率約 50%而言，是否有資本過高而保費收入偏低之情況（根據瑞士再保險公司的

統計，全球合計的再保費收入約占直接保險費收入的 15%左右，而且其他國家的

自留比率均約落在 70-80%的水準。以亞洲國家為例，也都平均分佈在 75%-80%

之間），值得業者思考。 

由於台灣保險業規模不夠大，故而難以承擔較大之風險，產險業合併不但可

擴大其經濟規模，更可藉由與不同專長同業之合併獲得業務互補之效果，如此有

助於提昇自留比率，強化資本運用效益。 

 

三、 協助企業提昇損害防阻能力46 

台灣天災頻仍，如 921 大地震，賀伯、象神、桃芝、納莉颱風等，都造成嚴

重的財產損失，聯瑞的火災更是創下百億元鉅額理賠金的紀錄；美國 911 事件以

                                                 
45 同前註。 
46 同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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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保市場緊縮，再保條件愈來愈嚴苛，自負額也越來越高，遂令國際保險經

紀人有更大之空間，此時企業更應思考風險轉嫁或自承於企業經營成本對價的合

理性。企業損害防阻做的好，不但可以減少對保險的依賴程度，更可進而減少保

費支出，降低生產成本，提昇企業競爭力。目前各大保險公司均設有損害防阻部

門，提供企業相關服務，惟專業度與規模難與國外大公司匹敵，此部份實值得產

險業者努力以抓住客戶，並降低對國際保險經紀人之依賴。 

 

四、 直接業務與再保業務需分開 

國內保險經紀人常跳過保險公司與客戶直接接觸談妥後，再「通知」保險公

司出單，並身兼雙重角色，在同一案件中代理被保險人洽談直接保險，卻又幫保

險人安排再保險合約，而造成利益衝突。因此目前美國許多保險經紀人已將直接

業務與再保險業務分開辦理，處理人員也不相同，如此方可避免因直接業務壓力

而犧牲再保品質，或係因再保業績壓力而損及保險人之權益。故而我國監理單位

應就此項問題予以查核監理之。 

 

五、 一併採取國外之解決之道 

    國外案例之發生原因與國內雖不盡相同，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為避免類似

情形發生，防患未然，自應將國外之解決保險經紀人利益衝突之方法一併做為我

國借鏡，因此對於本文建議之建構自律規範、法令遵循制度等，均應一併採用，

以維護消費者權益，建立金融交易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