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第四章 保險經紀人之法令遵循計畫 
 
美國大型企業因提供之產品、或經理人及作業階層的失誤等原因，發生的損

害多牽涉層面廣泛、難以計算，若至損害真正發生始由政府想辦法追究違法企業

負責人及相關主管之責任，已緩不濟急，造成的損害往往也無從填補。故二十世

紀中期起，人們開始意識到內部控制制度之目標除了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保障資

產安全外，尚需包含法令遵循制度47。 

 

在二○○一年至二○○二年間，安隆(Enron)及世界通訊(WorldCom)等美國

之大公司，陸續發生會計醜聞及破產後，有關確保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的內部控制

制度再度受到重視，而安隆及世界通訊的假帳事件，部分海外子公司亦牽涉其

中，亦顯示在加強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的內部控制制度過程中，海外子公司亦是不

能疏漏的一環48。 

 

法令遵循係公司內部控制中之重要一環，而我國大型保險經紀人多屬國際性

保險經紀人而屬所謂的海外子公司，其深受母公司之影響，因此其內部控制亦非

常重要，不僅應遵守母公司之規範，亦須因地制宜，依其子公司所在地之法令遵

循之；而一般之保險經紀人對於客戶服務過程中，或經營公司業務時，亦常遭遇

各類法令規範是否有確實遵守之情形。 

 

且保險經紀人如前章所述，常有利益衝突之情形發生，因此如何維護客戶之

利益，進而避免在執行業務中誤觸法令，實為保險經紀公司重要之課題，而法令

遵循計畫之實施，即可降低此等情況之發生，故而本章將對法令遵循計畫作一簡

                                                 
47   劉立恩、羅鎮國著，落實企業自評「與法令遵循有關」之內部控制何能無窒無礙，會計研

究月刊第 166 期，1999 年 9 月，頁 67。 
48   王佑生、李增華，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年度研究報告提要表，2002 年 12 月

1 日，頁 1，資料來源：http://www.sfb.gov.tw/reference/research/91/2.1.doc，最終瀏覽日：200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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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並介紹國外法令遵循制度及我國之現況。 

 

 

 

第一節 法令遵循計畫之簡介 

 

由於金融市場已近入全球化時代，使得各國之主管機關體認到金融體系安全

及穩定的保障，必須透過國際性的合作方得解決許多問題，而公司治理及商業行

為在金融體系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且商業行為及法令遵循功能(Compliance 

function)為更公司治理結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由此可見，法令遵循制度之建

構，實已獲得各國之重視，且各個跨國企業，亦開始著重此制度之建立，以控管

該公司之組織。 

 

 

第一項 法令遵循計畫之意義及目的 

     

法令遵循計畫屬公司治理內部控制中重要之一環，其不僅可使公司避免誤觸

法令，亦可將公司之組織、經營理念、分層權責之概念整合，使公司運作更有效

率，因此對公司治理而言，實不可小覷。本文將先探討法令遵循計畫之意義及目

的。 

 

 

第一款 法令遵循計畫之意義 

 

欲討論法令遵循計畫，須先研究公司治理之概念。公司治理（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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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概念一般泛指公司管理與監控的方法。早在 1970 年代公司治理的

概念即已出現，直到 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發生後，這個議題才又被廣泛討論。

理由是金融危機發生之後，各界所提出未來防制金融危機的方法中，強化公司治

理機制已被公認為企業對抗危機的良方。而 1998 年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

召開之部長級會議中，更明白揭示公司治理運作不上軌道，是亞洲企業無法提昇

國際競爭力之關鍵因素之一。2001 年美國安隆案（Enron）後陸續引發的金融危

機，更突顯公司治理的重要性49。是以，強化企業公司治理實為重要之急務。 

 

又公司治理分為內部與外部機制，內部機制是指公司透過內部自治之方式來

管理及監督公司業務而設計的制度，譬如董事會運作的方式、內部稽核的設置及

規範等。外部機制是指透過外部壓力，迫使經營者放棄私利，全心追求公司利益，

例如政府法規對公司所為之控制、市場機制中的購併等50。 

 

而法令遵循制度（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是內部控制制度底下一重要措施，是需於內部控制聲明書中一併聲明之事項。字

面上來看其意義是「依照法令」，但實際上建立法令遵循制度並非易事，其並非

僅指一套羅列一切相關法令及判例的報告，尚須符合公司之經營理念和內部作業

流程，始對公司的內部控管之改進和權責歸屬之合理化有正面意義。法令遵循計

畫在設計上必須跨及各部門之領域，尤其是會計及法律領域之知識，更需要對刑

事訴訟制度有深入瞭解，始能達到調節公司內部刑事責任歸屬（擬定公司內部之

分層負責授權辦法，使有權決事者必負其責）之作用，可說相當複雜及困難51。 

 

                                                 
4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我國公司治理，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出版，2002 年 12 月修訂，頁 1。 
50   同前註，頁 3。 
51   劉立恩、羅鎮國，從內部控制聲明書論公司法令遵循計畫之法與罰，會計研究月刊第 158

期，1999 年 1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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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法令遵循計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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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法令當然包括法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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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款 法令遵循計畫之功能 

 

有關法令遵循計畫之之優點及功能，將其歸納如下：52 

一、達成內控目標： 

組織嚴密且分層負責，缺失一經發現，可隨時向其上級單位陳報並及時更

正，溝通管道之暢通，有助於其內控制度之落實。 

 

二、具指導功能： 

一位符合資格之遵循主管，通常對線上業務瞭解且受過適當之訓練，故對

相關法規之瞭解，理優於線上人員，因而可以在業務操作上，給予線上人

員適當之指導，並推動教育訓練，以確保每筆交易作業流程能符合內部及

外部之相關法規。 

 

三、減輕責任： 

維持一套嚴謹而有效之遵循計畫，可避免企業因違反某些罰則非常重之法

                                                 
52 陳曉珮，公開發行公司內部控制相關問題之研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金會，1998 年 11 月，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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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而導致企業發生重大損失。另一方面，當企業一旦發生無法完全避免

之人為缺失或舞弊情形時，管理階層可提出遵循計畫，作為已盡適當管理

（due care）責任之證明，進而減輕其所負法律責任。 

 

四、及時評估風險，產生預警效果： 

遵循計畫與稽核部門之查核計畫，在執行與範圍均有甚大之不同。遵循主

管採取持續監督之方式（ongoing monitor），故檢查頻率較內部稽核人員

之定期評估（separate evaluation）為密，但檢查程序則較內部稽核人員

之查核程序單純，且其檢查範圍亦未若稽核部門涵蓋整個內部控制之範

圍。故在風險之評估上較具時效性，可達到事前稽核之預警效果。然須注

意者為，遵循計畫也因上述檢查範圍與檢查程序之限制，不能取代內部稽

核部門的查核功能。唯有兩者相輔相成，方為最佳之內部控制實務。 

 

 

第二項 法令遵循計畫之執行及檢驗 

 

    企業管理空有紙上策略，而忽略其策略之執行，將使其「抱負」流於空想，

而法令遵循計畫亦同，空有法令遵循計畫卻不知執行，甚或不知如何檢驗，將使

具有良善美意之法令遵循制度猶如「紙老虎」，故而本文將探討法令遵循計畫之

執行及檢驗。 

 

 

第一款 法令遵循計畫之執行 

 

觀察美國之法令遵循制度可以得出，其制度係以『恩威併施』、『威脅利誘』



 48

之方式推行53： 

一、威脅 

    1991 年聯邦政府頒行組織裁罰綱領 （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第八章（Chapter 8 of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聯邦政府會針對員工違反相關民刑事法律之公司採取檢查措施，受檢查之公司及

員工可能面對日漸嚴峻的罰金、公司監控措施（聯邦政府得以對公司採取侵入性

的檢查）、甚至刑事制裁。 

二、利誘 

但若已實行一套自我要求之動作，亦即已施行有效的法令遵循計畫

（Compliance Program），於面臨違法案件發生時，法院即大幅減輕罰金額度、

免除公司監控措施、甚至放棄對公司董事主管等刑事追訴，故負責人有無積極監

控公司所訂定之法令遵循計畫，已成為公司內部發生刑事案件時負責人能否免責

的關鍵。 

問卷調查結果指出有超過 70%企業高級主管承認願意積極建立公司內部法

令遵循計畫之原因，係因對衍發之刑事責任恐懼。 

 

此外，為使法令遵循功能發揮效果，公司組織並需達成以下事項54： 

一、界定相當清楚的結構及報告體系，以維持獨立性及顯現高層的努力。 

二、充分的財務和人力資源。易言之，於可能的狀況下，所需的預算不能直接依

賴業務單位，而且在人員招募、敘薪和績效考評等方面，應該訂定不致產生

衝突的人力資源政策。 

                                                 
53   以下整理自註 51 一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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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之友，2003

年 9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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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制定自治規則以釐清法令遵循功能所扮演的角色、責任，以及活動範圍(尤

其是其與內部稽核、法律等其他部門的互動方面)。 

四、在明文化及持續監督修正的年度計畫中，以合理務實的態度分派責任。  

五、定期獨立考核，評估法令遵循計畫的效果，並且持續改善。 

 

 

第二款 法令遵循計畫之職責 

 

參考相關文獻，一般而言，法令遵循在公司所扮演的角色與主要職責如下55： 

 

一、擬定及修改遵循計畫，以確保各項業務操作皆遵循企業所訂之道德規範與本

國及其各分支機構所在國之法令規章。 

 

二、在組織內部推動及溝通遵循觀念及要求，並協助遵循訓練課程之推行。 

 

三、依據遵循計畫擬定自行檢查計畫，辦理檢查工作，並將檢查結果提報各業務

單位經理及遵循部門的上級主管。 

 

四、協助各業務單位將遵循計畫落實到每天業務操作上，以確保每筆交易之作業

流程均符合內部及外部之相關法規。所以各業務單位內部的實務與作業程序

均應事先取得其業務單位遵循主管的核可，一些與投資業務相關之交易，甚

至由遵循主管擔任交易指導人（Point Person），以決定是否執行該交易。 

 

五、負責各業務單位線上管理人員（Line Management）與內部稽核人員間的協

                                                 
55   同註 51，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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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工作。由於各業務單位的遵循主管對線上業務的了解，可能高於內部稽核

人員，因此當前兩者對查核工作出現歧見時，遵循主管便負責溝通協調。 

 

六、定期與各業務單位的風險管理經理（Risk Manager）溝通企業的風險管理過

程，以便瞭解目前公司最需要加以警覺的風險（High-priority Risks）及

其相關控制，進而更新其自行檢查計畫並將上述風險傳達總經理（Chief 

Executive Officer）。 

 

第三款 有效法令遵循計畫之檢驗 

如何制訂法令遵循計畫，美國聯邦法律並無具體的規範，而給予公司相當高

之自主權，好處是保留較大的彈性。但何謂『有效的法令遵循計畫』，實是一相

當模糊的概念，法院的判斷係依照前述之聯邦裁罰綱領中之一套判斷標準以個案

判斷之，計畫有效性係視公司對違法狀態之主動預防及檢測是否已施以『Due 

Diligence』，其至少應採取以下七項步驟56： 

一、標準程序之建立: 

該組織必須已建立一套法令遵循之標準及程序，使其員工與其他代理人能

夠據以合理降低觸犯刑事法令之可能性。 

 

二、遵循主管之指派： 

公司必須指派特定之高階員工、授予其概括之權限，以監督企業內部是否

有確實遵循上述法令遵循之標準與程序。 

 

三、權責主管背景查核： 

                                                 
56 同註 51，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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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組織必須採取妥適之注意，不得對該組織有犯法傾向之員工授予重大

之裁量權。 

 

四、全體員工須知悉： 

各該組織必須已採行步驟，將其法令遵循之標準與程序有效地周知全體員

工及其他代理人，例如：強制要求參與訓練計畫，將其所要求之事項從實

際角度加以解釋並做成公告散佈。 

 

五、監控稽核須有效： 

各該組織必須已採取合理之步驟以達成對其所設定標準之遵循，例如：採

用在合理範圍內能夠追查出其員工及其他代理人觸犯刑事犯罪行為之監控

稽核系統，或設置並公佈一套查報系統，使員工及其他代理人能將組織內

他人觸犯刑事責任之事由回報與組織，而無庸畏懼將招致報復。 

 

六、懲戒機制須適當： 

該法令遵循標準必須已平等一致地透過適當之懲戒機制強制施行。該種機

制包括對於職務上應查報違法情況而未查報之員工進行懲戒。對於職務上

應就該違法情況負責之員工所為之適當懲戒亦屬強制施行之必要部分。但

至於何種刑事之懲戒才能稱為適當，應依個案決定。 

 

七、違法情況之處理預防： 

某違法之情事被查知後，該組織必須以一切合理步驟以妥適面對該種狀

況，並防止類似情況再次發生，包括對其法令遵循計畫之所有必要之修改，

以預防並偵知違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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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法令遵循主管應有之行為規範 

 

由於法規遵循主管制度在防制弊端上具有預警之功能，其角色必須如同稽核

一般之超然，於此參考美國銀行家協會（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ABA）

之規範，提出法令遵循主管應有之行為規範標準57： 

 

一、避免擔任有利益衝突關係之職務，如有可能產生利益衝突之情形，應即向

上級主管報告。 

二、執行業務必須以不損害企業之信譽為前提。 

三、效忠企業，以企業利益為第一優先考量。 

四、尊重本身職務專業之地位，進而促進金融體系之發展及提升本身專業能力。 

五、不可有賭博或過度舉債等不當行為之發生。 

六、不得濫用或洩漏未經核准公開之資訊。 

七、除依法令規定提供外，應對企業與客戶間之交易資訊予以保密。 

八、不可侵佔挪用、不得詐欺、不可濫用資金、不可妨礙交易、 不得向主管機

關提報不實報告、不可發生利益衝突情事及不得違反相關法令。 

九、恪遵專業職守，當遇到新種業務或處理超過本身智識之事務時，應即補強

相關知識或委請專家顧問協助處理。 

十、處理事務時，應進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並取得適足之證據以提出專業意

見。 

 

 

 

 

                                                 
57 蔡慈真，法規遵循(Compliance Function)制度之研究；兼述國外金融機構執行現狀，彰銀資料，

2004 年 4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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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之法令遵循制度 

 

法令遵循計畫為各個企業目前為做好內稽內控所必須之步驟，而保險業屬於

金融體系，又係專門處理風險管理者，自應處理好企業內之法律風險，做好風險

控管。且保險業向為自律甚深之行業，對於自我監理之要求，自應恪守。此外主

管機關之法令規章，審查標準，均須透過法令遵循計畫之執行，方能達到企業遵

守法令之需求。因此目前各國均開始著重金融業之法令遵循制度，以下茲介紹國

外金融業之法令遵循制度，以為我國保險經紀業建立法令遵循計畫之借鏡。惟因

美國及歐洲對於保險業之法令遵循制度尚未建構完整，因此本文茲以其他金融

業，如保險業、證券業之制度介紹之，合先敘明。 

 

 

第一項 美國法令遵循制度之發展 

根據美國銀行家協會所出版之法規遵循雜誌58，其文獻中指出：法規遵循

（compliance function）濫觴於美國 1930 及 1940 年代所頒佈之相關法令，隨

著時間、個人舞弊案及金融弊案不斷地發生，主管機關逐漸以各種法律要求金融

機構加強其法規遵循之功能，又或者為了因應國際事件，如美國愛國法（The USA 

Patriot Act ）， 及 美 國 的 金 融 體 系 的 改 造 ， 如 金 融 服 務 現 代 化 法

（Gramm-Leach-Bliley Act）。此外，近來亦因考量洗錢及恐怖份子資金流動，

法令遵循的要求擴及到以往金融產業中較不受管理的部門，諸如避險基金(hedge 

funds)、私募股權基金(private equity funds)及創投公司(venture capital 

firms)。而且美國大型金融機構亦漸漸發展 compliance function，以設置專門

委員會（compliance committee）或專門辦公室（compliance office）的方式，

                                                 
58 Miles Everson, Charles Ilako, Carlo di Fiorio,Corporate Governance. Business Ethics. And Global 

Compliance Management,Vol.24, ABA  Bank Compliance, March/Apri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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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律師或法律專家負責法規遵循之工作59。 

第一款 濫觴 

法令遵循功能於美國的歷史最為悠久，許多相關法案可追溯至 1930 及 1940

年代，1949 年美國會計師公會之報告，即已明確定義內部控制不僅包括會計性

之功能，尚應具備「促成對於擬定之經營政策之遵循」（encourage adherence to 

prescribed managerial policcies）之目的。而經 1958 年及 1972 年該協會審

計程序公報（SAP）之增修，以及聯邦政府在 1977 年之涉外瀆職行為防制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之通過，內部控制的研究方針已日益趨重

於「非會計性之控制」（Non-accounting Control）。 

 

第二款 列為內部控制之項目 

另 1978 年內部稽核師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頒訂內部

稽核標準– 將『遵循公司政策、計畫、程序、法律及命令』納入內部控制五大

目標之一。而在 1992 年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報

告中及 1995 年美國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公報第 78 號– 明文將「法令之遵循」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列為內部控制三大範

疇之一60。 

 

第三款 法令遵循主管制度已然成形 

                                                 
59 同註 58。 
60 整理自劉立恩、羅鎮國著，前揭『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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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1992 年美國國會成立「美國判決委員會」（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來分析法律案件的判決實務和發展準則，作為所有聯邦法官制裁違法者之依據。

該委員會所發布的聯邦判決準則（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規定凡企

業有高級主管涉及或容忍犯罪活動的重大行為就加重刑罰，但如果企業內部維持

一個有效的「防制並偵測違法行為訓練課程」，則可減輕罰責百分之六十。有鑑

於訂定嚴謹遵循規範的重要性及因應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FDICIA）61的要

求，美國各大銀行遂紛紛發展出一套「遵循主管」（Compliance Officer）制度

來進行自評，以強化內部控制的執行並減輕管理階層的法律責任。除銀行外，國

外多數證券、保險業者，為加強公司的內部控制與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

亦多自發設立了遵循部門（Compliance Department）以推動遵循主管制度，並

訂定全體員工共同遵守的遵循計畫（Compliance Program）62。 

 

 

第四款 沙氏法案之影響 

 

美國發生安隆弊案之後，在公司治理領域掀起一陣衝擊，促成「沙氏法案」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的公布施行，其內容對於法令遵循之考量以及

律師專業責任均有所著墨，在此介紹如下
63： 

 

                                                 
61 美國 1991 年制定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 FDICIA），其中的第 112 條規定總資產超過 5 億美元的銀行必須向聯邦存款保險公司及其

聯邦主管機關提出內部控制報告書（Management Report），該報告書中須聲明編製財務報告、

建立並維持良好內部控制及遵循主管機關相關法令規定是管理階層之責任。請詳陳曉珮，公開

發行公司內部控制相關問題之研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1998 年

11 月，頁 7、蕭巧玲，法令遵循制度介紹，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4 卷，第 9 期，2006 年 9 月，

頁 37。 
62同註 52，頁 7 及頁 26-27。 
63以下見劉立恩、王悅蓉，我國公司治理架構之重大缺漏，頁 17，資料來源：

http://www.ecounsel.net/cc/text_files/%B2%C4%A4@%BDgVW.doc，最終瀏覽日：200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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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明定企業律師的專業責任
64
 

 

沙氏法案第 307 條針對企業律師的專業責任加以規範（Rule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ttorneys），其內容65大致如下： 

 

一、要求企業律師應向公司法務長或執行長陳報實質違反證券期貨法、違背忠實

義務、或類似的公司或代理人的違法行為之證據（evidence）。 

 

二、如法務長或執行長對前開證據未予適當回應，律師應向董事會之審計委員會

或逕向董事會陳報。 

 

第 307 條主要課予企業律師陳報義務，如企業律師一發現公司或公司人員有

違法行為的徵兆，就應該隨時向主管或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陳報，務必使高階主

管或董事正視該違法行為之存在並加以處理而後止。 

 

 

第二目 建立法令遵循檢查表 

 

沙氏法案在各個層次的規範上，均觸及法令遵循相關規範，其可進一步歸納

                                                 
64 較為深入的分析可參考：George M. Cohen Edward F. Howrey, The SEC’s Rules Governing 

Lawyers: Where to Go from Here? Testimony of George M. Cohen Edward F. Howrey ,Hearing on 
The Role of Attorney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Feb 4,2004.資料來源：

http://financialservices.house.gov/media/pdf/020404gc.pdf，最終瀏覽日：200/7/06/15。 
65 其原文為：15 USC 7245.,Section 307 of Rule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ttorneys: 

Not later than 18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Act, the commission shall issue rule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setting forth minimum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for attorneys appearing and practicing before the Commission in any wa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suers, including a rule— 
(1) requiring an attorney to report evidence of a material violation of securities law 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r similar violation by the company or any agent thereof, to the chief legal counsel or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or the equivalent thereof); and 
(2) if the counsel or officer does not appropriately respond to the evidence (adopting, as necessary, 
report the evidence to the audit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issuer or to another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omprised solely of directors not employ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issuer, or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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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令遵循檢查表」66供企業加以運用，以分別情形逐一檢視公司行為是否符

合美國 SEC 對法令遵循之要求。 

 

 

第五款 美國證券業之法令遵循制度 

 

在美國近期的各項改革中，尤以獨立性及資訊揭露為主要議題。而此等改革

對於金融服務機構的董事會、董事會所屬各委員會、高階管理人員、主要的公司

倫理規範與法令遵循功能，置入了新的要求。此外，紐約證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並要求金融服務機構於其網站上，公布公司治理和企業倫理準

則
67。 

 

在自律組織對所屬會員投資服務事業之規定方面，紐約證券交易所 Rule 

342 規定，其會員公司應指派一 general partner 或 principal executive 

officer 負責內控及法令遵循，不論此人之職稱是否為法令遵循主管都必須通過

Series 14 考試68。全國證券商公會（NASD） Rule 3010 規定，每一個 NASD 會員

都必須建立及維持一套制度以監督每一位登記代表及相關人員的活動，均遵守應

符合之證券法令及 NASD 等規範，NASD 並未提供一套法令遵循制度標準規範供證

券商參考，僅提供該制度應包含之基本規定，例如應建立及維持書面監督程序及

指派專人負責執行監督之責等，各會員公司得依其需要自行訂定最適合營業需要

之制度，遵循主管應確保會員公司法令遵循制度包含該等基本規定69。 

 

                                                 
66 詳見沙氏法案法令遵循工具網站，資料來源：http://www.soxtoolkit.com/sox-c ,omp.htm，最終

瀏覽日：200/7/06/15。 
67 同註 54，頁 2。 
68 SRO Consultant Committee of the IOSCO, The Function of Compliance officer, October 2003, p7。 
69

 蕭巧玲，法令遵循制度介紹，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4 卷，第 9 期，2006 年 9 月，頁 37。  



 58

2003 年間美國發生共同基金弊案，美國證管會（SEC）於 2003 年 12 月 17

日發布投資公司和投資顧問之法令遵循計畫（Compliance Programs of 

Investment Companie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要求投資公司和投資顧問，

採取並實施合理設計之書面政策和程序，以預防違反聯邦證券法律，且至少每年

檢閱那些政策和程序實施之適當性及有效性，並指派一位法令遵循主管，負責管

理此政策和程序。在投資公司之情形，書面政策和程序包括投資顧問（investment 

adviser）、主要承銷商（principal underwriter）、行政管理人（administrator）

及基金買賣作業者（tranfer agent）之遵循政策和程序，法令遵循主管之任免

及酬勞由基金董事會決定，並且直接向基金董事會報告。報告的內容至少包含基

金、投資顧問、主要承銷商、行政管理人及基金買賣作業者之法令遵循情形，年

度檢討建議書面政策和程序所作之重要修正，以及報告期間發生之重要法令遵循

事項70。然對於非常重大的法令遵循問題，並應儘速提報董事會，不應侷限於年

度報告中提出。法令遵循主管並應至少每年與獨立董事單獨見面一次，坦誠地就

較敏感之法令遵循問題自由交換意見。有關法令遵循政策及程序等書件資料原則

上應保存五年71。 

 

而設立遵循主管督導部門自檢，或總經理派稽核部門考核遵循主管之自檢業

務，為目前國外銀行、證券、保險等業者所普遍採行之自評實務。除銀行業有其

成立之法律背景外，其他行業則大多為加強公司之內部控制與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而自發性地設立遵循部門(Compliance Department)以推動遵循主

管制度，並訂定全體員工共同遵循的遵循計畫（Compliance Program）72。 

                                                 
70 重要法令遵循事項（A Material Compliance Matter）意指任何與基金董事會應合理知道以監督

基金法規遵循之有關事項，包括基金或其投資顧問、主要承銷商、行政管理人或基金買賣作業

者，或前揭對象之員工、主管、董事或代理人違反聯邦法令、其所定之政策及程序，以及其所

定之政策及程序未落實執行或設計有缺失。請參閱 Section 270.38a-1(e)(2) of Compliance 
Programs of Investment Companie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及註 69。 

71 同註 69，頁 37。 
72 潘景華，美國證券市場稽核制度之探討(上)，證交資料，第 474 期，2001 年 10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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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歐洲國家法令遵循制度之發展 

 

相較於美國，歐洲之法令遵循制度在過去十年來，發展非常快速，且其原因

來自於兩個因素，例如，在英國係肇因於市場失敗，且其原本係專注在商業行為

規範（conduct of business rules）73上。近年來，歐洲聯盟、英國、德國、法

國皆就金融服務機構的公司治理制定各項法規並出具相關報告，且歐洲各主管機

關現正強力提倡建立全球法令遵循功能，藉以支持、協調及監督金融服務機構之

業務部門之法令遵循活動，並且越來越多的歐洲國家已就此部分明確制定相關法

令規範。 

 

有鑑於此，相較於過去都係將重點放在金融機構適切的行政管理與內部控制

上，歐盟乃於 2004 改弦更張，採用了「金融機構市場指令」（Market In Financial 

Instrument Directive, MIFID, 2004/39/EC），此指令詳盡的要求投資公司及銀

行建構一永恆且有效率的法令遵循計畫。而由於仍有部分會員國無法於期限內將

該指令轉換成國內法，因此乃發佈 2006/31/EC 指令將施行日期延至 2007 年四

月。MIFID 同時亦建構高標準之組織上及商業行為上之規範，其中包括利益衝突

之管理、良好的執行、事前事後交易透明度、客戶之分類及客戶需求之重視。惟

迄至目前為止，歐盟對於保險公司尚無類似之指令 74。 

 

另依據「內部交易及市場操縱行為指令」（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Market Abuse), Directive 2003/6/EC）說明第二十四項：對公

                                                 
73 同註 58。 
74 PriceWaterHouseCoopers,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Compliance Function And The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Decade, Protecting The Brand, May 2005. p 68 ff. 資料來源： 

http://www.pwc.com/extweb/pwcpublications.nsf/docid/4E7D151266EB6A4FCA25703E00257DCD，最

終瀏覽日：200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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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即時及公平之資訊揭露有助於提升市場之公平性，也因此選擇性的揭露將使得

投資大眾對於市場公平性失去信心，故專業之經濟學家應致力於以不同方法促進

市場公平性。該等方法例如內部行為規範與防火牆（Chinese Walls）的建立。

只要該等企業有決心地及盡職地實施控制，這些方法均可對抗市場操縱行為。「適

當的實施控制即係指法令遵循主管之任命加上組織內獨立稽查員定期的檢查」75。 

 

此外，近期歐洲證券管理機構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亦頒布相關標準以求統一金融服務機構之商業行為準則，包括要求

金融服務機構建立獨立的法令遵循功能、法令遵循政策、程序及監督功能76，而

此等標準亦已獲得 CESR 會員國（包括歐盟 15 個會員國，加上挪威及冰島）的承

諾採行，並將之轉化為國內法，或督促其立法機關立法77。 

 

 

第三項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法令遵循制度之發展 

 
1997 年 9 月巴塞爾銀行監理協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所頒佈之「巴塞爾銀行監理核心原則」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第 14 條及 1998 年 9 月 22 日發佈「金融機構內部控制制度架構」

（Framework for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n Banking Organizations）中之第七個原

則，對內部控制及法令遵循皆有所著墨，逐漸使法令遵循制度在國際舞台上嶄露

頭角78。 

 

2003 年 10 月 27 日巴塞爾銀行監理協會發表一份「銀行法規遵循功能指導

                                                 
75 譯自 Directive 2003/6/EC（24）。 
76 Miles Everson, Charles Ilako, Carlo di Fiorio,Corporate Governance. Business Ethics. And Global 

Compliance Management,Vol.24, ABA  Bank Compliance, March/April 2003.。 
77 同前註。 
78 同註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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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The Compliance Function In Banks）的諮詢性文件（Consultative 

Document），揭示銀行董事會及高階管理人員在法規遵循應負之責任，及法規遵

循功能之組織架構、角色、職責及其他相關議題，提供銀行管理法規遵循風險之

參考。 

 

該報告指出法規遵循功能係指獨立辨識、評估、建議、監督與報告銀行法規

遵循風險的功能，其中法規遵循風險係指因違反法律、法規、業務準則及優良實

務準則（統稱為法律、法規及準則）而遭致法令或監理機關懲罰、財務損失或聲

譽損失之風險。該報告揭示十一條銀行法規遵循功能基本指導原則，其重點摘述

如下79
： 

 

一、銀行董事會應負責監督銀行法規遵循風險管理制度，核准法規遵循政策，及     

至少每年檢討執行情形。 

 

二、銀行高階管理人員應負責訂定法規遵循政策，及建立一個長久且有效的法規

遵循功能。 

 

三、銀行法規遵循功能應有正式地位，明訂於規章或其他經董事會核准之正式文

件，且獨立於銀行營運活動之外。 

 

四、銀行法規遵循功能必須辨識、評估及監督銀行所面臨法規遵循風險，並向高

階管理人員及董事會建議與報告。 

 

                                                 
79 中央銀行新聞稿 2004 年 4 月 21 日發布，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發佈銀行法規遵循功能指導原

則，資料來源：http://www7.www.gov.tw/PUBLIC/view.php3?id=57800&main=GOVNEWS&sub=52，

最終瀏覽日：200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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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規遵循主管應負責法規遵循功能之日常管理；法規遵循執行人員應具備必   

要的資格、經驗、專業與人格特質。 

 

六、跨國經營業務銀行，應確保銀行整體法規遵循架構已適當因應當地國法規遵   

循議題。 

 

七、法規遵循功能的範圍與廣度應接受內部稽核的定期查核；法規遵循功能與內  

部稽核功能應加以區分。 

 

八、在法規遵循主管（其應為銀行員工）適當監督下，銀行可將法規遵循部分作  

業委外辦理。 

 

 

第四項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之現況 

      

國 際 保 險 監 理 官 協 會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成立於 1994 年，其宗旨在於促進國際保險監理官的合作，

制訂各項準則提供各國保險監理官做為立法或從事監督行為之參考，以維持保險

市場的效率、公平與穩定，達到保障保單持有人之目標。 

 

而隨著國際間越來越重視公司治理、內部控制及法令遵循之議題，IAIS 亦

隨之開始重視，惟其雖仍尚未有一套如巴塞爾銀行監理協會之法令遵循功能之諮

詢文件，然亦已開始將之列為內部控制之一環，茲簡介如下80： 

                                                 
80 譯自 IAIS 公司治理之核心原則，Jan 19,2004，資料來源：

http://www.acga-asia.org/public/files/IAIS%20CG%20Principles,%202004.pdf，最終瀏覽日：

200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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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公司治理越趨重要，IAIS 於 2003 年 10 月通過新修正之保險核心原

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ICPs）以便提供更有效率之監理管控的新原

則予全世界。由於保險業之公司治理及決定做成之程序係保險監理之重要構成要

素，因此核心原則特別敘及公司治理的部分。 

 

    其中 ICP9 規定：公司治理確認並保護所有利害關係人之權益。監理機關必

須要求遵循所有合適之公司監理標準。 

 

    另 ICP10 規定：監理機關要求保險人必須建構適合營業範圍及其本質之內部

控制制度。稽核及報告制度必須容許董事會及管理者監控及控制其運作情形。此

外在 ICP10 的說明書 10.1 中並提到內部控制之目的在於確認：一、保險人之營

業必須是以小心之態度為之，並與董事會所建立之策略方針相符。二、公司的處

置或行為決定必須由有該等權力之人為之。三、公司資產受到保護。四、會計及

其他記錄必須提供完整、精確、可受檢驗及及時的資訊。五、管理者必須能確認、

評估、管理及控制營業之風險。並保有足資應付該等風險之資本。      

   

又 ICP10 的說明書 10.2 更提及：內部控制制度對於有效的風險管理及提供

保險人安然無恙之運作基礎係非常關鍵性的。「其提供了有系統的方法來評估及

改善公司運作的效率，並確保公司遵循了法律及監理規則。」、「內部的及外部的

審計、精算及法令遵循係內部控制之架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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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現況 

 

法令遵循制度得以隨時偵測公司一切制度行為是否有違犯法令之虞，我國亦

行之有年，唯仍曾發生不少舞弊事件，早期之楊瑞仁國票案、2003 年理律律師

事務所劉偉杰監守自盜 30 億案、及 2004 年博達公司負責人葉素菲掏空公司案，

均造成輿論譁然、社會非議及公司商譽受損，最嚴重者當屬股票被證交所轉列為

全額交割股，例如博達案當天就有超過十九萬張的股票求售無門，股價一洩千

里，造成投資人重大損失，嚴重者更係危害社會金融，及投資人之信心。 

 

而金融機構對一國之經濟體系尤其重要，因此建構其法令遵循制度，並使之

發揮最大功效，而非僅係花瓶裝飾之功能，當屬目前監理機關金管會之要務，本

文茲就國內其他金融業、保險業之法令遵循做一簡單之敘述及探討，並從中獲取

建構保險經紀人法令遵循制度應有之方向。 

 

 

第一項 沿革 

 

我國審計準則第三十二號第七條對內部控制之定義為：內部控制係一種管理

過程，由管理階層設計並由董事會(或相當之決策單位)核准，藉以合理確保下列

目標之達成： (一)可靠之財務報導。 (二)有效率及有效果之營運。 (三)相關

法令之遵循。由此可知我國亦係將法令遵循列為內部控制之一環。 

 

而為強化金融機構自律能力，財政部乃於民國 85 年台財融第 85372661 號函

引進「法令遵循制度」，指定信用合作社自 86 年 1 月 1 日起開始採用試辦。經過

兩年後， 信用合作社對於守法性之提升已展現具體成效，遂於 87 年修正「信用

合作社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明訂信用合作社應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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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以強化信用合作社之自律功能，達成內部控制之目標81。此為我國法令遵循

制度之濫觴。 

 

財政部於頒佈上述規定後，緊接於 88 年 3 月頒訂「金融機構建立遵守法令

主管制度應注意事項」，請各金融機構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度之相關事宜報財政

部備查，以期該制度正式實施時所有金融機構均能明確瞭解制度之主要精神、目

的及實際運作方向82。 

   

    而隨著法令遵循制度於台灣發展越見順利，財政部乃陸續頒佈各項金融機構

之法令遵循制度之規範，此類規範將於以下各節介紹之。 

 

至於一般非金融機構之公開發行公司，財政部於 84 年 1 月 9 日發布之「公

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要點」（第三點）。幾經修正改定後，成為 92

年 12 月 18 日發布之「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第三點，其條

文內容為：「公開發行公司之內部控制制度係由經理人所設計，董事會通過，並

由董事會、經理人及其他員工執行之管理過程，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

營，以合理確保下列目標之達成：一、營運之效果及效率。二、財務報導之可靠

性。三、相關法令之遵循。前項第一款所稱營運之效果及效率目標，包括獲利、

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由此條文可見，有關當局早已認知到「相關法

令之遵循」在內部控制制度上，至少與「營運」及「財務報導」二者，有著等同

重要的地位83。 

 

第二項 其他金融業之法令遵循計畫 

                                                 
81 同註 57，頁 25。 
82 同上註，頁 26。 
83

 劉立恩、王悅蓉，我國公司治理架構之重大缺漏，頁.15，資料來源： 

http://www.ecounsel.net/cc/text_files/%B2%C4%A4@%BDgVW.doc，200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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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保險經紀業屬於金融體系之一環，且我國法令遵循制度於金融業施行

較久，因此以下茲討論銀行業、證券業及保險業之法令遵循計畫，以為保險經紀

人推行法令遵循計畫之借鏡。 

 

 

第一款 銀行業 

 
民國59至69年間，台灣的經濟快速成長，帶動金融業的營運拓展，同時，在

政府推動金融自由化、國際化的快心下，民國80年首度大量開放商業銀行設立，

迄90年止，國內大型銀行由59年代的23家倍增為53家，隨著新銀行的開放設立，

金融管制的寬鬆，導致金融業面臨國內的金融業者競爭趨烈，營運益難。79年代

迄89年，由於國內經濟步入穩定成長期，為增加收益部份，金融業乃挺而走險，

從事高風險投資或人謀不臧，導致期間擠兌案件、掏空公司案件頻傳84。 

 

為此財政部雖於88年3月頒訂「金融機構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度應注意事項」

然因欠缺法源依據，金融機構並未依上述注意事項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度。 

 

有鑑於此，財政部乃於89年10月通過銀行法修正案，明令銀行依銀行法第四

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應建立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並於90年11月依上開法條

及同法第四十七條之二準用第四十五條之一規定，參酌國際上對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度之規範，增訂「銀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及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聯合會92年12月31日發布之「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三條，均

將遵守法令主管制度正式納入金融機構（銀行、信託投資公司及票券金融公司）

                                                 
84 謝章捷，落實金融控股公司治理之研究，銘傳大學財務金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2002

年，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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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內部控制範疇，以利金融業者遵循。 

 

我國現行實務上，銀行公會訂有「遵守法令自評檢核表範本」，該範本原係

90 年間由財政部金融局及台灣銀行等 6家銀行派員組成之專案小組設計完成，

內容包括全行及個別單位應遵循事項條文、遵循程序、自行檢核程序及結果等，

該範本儘量涵蓋各項銀行主要經營業務，依一般銀行之組織架構，以部門別編寫

而成，供各銀行參考，各銀行可視其組織架構及業務範圍參酌範本內容，依最新

法令規定增加、刪除或修訂遵循事項條文、遵循程序及自行檢核程序後編訂其適

用之檢核表85。 

 

同年（民國 90 年）由於國內金融控股公司的開放設立，為期落實金控公司，

財政部亦於90年11月1日起公布實施金控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

四條86，責成金控公司遵循87。其規定金融控股公司為符合法令之遵循，應建立遵

守法令主管制度，指定一隸屬於董事會或總經理之單位，負責制度之規劃、管理

及執行，並指派高階主管一人擔任遵守法令主管，綜理法令遵循事務，至少每半

年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第二款 證券業 

 

我國證券市場業務早期之發展，初始係以經紀業務收入為主之專業經紀商為

                                                 
85 同註 81，p.44。 
86 第四條之條文為：「內部控制之基本目的在於促進金融控股公司健全經營，並應由其董事會、

管理階層及所有從業人員共同遵行，以合理確保達成下列目標：一、營運之效果及效率。二、

財務報導之可靠性。三、相關法令之遵循。前項第一款所稱營運之效果及效率目標，包括獲利、

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 
87 同註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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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鼎盛之時證券商總公司家數亦僅三十五家，然隨著國內經濟穩定成長，國

民所得提高，資金供給大為增加；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的發展和多元化，企業界

對資金之需求亦日為殷切。因此，金融市場之發展與配合日形重要。政府乃因勢

利導於民國七十七年開放證券商之設立，隨後證券商如雨後春筍般急遽增加，其

中除了專業經紀商之外，亦不乏綜合證券商，以七十九年證券商總公司之家數曾

高達三百餘家為最盛。然於證券市場空頭來臨時，在嚴苛之競爭壓力下，證券商

紛紛面臨虧損，甚至倒閉的壓力，尤以專業經紀商為然，倒閉、合併時有所聞，

因此在民國八十年以後，證券市場中證券商總公司家數呈現逐步遞減，專業經紀

商亦逐漸減少，惟具有經紀商業務功能之綜合券商分公司則迅速增加，顯見證券

商已展現大型化經營之趨勢88
。 

 

另一方面，近年來隨著證券市場自由化、國際化之發展，外國證券商在加入

我國證券市場後，憑藉其先進之管理技術及豐厚之人力、物力，造成本國證券商

強烈之競爭壓力，在所謂之「金融六法」順利通過後，外商合併包括證券商在內

的國內金融產業，已為必然趨勢，整個金融業的競爭，亦將更為慘烈。此外，由

於財務工程領域之發展，各種衍生性商品乃日益增加，為包括證券商在內的金融

業者創造了更多的商機，也成為其創造及滿足客戶需求之另一重要工具，但此類

商品所標榜的就是「以小博大」，必然使包括證券商在內的金融業者面臨更多之

風險。再者，隨著網際網路的盛行，以及電子商務活動的日益頻繁，國際間疆界

的限制已不復存在，證券商以網際網路接受客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之業務，亦已

日趨普遍，其所衍生之弊端亦時有所聞。我國證券市場亦已於民國八十七年開放

證券商接受客戶以網路、語音等方式下單，如何興利防弊確屬必要89。 

 

 

                                                 
88 同註 72，頁 1。 
8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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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沿革 

 

    在上述之情況下，如何加強我國證券商之自律、法令遵循以及監督管理，

實為吾等所面臨之重要課題。為此財政部乃於民國 85 年 09 月 13 日訂定「證

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立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要點」以期建立內部控制制度，

另於 87 年 12 月 28 日修正該實施要點第三點，將內部控制之目標增訂有「相

關法令之遵循」，以建構法令遵循制度，此為法令遵循制度首見於證券業。惟此

實施要點嗣於民國 92 年 1 月 20 日廢止之，並於同日另由「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

務事業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下稱「處理準則」）取代之。 

 

    過去「證券服務事業內控處理準則」並無法令遵循制度之規定，惟實務上，

證券業多已有類似法令遵循單位或主管之設置，例如 94 年 7 月 27 日金管證二字

第 0940003314 號令發布之「證券商辦理財富管理業務應注意事項」即明定，證

券商辦理財富管理業務訂定各項規則及程序，應針對辦理本項業務之業務人員、

內部稽核及法令遵循部門人員訂定洗錢防制教育訓練計畫，定期舉辦辨識及追蹤

不尋常或可疑交易之教育訓練。內部稽核部門或法令遵循部門應定期審核各項規

則內容，確保符合法令規定及加強查核本項業務執行情形，以控管作業、交易程

序符合內部規範及法令規定90。 

 

 

第二目 現況 

 

    民國 95 年 5 月 30 日鑒於各服務事業業務種類眾多且法令變動頻繁，金管

會乃參考「金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九條、「銀行內部控

                                                 
90 同註 81，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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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八條及「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第二

十條規定，於前述之「處理準則」第三章內部控制制度之檢查中，增訂「第四節

法令遵循制度」，授權主管機關得要求一定規模、業務性質及組織特性之證券服

務事業建立法令遵循制度。 

 

嗣後為更健全證券業之法令遵循制度，金管會於民國 96 年 4 月 16 日依據該

處理準則第 26 條發布金管證二字第 09600095743 號令規定已上市、上櫃之證券

商及金融控股公司之證券子公司於 96 年 7 月 1 日起，應依上開規定，設置隸屬

於董事會或總經理之單位，負責法令遵循制度之規劃、管理與執行。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為貫徹該政策之執行，更於民國 96 年 4 月 18

日以台證稽字第 0960009275 號函公告證券商法令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標準規

範，規定如下： 

 

證券商至少應依下列內容，訂定法令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 

一、法令遵循單位為規劃、管理及執行法令遵循制度，建立公司從業人員重視法

治觀念，加強證券法令規章之宣導及教育，以促使公司所有人員均能熟悉與

本身工作相關之各種法規，特依「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立內部控制

制度處理準則」相關規定，訂定公司法令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以下簡稱

本程序）。 

 

二、法令遵循主管綜理法令遵循事務，至少每半年向董事會及各監察人或審計委

員會報告。 

 

三、法令遵循之評估內容如下： 

（一）建立清楚適當之法令傳達、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71

（二）確認各項作業及管理規章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更新，使各項營運活動

符合法令規定。 

（三）督導各單位定期自行評估執行情形。 

（四）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訓練。 

（五）督導海外分支機構遵循其所在地國家之法令。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辦理之事項。 

 

四、法令遵循之評估程序採取自行評估作業，各單位每年至少須辦理一次，其辦

理結果應送法令遵循單位備查。各單位辦理自行評估作業，應由該單位主管

指定專人辦理。 

 

五、自行評估作業分為兩大類： 

（一）一般自行評估項目：適用於公司各單位。 

（二）單位自行評估項目：適用於個別單位。 

 

六、辦理上開自行評估作業時，應使用「法令遵循自行評估表」（如附件）辦理，

「法令遵循自行評估表」（代自行評估工作底稿）及自行評估相關資料應至

少保存三年。 

 

七、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而為利業界建立制度，台灣證券交易所更分門別類制訂一般、財務會計、資

訊、稽核、經紀、自營、承銷、及國外分支機構之法令遵循自行評估表範本共 9

種，供業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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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保險業法令遵循計畫 

 

    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度係企業管理重要之一環，保險業財務健全與否，

關乎保護大眾之權益甚鉅，其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度較其他行業更形重要，為

確保保險業財務之安全，及促進保險業之健全發展，保險業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制度實有建立之必要。基於保險業各項業務有其專業特性，異於其他行業，如保

險理賠、承保及再保安排、資金投資運用、資產負債管理及風險評估等作業均為

其他行業所無，其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度相對亦與其他行業迥然有別，有特殊

設計之必要。且保險業各項作業需各項之專業人員，如經算、核保、理賠均有特

殊資格標準及管理制度；保險公司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制度較其他行業複雜，相

對的，其稽核及內控人員之專業知識及身份地位亦較其他行業要求高，因此建立

有效之考試及訓練制度，以提升保險業內部稽核人員之素質，並配合稽核及內部

控制制度之推動及執行91，實為監理機關重要之課題。 

 

 

第一款 沿革及重要方針    

 

    有鑑於保險業內部控制之重要性，財政部八十一年四月八日財政部 (81) 

台財保字第 811758132 號函發佈保險業內部稽核制度實施要點，後於八十六年

五月廿八日臺財保第八六二三九五四六八號函發佈保險業建立內部控制與內部

稽核制度實施要點，其目的乃為加強保險業內部控制之功能，提高其經營之績

效，確保保險業財務之安全，促進保險業之健全發展。惟本要點因保險法修正業

於 90 年 7 月 9 日經總統公布施行，並於同年七月十一日生效，應配合研訂之子

                                                 
91 邱湫惠，保險業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制度之建立，財政部保險司出國報告書，2002 年 6 月 12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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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共計十八項。為配合研擬新子法，而於 90 年 12 月 20 日廢止本要點。並於

同日以台財保第 0900751422 號函頒訂「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

以配合新修正之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一項：「保險業應建立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度；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訂定本辦法之主要目的，在於

督促保險業健全業務經營，確保其財務安全，並協助企業經營者建立嚴密之內部

控制制度，作為企業管理階層自我檢測稽核體系之重要依據，藉知管理缺失，防

微杜漸92。 

此外，本次修正，於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參酌我國銀行業監理規範及日

本保險業監理規範，規定保險業應建立法令遵循制度，規定保險業應依其規模、

業務性質及組織特性，指定隸屬於董（理）事會或總經理之單位，負責法令遵循

制度之規劃、管理及執行；置法令遵循主管一人，其職位相當於協理或經理，統

籌負責法令遵循事宜，以督促保險業嚴守法令紀律，落實法令之施行。前揭法規

嗣配合經濟環境變遷酌作修正。 

 

 

第二款 遵守法令自行評估表範本 

 

民國 93 年 7 月 1 日金管會成立時，保險局曾發佈未來展望及施政重點，其

中一重點為：「保險業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度實施辦法業於九十年十二月二十

日實施，各保險公司已依規定聘用總稽核及法令遵循主管，為協助保險業建立法

令遵循制度，已責成產壽險公會成立專案小組研擬產、壽險業法令遵循手冊範

                                                 
92 財政部新聞稿 2001 年 11 月 30 日發佈，公告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草案，資

料來源：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285&ctNode=3651，最終瀏覽日：

200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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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供保險公司參考使用。保險法令快速變遷，各公司法令遵循主管應即時更新

法令遵循手冊，並落實查核，以免違章受罰。」93 

 

       而根據該法令遵循手冊範本，其訂有自行評估程序，其中包括評估之對

象、時間、主管之職責、評估方式、查核紀錄之保存、缺失改善情形之回報、主

管機關檢查後之督導改善程序、自行查核應注意之事項及自行評估人員之職責等

規定。 

 

    此外其並訂有各部室之遵守法令自行評估表，其中規定有：業務項目、應遵

循之條文、遵循程序、違反之處理程序、自行檢核程序、檢核成果、遵循人員。

以下茲舉例如下： 

 

                                                 
93金管會保險局，展望，2004 年 7 月 1 日，http://www.ib.gov.tw/news_detail2.aspx?icuitem=151，最終

瀏覽日：2007/06/15。 



 75

 

圖 4-1 再保險遵守法令自行評估表 

 

 

業務項目 應遵循之條文 遵循程序 違反之處理程序 自行檢核程序 檢核成果 
遵循

人員 

一般再保

業務 

1. 保險法第147條 

2. 保險法施行細

則第 24 條 

3. 財政部台保司

(二)第

82411036 號函 

保險業各險業務對於每

一危險單位之自留額應

依公司資本金或基金、

公積金、特別準備金及

未分配盈餘總和之 10%

訂定最高、最低自留金

額報金管會保險局核

備，變動時亦同。 

1. 依照實際情形，採取

適當防止措施。 

2. 立即通報上級主

管，並追究失職人員

之責任。 

3. 情節重大者，並需報

請稽核部門處理。 

1. 檢查各險自留額是否依報

部最高與最低金額以內辦

理自留。 

2. 自留額調整應發函保險

局。 

3. 依保險局回函通知各再保

險人。 

□遵循 

  □未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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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保險經紀人法令遵循計畫應有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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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前章所述。而其多係利用執行業務之機會，從中獲取利益。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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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行為態

樣，如綁標、操縱價格（固定價格）之方式，已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嫌，因此保

險經紀人於執行業務時，亦有仰賴法令遵循制度以避免違犯法令之需要，本文茲

參酌前揭之國內外金融業之法令遵循制度，嘗試建構保險經紀人之法令遵循制

度，以期保險經紀人得以管理風險，勿違法律，避免損失，並將法令遵循、公司

政策計畫、經營理念作一全面規劃。 

 

 

第一款 法令遵循計畫之建制  

 

由於保險經紀人係屬保險輔助人，因此並未適用「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度實施辦法」，且有些僅係屬於外國公司之子公司，有些並非公開發行公司，因

此也不適用「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故本文認為保險經紀

人之法令遵循制度應有另外頒佈其相關規範之必要。又參酌前揭之國內外金融業

之法令遵循制度，其制度應包括其執行程序、執行項目及年度法令遵循計畫應包

括之項目，以下茲分述之： 

 
 

一、法令遵循制度之程序 

 

法令遵循制度之程序如下： 

（一）指定隸屬於董（理）事會或總經理之單位，負責法令遵循之規劃、管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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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 

（二）法令遵循單位應置法令遵循主管一人綜理法令遵循業務，其職位應相當於 

協理或經理。 

（三）法令遵循主管擬定法令遵循制度，經董（理）事會通過後施行。並配合保 

險法令修訂等情事，隨時檢討，報經董 (理) 事會通過後修訂之。 

（四）法令遵循主管應擬定年度法令遵循計畫。 

（五）各單位擬定法令遵循手冊並由法令遵循主管核可。 

（六）保險業應依法令遵循計畫每年自行評估一次。自行評估工作底稿及資料應 

至少保存五年。 

 

二、法令遵循制度應包括之項目 

 

法令遵循制度至少應包括下列項目： 

（一）董 (理) 事會決策運作及董 (理) 事管控之機能。 

（二）董 (理) 事會議事錄之保存。 

（三）監察人之營運監控機能。 

（四）董 (理) 事之法令遵循行為規範。 

（五）法令遵循評估基準之建立。 

（六）年度法令遵循計畫之擬訂。 

（七）法令遵循環境之建立。 

（八）法令遵循業務之查核與違反法令規章之處理。 

（九）法令遵循之組織與業務職掌。 

（十）法令遵循作業手冊之擬訂。 

        

三、年度法令遵循計畫之包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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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法令遵循計畫至少包括的事項: 

（一）對各單位法令遵循事項之評估計畫。 

（二）上年度違反法令規章案件處理結果之覆核。 

（三）保險法令等相關法令規章之變動管理。 

（四）法令遵循之教育訓練及業務宣導。 

（五）法令遵循制度之檢討改善。 

 

四、法令遵循手冊包括之項目 

  
法令遵循手冊至少應包括以下數項： 

（一）各項業務應採行之法令遵循程序。 

（二）各項業務應遵循之法令規章。 

（三）違反法令規章之處理程序。 

（四）法令遵循業務之自行評估程序。 

（五）法令遵循人員名冊。 

 

 

第二款 建立企業倫理準則 

     

法令遵循功能應滿足下列四大目標：「顯示出相關法令規定之遵循」、「確認、

處理和解決法令規定有所不足的地方」、「管理法令遵循的成本」以及「把法令遵

循融入整個組織中」94。因此在企業文化中建立一種鼓勵且給予報償之法令遵循

係必要的，本文以為法令遵循制度除了上述之項目之建制外，仍應建立企業倫理

準則，供員工遵循，使員工明瞭何等行為為公司所允許、不允許，職責權力範圍，

使得領導者不但為自己行為負責，更能培養出遵守公司政策及相關法令為業務活

                                                 
94 同註 5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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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核心之企業文化。且優良業績與高標準管理、遵守法令並不互相衝突，實則兩

者並行不悖，因此建立企業倫理準則並確實執行，有助於提升員工士氣，並維持

良好之企業形像。 

 

保險經紀人企業倫理準則之項目應包括誠信理念之宣言、行為準則、員工需

遵循之事項、領導者需遵循之事項、提出誠信或行為準則之疑慮的管道、調查程

序及處理方式、違反之罰則、與客戶供應商交易之行為準則、與政府機關之合作、

遵守勞工法令建立優良工作環境、公司資產智財權之維護守則、財務資訊交易之

控制管理、員工須知（包括利益衝突之處理、禁止內線交易）等。 

 

例如 AON 公司之商業行為準則（AON＇s code of business conduct）中，

開宗明義即揭示該公司之企業精神為「正直」（integrity），該行為準則係提供

一倫理規範標準予其員工、主管、代表其公司之代理人等。其規定員工不管其職

位如何，均須遵守本準則、公司政策及法令，如有疑義，即有義務詢問該手冊中

所檢附之諮詢人員，其並建有「helpline」以供諮詢。員工倘違反行為準則，輕

則需接受再教育或處罰，重則予以解雇；且因該行為準則及公司政策有許多規定

係基於法令而來，因此違反的話，將伴有民刑事責任。 

 

    又該行為準則分有三大部分，以下茲簡介之： 

一、與公司客戶及公司以外之人交易時之義務： 

    （一）公平交易：與客戶、供應商及競爭者交易須公平對待。 

A. 與客戶間之關係，禁止以下之行為： 

私收回扣或操縱市場（kickbackd or steering）、虛構不實報價

（fictitious quotes）、強制或誘導搭售交易（tying or bundling）、

不公平競爭手段（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B. 與同業間禁止以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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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價格（price-fixing）、市場或業務分配協議（market 

allocation or allocation of business）、商業性誹謗低貶

（commercial disparagement）。 

C. 與業務伙伴應避免以下行為： 

綁標（bid-rigging）、不當利益交換（engaging in reciprocity ）、

不當槓桿操作或條件交換（leveraging or quid pro quo）、排擠或

使之被拒往來（freeze-outs or refusals to deal）。 

       D.與反托拉斯主管單位合作。 

 

（二）客戶之對待：誠實並敬重客戶，給予權責範圍內之承諾，即不可信

口雌黃。 

（三）行銷行為：向客戶介紹產品及服務，須真實精確。公平競爭並誠信

經營。 

（四）商業伙伴：不可與有可能傷害公司商譽之人交易。 

（五）客戶及商業伙伴之資訊機密：須保護客戶及商業伙伴之商業及資訊

祕密。 

（六）避免利益衝突。 

（七）不合適之給付：不可提供不合適之給付給任何人。 

（八）禮物及娛樂之受贈及餽贈：僅能偶而提供或給予合宜、之商業上餽

贈。 

 

二、員工間之義務：嚴禁騷擾行為、公平之待遇、禁止恐嚇脅迫、提供安全及健

康之工作環境。 

 

三、對於股東及公司之義務：保護公司資產、禁止內線交易、保存精確之營業記

錄、提供完整公平精確及時之財務資訊予政府或大眾、公司鼓勵員工參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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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動但須以個人名義時間及金錢為之、保護公司之機密、僅能於公司授權

範圍內處事95。 

 
 
 
 
 
 
 
 
 
 
 
 
 
 
 
 
 
 
 
 
 
 
 
 
 
 
 
 
 
 
 
 

                                                 
95 以上譯自 AON 公司之 AON＇s code of business conduct，資料來源：

http://www.aon.com/pl/en/about/CBC_poland_english.pdf，最終瀏覽日：2007/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