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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險經紀人自律規範之立法例 

 

一國之經濟影響其國力甚深，而金融秩序對一國之經濟尤其重要，苟金融秩

序無以維持，則其貨幣、市場、社會均將為之動搖。是故各國均對其金融機構、

金融服務者加以監督與管理，以避免不當競爭、不公正之交易行為影響到國民經

濟。而保險經紀人既為保險金融體系下之一環，自亦有監督管理之必要。而金融

監理除政府機關之他律監理外，尚有自我監理，其中保險經紀人之自我監理於英

美國家仍為目前極重要之監理方式，其可以避免公共監理之過度介入及無效率，

並較具有時效性及實務性。而自我監理中之自律規範，亦得以使成員自我約束其

商業行為，並消弭市場上不當或非專業之營業行為，因此本文茲就保險經紀人之

監理必要、目標等為原則性闡述，並論及英國、美國、NAIC 之監理沿革、監理

機關及自律規範，最後探討我國之規範並提出建議。 

 

 

 

第一節  保險經紀人之監理 

 

保險商品既為金融服務之一環，則參與其中之各保險人、仲介人、輔助人自

應受主管機關之監督與管理。本文主要探討保險經紀人之自律規範，自應對其監

理之必要、原則目標作一描述，再提出保險經紀人應有自律規範之目的。 

 

 

第一項 保險監理之必要 

 

保險商品係屬一無形之商品，亦即於保險人與要保人訂立保險行為之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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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事故多尚未發生，則保險契約之內容自然無法具體呈現，且現行保險商品又多

元化，故而對社會大眾而言，保險自然屬於艱澀難解之制度。 

 

保險交易既涉及專門知識與技術，且保險人之專業知識亦比一般投保大眾

深，保險契約、保費亦均由保險人撰擬，其內容不僅艱澀難懂，且投保大眾與保

險人之經濟地位懸殊，議價地位頗不平等，要保人僅有接受與否之自由，對契約

內容完全無置喙之餘地，然保險對於現代生活尤其是高齡社會、高經濟發展社

會，均屬不可或缺之商品，因此如何使投保大眾之消費權益受保障，實為政府機

關刻不容緩之議題。 

 

又保險人倘不當經營或為惡性行為，所損及之社會大眾將數以千計，其所造

成之經濟動盪亦不可小覷，因此為確保保險業之財務安全與清償能力，政府自有

義務加以監督管理。 

 

 

第二項 保險監理之目標 

 

    保險監理的目標可分為內在目標與外在目標兩類，內在目標直接關係到保

險事業之營運，旨在促使保險市場之健全發展，其主要內容包括「確保保險財務

安全」、「維護保險交易公平」與「促進保險市場機能」三項；外在目標與保險事

業之營運雖無直接關連，但因涉及一國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方面之公共政策，

其重要性亦不容忽視。96 

 

 

                                                 
96 林建智，論保險監理之目標，保險專刊，第五十輯，1997 年，頁 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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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保險經紀人之監理 

 

保險商品乃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下所產生之高度技術性商品，其不僅係依大數

法則為基礎，且為定型化契約，對一般人而言比較陌生，因此有賴保險經紀人之

專業來為其規劃保險計畫，方能符合需求，並保護消費大眾。惟又恐保險經紀人

為達其銷售業績或謀求自身利益，而傷及消費大眾之權益，故而對保險經紀人之

銷售行為及其他相關行為自有管理之必要。 

 

此外，由於以下幾種原因，更有對保險經紀人監理之必要97： 

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具有利益衝突之情形。亦即，一般社會大眾難以理解

保險契約之複雜性，因而無法判斷保險經紀人之建議是否適合本身之需求。

然而保險經紀人又以取得佣金為唯一目的，常會推薦不適合要保人需求之保

險契約。 

 

二、保險仲介人為表示自己，常以各種不同名稱從事活動。尤其，以建議要保人

選擇最適合自己需求之獨立經紀人，與保險代理公司從事活動之其他保險仲

介人之定義不清，常使一般消費者混淆。 

 

三、由經驗中得知，保險經紀人詐騙委託人之資金時，不僅對該委託人造成損失，

且會對保險業界帶來極大的影響。同時亦會影響到保險經紀人之支付能力。 

 

由於上述之原因，監理機關對於保險經紀人確有監理之必要，而多數國家對

於保險經紀人之監督管理，不外乎就其申請設立時須獲得許可、經營開始後，對

其業務及財務亦繼續監控。除此之外，亦對其營業範圍限制、消極資格（例如受

                                                 
97 梅津昭彥編著，呂慧芬譯述，保險仲介人之規範與責任，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

1997 年 11 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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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之宣告者98）、積極資格（例如須經考試及格以證明具專業能力99）做許多相

關規範。 

                                                                

第四項 自律規範之目的 

 

    多數同業團體均訂有自律規範，例如：美國律師協會訂有三套倫理規範，

即 1908 年「倫理箋言」（CANONS OF ETHICS）、1969 年「職業責任規則」（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1983 年「職業行為示範規則」（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或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之保險業資產管理

自律規範、保險業招攬廣告自律規範。此類自律規範對於該團體之會員或成員均

具有某種程度之拘束力，至於違反自律規範之罰則，則因其之法律性質而有所差

                                                 
98 例如我國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第七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申領經紀人執業證書，或充任經紀人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

一、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 
二、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曾犯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執行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三年。 
四、違反保險法、銀行法、金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法、票券金融管理法、金融資產證券化條

例、不動產證券化條例、證券交易法、期貨交易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管理外匯條

例、信用合作社法或其他金融管理法律，受刑之宣告確定，執行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尚未逾三年。 
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 
六、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破產終結尚未逾三年，或調協未履行。 
七、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了結或了結後尚未逾三年。 
八、曾違反保險法或公平交易法被撤換，或受罰鍰處分尚未逾三年。 
九、最近三年內有事實證明從事或涉及其他不誠信或不正當之活動，顯示其不適任。 
十、任職保險業及有關公會現職人員。 
十一、已登錄為保險業務員者。但經紀人公司之業務員充任董事或經理人者，不在此限。 
十二、執業證書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尚未滿五年者。 
十三、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保險從業人員特種考試重大舞弊行為，經有期徒刑裁判確定

者。 
十四、其他法律有限制規定者。 

99 例如我國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第五條： 
  經紀人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保險經紀人考試及格者。 

二、前曾應主管機關舉辦之經紀人資格測驗合格者。 

三、曾領有經紀人執業證書並執業有案者。 

具備前項第三款資格者，以執行同類業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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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極端之一，如僅為產業執行業務之內部標準，則不具有法律上之拘束力；另

一種極端，則是自我監理機構之監理規範，需經過政府監理機構核准後方可施

行，本質上，此類規範已成為政府行政監理之一部分100。 

 

    以下僅就自律規範之由來、目標、功能簡要論述之。 

 

 

第一款 自律規範的由來 

 

欲瞭解自律規範，首先需簡介自我監理此一概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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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公共

監理之過度介入及其所衍生之無效率，保險業界便體認有重視公共利益之必要，

自我監理遂成為取代公共監理之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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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基本保單條款之標準化，從

業人員之教育訓練及營業專業規範等。此等組織經常會制定專業倫理守則或其他

類似之規則，藉以消弭保險市場之不當或非專業之營業行為101。 

 

自我監理在某種程度下較政府之公共監理有效率，因為其具有較佳之專業知

識、實務經驗，對於做成監理準則時所需的資訊，成本較為低廉，且因其隨時要

符合市場實務需求，故監理型態亦會較為彈性102。 

 

就我國自我監理機構而言，已有若干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這些公會除了謀求

共同行業之發展外，其任務尚有：營業之發展統計及研究發展、訂定營業規章議

                                                 
100林建智，論保險監理之基本架構--兼論我國保險監理制度之改進，保險專刊，第 18 卷第 2 期，

2002 年 12 月，頁 215-232。 
101 同上註。 
102 同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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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保險費、同業員工技能訓練業務講習、營業弊害之矯正及違章之處理及糾紛之

調解等事項103。其中「訂定營業規章」或「專業倫理守則」即為本文所論及之自

律規範。 

 

     自律規範雖然是專業組織對其成員之規範，然其係專業生活之一部，可顯

現其專業理想，展出崇高之價值。又專業組織所設之自律規範，因係量身訂做，

可提供該行業特殊化專業化之行為模式。此外亦可提供深化專業組織價值之機

制，使成員融入專業社群，將成員與專業組織甚至公共利益結合，因此自律規範

自有訂定之必要性。 

 

 

第二款 自律規範之目標及功能 

 

自律規範顧名思義，即某人或某一團體對於自己或成員就該團體之相關事項

以規則約束團體成員，使之符合該規範所要求之行為，而該規則即為自律規範。 

 

自律規範既為約束成員之規則，則其必有其目標，茲簡述如下： 

一、保險經紀人之自律規範可提升保險經紀人之專業素質與服務水準。 

因自律規範均會對保險經紀人之品德、資格、專業能力有所規範，使其可

對客戶提供正確、適當之建議。 

 

此外，經紀人之道德操守對於保險契約之履行佔有相當重要之地位，因此

應避免經紀人為賺取佣金，誇大商品給付內容、曲意誤解保單條款之意義、

甚而誘導要保人做不實陳述，以符合核保標準。故而「最大誠信」實為保

                                                 
103 詳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公會沿革與任務，資料來源：

http://www.nlia.org.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57  ，最終瀏覽日：200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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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經紀人必備之基本品德。 

 

二、維護客戶權益，建構以客戶為導向的保險服務。 

每個客戶之經濟能力、保險需求、理財規劃均不同，保險經紀人應依其專

業能力為客戶選擇最適合其需求及能力之保險商品。 

 

三、保險經紀人善盡說明義務。 

由於保險商品在要保人與保險人間存有資訊不對稱之問題，因此使保險經

紀人對保險商品為正確且適當之資訊揭露有其必要性，如此亦可減少不必

要之交易糾紛。 

 

四、維持公平及良性之競爭。 

良好的公平競爭，常可使客戶獲得優良之服務，避免客戶因一時之惡性競

爭，反而因小失大，危害自身之權益；而經紀人亦可因為良性競爭而獲得應

有之報酬。且同業之惡意攻訐，亦會使消費者不知所措，徒使消費者產生對

同業之負面形象，因此經紀人於客觀比較商品時，仍應注意用語措辭，遵守

執業道德。 

 

    此外，亦不得以錯價、放佣或其他不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招攬業務。 

 

五、申訴之處理與糾紛控制 

客戶對於經紀人之服務有所抱怨時，例如居間理賠服務過慢等，經紀人需

小心處理，務使客戶感到經紀人係以處理自己事務般之用心在處理客戶事

務，秉持嚴肅、審慎之態度處理，迅速回報公司專責部門，做出適當因應，

且對於客戶事後之滿意程度持續追蹤，務必達到盡善盡美，並避免重蹈覆

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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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自我監督機制 

多數公司均設有內部監督機制，經紀人應依公司指令隨時調整營業行為、

銷售方法，並檢討是否符合自律規範之規定，以便保障消費者之權益，並

使自身之行為符合法律規範。 

 

 

 

第二節 英國保險經紀人自律規範之介紹 

 

英國的保險人執保險市場之牛耳，在歐洲，其具有全歐最大的保險市場，在

西元 2000 年時，共核保超過一百五十億英鎊的一般及長期保險104。而其保險行

銷體系如圖五之一所示，可分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理人及直接行銷。其中以保

險經紀人在英國的保險銷售通路上最具代表性，其業務以企業為中心，約佔國內

總保費收入之七成，而保險代理人則以個人業務為中心，約佔國內總保費收入的

二成105。因此保險經紀人於英國之重要性可見一般，合先敘明。 

 

 

                                                                             

 

 

                                                                            

 

                                                 
104 “Regulating Insurance Mediation” Consultation Paper，HM Treasury publishes，2003，pⅢ. 
105 王光煜，自由的極致—英國保險狀況，保險經營，第 157 期，1998 年 9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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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RIES 

 

 

 

 

 

 

 

 

 

 

          The Insurance Market 保險市場 

 

圖 5-1   英國保險行銷體系106 

                                                 
106 Cocoerell/Shaw，Insurance Broking and Agency，Witherby & Co.，Ltd. London，1979，p14-20；

D.S.Hansell，Elements of Insurance，3rd ed.，1979，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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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英國保險經紀人之監理機關 

 

英國為最早施行單一監理制度之國家，惟此亦為近二十年來之事，因此其變

動於近年來，不可謂不大，隨著英國保險監理一元化之實施，保險經紀人之監理

亦隨之變動，以下茲一一論述之。 

 

 

第一款 先前監理機構 

 

   1960 至 1970 年代，英國陸續發生保險公司倒閉事件，使得社會大眾對保險

失去信心，為保障消費者權益並挽回消費者之信心，遂有主張應確實地對保險經

紀人予以規範。亦即，當時業者之自主規範和判例法已無法保護要保人，因而強

調立法的必要性107。 

 

 

第一目 英國之保險銷售與仲介 

 

    前已敘及，英國保險行銷體系分為三類，保險經紀人、保險代理人及直接

行銷，再深入一點而言，其中保險代理人及直接行銷(即為保險公司直屬之職員

及業務員)可劃歸一類，通稱為 tied agent；而保險經紀人則可分為兩類，一為

登記之經紀人，此部分包含勞依茲之經紀人，通稱為 registered broker，另一

則為獨立仲介人，通稱為 independent intermediary。 

 

                                                 
107同註 97，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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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ied agent 中又分為兩種，第一種 tied intermediary，其所販售之商

品為不得為具投資性之商品，且銷售人員需與保險公司簽訂有 agency 

agreement，至於是全職或兼職，則未強制規定，概由公司自訂。此類 tied 

intermediary 可與一家或多家簽約，性質上，相對的與第二種 employee-agent

（專屬業務員）不同，第二種之業務員，可以公司之代表視之，因其只能專屬一

家保險公司。 

 

所以嚴格言之，上述第二種型態之業務員，不能稱之為仲介人，因其並非仲

介保險業務，而是替其所屬公司招攬保險，日後公司與其發生糾紛時，法院需視

雙方合約內容，定其權利義務關係。至於與保戶之爭訟，首先需視該業務員有無

盡到其說明之義務，再定公司責任。亦即與保戶之爭議，公司需負最後之責任。

108 

 

第二類之 registered broker 與第三類之 independent intermediary 均為

廣義 broker 之概念。因其與保險公司都沒有簽訂任何的契約，故又可稱為

independent insurance advisor，此二者之差別在於前者係依 1977 年保險經紀

人登記法登記有案之經紀人，而後者，則為未符合或不願依該法登記之經紀人。 

 

基本上，上述經紀人與客戶之關係係基於契約法與侵權法所規範。經紀人之

主要任務係為客戶提供保險專業之建議（此為與 tied agent 最大之不同）。故在

行為規範中，要求經紀人需以最大誠信提供其最佳之專業意見給客戶，並以客戶

之需求及最大利益為其考量。因此經紀人在做任何建議之專業意見時，尤需考量

所推薦之保險公司應無商業經營上之困難，亦無清償能力不足之問題。或許正因

為 broker 有如此大的責任，所以在填寫任何書件，如要保書，理賠申請書時，

                                                 
108  陳開元，保險業跨業經營之研究，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1999 年 7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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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會一再提醒，甚或要求其客戶確認所提供之資料或佐證為真實，以免日後

有爭議時，可能會被指責其有專業上之失誤，而負侵權責任。 

 

在英國約有 90 家壽險公司從事壽險業務，保險業務大約有 50％係透過 IFA

（independent insurance advisor）招攬，34％由 tied agent 處理，約 16％

係透過 bancassurance 完成109。 

 

 

第二目 保險經紀人登記局 

（Insurance Brokers Registration Council） 

 

英國保險市場過去一向強調自由放任之傳統，在 1977 年前並無規範保險仲

介業者之法律，因而市場上充斥著欠缺專業知識與經驗而又名為經紀人者招攬業

務，另外保險公司的核保政策又未確實執行，導致保險公司破產倒閉，保險問題

叢生。英國政府為整頓去弊，遂於 1977 年制定保險經紀人登記法（Insurance 

Brokers Registration Act）來規範限定只有向保險經紀人登記局（Insurance 

Brokers Registration Council）註冊的經紀人始准使用「保險經紀人」名銜，

這項規定宗旨在保護與保險中介人往來之大眾。註冊之保險經紀人必須符合償付

能力標準，必須嚴格遵守最高誠信原則110。 

 

                                                 
109  同上註。 

另於該文中可知，在英國 bancassurance 形成之方式有三：一、由銀行創立一家保險公司為其

子公司。二、以合資方式持有控制之保險公司過半數比例之股權。三、併購既有的保險公司。

其多係以銀行原有客戶之資料為其行銷模擬對象，在不違反 Data Protection Act 之規範下結合

壽險行銷人員與銀行行員，進行販售。參見該文，頁 10-13。 
110  伊安海.戴維森編印，林添貴譯述，透視勞依茲，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991 年 7 月，

頁 188。及陽肇昌，產險直接業務報酬問題之研究，財政部保險司編印，1993 年 7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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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登記局（以下簡稱 I.B.R.C.）係依 1977 年所制定之保險經紀人

登記法（以下簡稱 I.B.R.A.）第一條之規定所設置。而凡是要從事保險經紀業

務的人都必須向 I.B.R.C.註冊登記，方可取得保險經紀人執照。 

 

此外，I.B.R.A.對於 I.B.R.C.所執掌的事務亦規範明確，茲就其重要內容

摘錄如下： 

一、I.B.R.C.可指定相關機構從事教育與訓練之工作，使學員具備應有之專

業知識與技術。I.B.R.C.需派專人監督考核訓練與考試之運作情形、定期報告成

果，亦可視狀況終止該項委託。 

 

二、I.B.R.C.需制定行為規則以規範保險經紀人之行為，此等規則可依客觀

事實予以適時調整。至於未規範者仍須依事實決定有無職業過失。 

 

三、I.B.R.C.須就保險經紀人執業條件，如設立資本額、淨值、業務量、往

來保險人數目限制等，訂立一套標準。 

 

四、保險經紀人之帳目處理、客戶資金之保管方式，I.B.R.C.亦需加以規範，

此外保險經紀人應保存帳簿及交易記錄，定期送交 I.B.R.C.審核。 

 

五、保險經紀人或其職員因過失、詐欺、不誠實行為、或金錢處理之失誤，

致使客戶遭受損害，應負賠償責任。I.B.R.C.須就其民事責任部分，訂立一套賠

償辦法111。 

 

 

                                                 
111  林勳發、鄒政下主持，保險輔助人監理制度之研究，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印行，1991

年 12 月，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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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FSA（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 

 

英國為最早施行單一監理之國家，其英國金融服務管理局（以下簡稱 FSA）

係於 1997 年甫成立，以下茲就其立法背景、組織重整及與本文相關之歐盟保險

仲介指令詳述之。 

 

 

第一目 立法背景 

 

英國的金融市場有其傳統特性，自一九三Ｏ年代至一九八Ｏ年前，英國金融

市場的運作大都為自律組織規範型態，採專業分工分為：商業銀行、投資及商人

銀行、保險、基金管理、房貸業和證券交易，惟於一九七Ｏ年代起公權力陸續介

入開始具體立法，共立有八個業法，但自律組織仍保有監理職權；然因金融創新

（產品、技術和市場創新）的衝擊，引發英國金融機構的跨業經營整合，而於一

九八六年制定金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Law），允許以子公司型態跨業

經營112
。 

 

英國在經歷 1986 年的大改革之後,確實為市場注入了一股新意，同時更催化

了英國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進程。然而英國整體金融市場在傳統多頭馬車的管

理下，政策的推行總是有諸多包袱存在。 

 

1997 年以前，英國的金融管理架構是順應銀行、證券、保險等行業之發展

及沿革，分屬於不同的主管機關。如附圖五之二所示，銀行業、保險業及投資事

業分別由中央銀行英格蘭銀行(Bank of England)、商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112 楊偉文，英國金融服務及市場法簡介（上），金管法令，第八期，2005 年 3 月，頁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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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dustry)以及證券投資局(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Board)負責監管113。 

 

 

 

 

 

 

 

 

 

 

 

圖 5-2：英國在金融改革前之管理架構 113 

 

惟進入一九九Ｏ年代，國際商業信貸銀行（BCCI）破產和霸菱銀行（Barings 

Bank）倒閉，突顯出自律機構的監理不彰及對英國金融市場信心造成重大影響，

英國政府遂於一九九七年十月宣布成立單一金融監理機構—英國金融服務管理

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統籌管理銀行、證券和保險業，先

後併入八個監理機構:證券及投資管理局、個人投資局、投資顧問管理組織、英

格蘭銀行之監理及監視處、互助組織註冊局、商工部之保險管理委員會、建屋協

會管理委員會及互助協會管理委員會114。至此，英國之監理實展開一新紀元。 

 

 

                                                 
113詳見英國財政部網站，www.hm-treasury.gov.uk/，最終瀏覽日：2006/11/16。 

另參考吳佳慧，英國證券暨期貨市場之沿革與展望，證券櫃臺月刊，第 69 期，2002 年 3 月，

頁 37-39。 
114同註 112，頁 36-41。 

財政部
Her Majesty Treasury

商工部 
Department of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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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局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Board 
(SIB)

1. 英格蘭銀行(央行) 
2. 其他類似會員制

之互助性信用機構 
  

銀行及儲蓄機構
Bank/Savings Institution 

 

投資事業
Investment Business

資料來源： www.hm-treasury.gov.uk/ 

保險業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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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組織重整 

 

2003 年 9 月 23 日 FSA 董事會執行長(Chief Executive)John Tiner 在一場

演講中，指出 FSA 未來對零售及躉售金融市場之管理重點，並強調重新建構該局

成為金融市場參與者容易進行業務往來之機關。新管理組織之願景係預期建立一

個有效率、秩序及清靜之金融市場，並協助消費者享有公平之金融交易。新組織

將以目前組織成功特性為基礎，並採行以風險為導向之監理方法。該組織將擴大

行政授權、加速處理金融管理事務及專注處理重大金融問題。2003 年 11 月 3 日

金融監管局即宣布自 2004 年 4 月起行政部門組織將進行重整。 

 

此外，為因應 2004 年下半年及 2005 年上半年新加入之抵押公司及產物保險

公司之監理作業需要，組織重整可使金融監管局有效處理新增監理事務。重整後

組織將兼具功能性及部門別之特色115(圖五之三)。 

 

新管理組織將在主席及執行長之下設立三大管理處，分別由處長(Managing 

Director)督導，其下並設置若干組，各司專門職責。三大管理處包括：金融服

務管理處、零售市場管理處、躉售及機構市場管理處。 

 

其中零售市場管理處負責訂定金融機構及集團有關零售市場之管理規則，包

括：保險公司、銀行、建物合作社、抵押融資公司及零售中介機構。該處亦負責

處理消費者申請事務，如：金融服務公評人(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FOS)

之聯繫工作。 

 

 

                                                 
115  謝人俊，參加英國金融監管局舉辦之 2003 年國際金融監理研討會出國報告書，2004 年 2 月，

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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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2005 年 FSA 重整後組織圖116 

 

 

                                                 
116  詳見英國金融服務管理局網站，資料來源：

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who/pdf/orgchart.pdf，最終瀏覽日：200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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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諮詢部門 施行部門 

消費者、公司、監理費用

及資訊管理部門 

監理部門 

資訊系統 

FSA 服務部門 

主要零售團

零售公司 

小型公司 

零售保單 

零售管理 

市場管理 

躉售公司 

躉售與 

金融政策 

躉售管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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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歐盟保險仲介指令 

（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之施行 

 

2002 年 9 月，歐盟議會通過 Directive 2002/92/EC on insurance 

mediation，亦即保險仲介指令（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以下簡稱

IMD），其立法背景如下： 

 

一、在歐盟中，保險產品之分配，保險仲介人扮演一重要位置，因此促進保險仲

介金融服務之自由化，有其重要性。在此之前歐盟雖已有 1976 年 12 月 13

日之Directive 77/92/EEC 及1991年12月18日之Directive 92/48/EEC 以

促進會員國間之國內條款更為一致，然而對於保險仲介活動在歐盟單一市場

自由進行仍有其窒礙難行之處，因此方有新增指令以取代前述 Directive 

77/92/EEC 及 92/48/EEC 之必要。 

 

二、對於保險仲介人得以在歐盟自由設立、自由提供金融服務，一向為歐盟財政

部所重視之議題。倘保險仲介人無法自由地在共同體運作，則將有礙保險單

一市場之適切功能。在對等的國內條款下，將可同時促進保險仲介人得以在

此單一市場為金融服務，以及消費者保護。由於各種不同形式之個人、團體、

協會，例如代理人、經紀人、銀行保險運作者（bacassurance operators），

均得以投入保險市場。因此此類行銷者與消費者保護間之衡平處置，均有賴

於將上述個人及協會納入保險仲介指令之範疇，予以規範。並可以確保不同

種類之行銷者於進行保險服務時，均受同等之規範，而不至於像過去一般，

以各種名義從事相同之服務，卻需受到不同之監理。 

 

三、保險仲介人需在其住所所在地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會員國主管機關註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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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並符合嚴格之專業要件，例如相當之資產、專業責任保險、財務能力。 

基於設立自由及提供金融服務自由之原則，此等註冊登記需使仲介人得以經

過通知程序即得在其他會員國進行銷售117。如此經登記註冊之會員國即得以

「通行護照」（passporting right）在共同市場中暢行無阻。 

 

關於此保險仲介指令，歐盟係於 2002 年 9 月 2 日通過，並以 2005 年 1 月

15 日為期，要求各會員國需在此日到期之前將此指令轉換成國內之條款。然而

截至 2005 年 1 月，在 25 個會員國中，僅有 11 個國家達成此一目標；尚未達成

目標之會員國，其中有四個國家已積極與立法機關溝通，其餘 10 個國家仍未有

任何動作，因此歐盟乃於 2005 年 10 月份遞交「勸服書」（reasoned opinions）

予各該會員國，要求其將此指令轉換為國內條款，否則將向歐盟法庭（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提起訴訟118。 

 

而至 2006 年 4 月，歐盟乃對德國、希臘、法國、馬爾他、西班牙及葡萄牙

等六國向歐盟法院提起訴訟，因為此六國尚未將 IMD 轉換成國內條款119。 

 

英國則屬循規蹈矩之國家，其早於 2001 年 12 月 12 日即由財政部財務秘書

Ruth Kelly 宣布將由 FSA 接掌由保險人或仲介人對於一般保險產品銷售之監

理。並於 2003 年 6 月即將 IMD 轉換為國內條款，並訂於 2005 年 1 月 14 日施行，

                                                 
117 參考 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 之前言。資料來源：

http://www.polbrokers.pl/navigation/legislacja/IMDjan03EN.pdf，最終瀏覽日：2006/10/22。 
118  James Walmsley, Implementing the 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 Lloyd’s Worldwide 

Markets,Dec 15,2005。資料來源： 
http://www.lloyds.com/Lloyds_Worldwide/International_compliance_news/Implementing%20the_Insur

ance_Mediation_Directive.htm，最終瀏覽日：2006/07/20 
119 James Walmsley, 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Update, Lloyd＇s Worldwide Markets,Jul 24,2006。資

料來源：

http://www.lloyds.com/Lloyds_Worldwide/International_compliance_news/Insurance_Mediation_Direc

tive_update.htm，最終瀏覽日：20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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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英國的保險仲介監理乃進入嶄新之一頁而正式由 FSA 接手120。 

 

 

第二項 英國保險經紀人行為規範 

 

英國保險經紀人之行為規範基本上係站在保護要保人之立場，針對違反職業

道德行為所制訂之法規，其中包括許多保險經紀人執行業務時所應遵守之原理原

則，以下茲詳論之。 

 

 

第一款  英國保險經紀人自律規範之沿革 

 

誠如前面章節所言，英國保險經紀人之監理機關，既有所變動，則其行為規

範自亦隨之變動。在 1977 年時，由於 I.B.R.A.之制訂，而有 I.B.R.C.之設置，

其必須制訂行為規範使保險經紀人遵守之，因此 I.B.R.C.乃於 1978 年公佈行為

規範（Insurance Brokers Registration Council (Code of Conduct) Approval 

Order 1978）。 

 

此外，在金融服務銷售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公佈施行

後，英國保險人協會（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ABI）另外定有「人

壽保險銷售準則」（Life Insurance (Non-Investment Business) Selling Code 

of Practice）以補充金融服務銷售法規定之不足，ABI 係成立於 1985 年，大約

                                                 
120Regulating Insurance Mediation Consultation Document，HM Treasury，Oct 21,2002，pageⅢ，

資料來源：http://www.hm-treasury.gov.uk/media/E/A/Executive%20Summary.pdf，最終瀏覽日：

20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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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百家保險公司為其會員(佔業界的 94％)，因此其銷售原則自有其一定之地

位121。 

然而，於 2005 年 1 月 14 日開始施行 IMD 之後，為了監理金融服務及保險仲

介人，FSA 乃陸續制訂各種行為規範，以供保險仲介人遵循，並保護消費大眾。

因此 I.B.R.C 於 1978 年所公佈之行為規範及 ABI 所定之人壽保險銷售準則乃由

保險商業行為規範（ Insurance : Conduct of business(ICOB)）、保險仲介行

為之指導原則( Guidance on insurance mediation activities(PERG5))所取代。 

 

 

第二款  1978 年保險經紀人登錄評議會行為規範 

 

在保險經紀人尚未由 FSA 監理前，1978 年之保險經紀人登錄評議會行為規

範係英國保險經紀人之主要行為規範，凡是登記而領有執照之保險經紀人均需遵

守之。 

 

本規範可歸納出三項重要原則： 

一、保險經紀人應隨時秉持最大善意與誠信原則為客戶執行業務。 

二、保險經紀人應盡量滿足客戶在保險方面之需求，並優先考慮客戶之利益。 

三、保險經紀人於商業廣告中所為之陳述，不可過份誇大或有誤導投保大眾

之說詞122。 

 

其次，本規範另列出 19 項可適用上述原則之具體事例，以下僅就重要事項

                                                 
121  詳見英國保險人協會 ABI 網站，Our Role , 資料來源：

http://www.abi.org.uk/Display/default.asp?Menu_ID=707&Menu_All=1,499,707，最終瀏覽日：

2006/11/20。 
122  林建智，論再保險經紀人之法律問題，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1989 年 6 月，頁 82。 



 103

加以說明： 

一、保險經紀人應以獨立客觀之立場提供建議。亦即期望保險經紀人能擁有多家

保險公司的資訊，盡可能提供委託人廣泛的選擇範圍。 

 

二、保險經紀人應表明其活動係受登錄保險經紀人之監督。 

 

三、若委託人提出要求時，保險經紀人應向委託人說明適合其需求之各種保險的

相異點以及成本分析。縱使委託人並未提出要求，亦期盼保險經紀人能做上

述說明。 

 

四、若委託人提出要求時，保險經紀人應將該保險契約所能獲得之佣金數額公開。 

 

五、除一般之交涉過程外，保險經紀人在未經委託人之同意前，不得洩漏有關委

託人之各項情報。 

 

六、在回答要保書、保險金請求書及其他相關文件之問題，或做必要之陳述時，

保險經紀人應讓委託人瞭解其自身之責任。事先確立做錯誤陳述之責任歸

屬，亦可在發生訴訟時，減輕保險經紀人之舉證責任。但此又產生了保險經

紀人違反注意義務之問題。 

 

本規範係以保護要保人之立場出發，雖其對違反行為規範時，制定了具體之

懲戒手續，但若經懲罰委員會(Disciplinary Committee)認定已構成違反職業道

德之行為者，即會被撤銷其登錄資格（本規範第 15 條第 1項(b)款）。故可藉本

規範以淘汰不適當或不恰當之保險經紀人之方式，間接達到保護要保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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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第三款 歐盟保險仲介指令（IMD） 

        

IMD 共分有四章 18 個條文，第一章為範圍及定義、第二章為登錄要件、第

三章為保險仲介人之資格要求、第四章為最後條款。本指令主要係規定須受此指

令規範之契約或行為、登錄要件，及保險仲介人於仲介時須做之資訊公開、資格

要件等，並界定保險仲介、仲介人之定義。此外亦規定會員國之主管機關之登錄

事宜、跨國界為金融服務之核准事宜。以下茲就 IMD 與本文相關之主要內容敘述

之： 

 

一、 範圍及定義： 

本指令係規定即將設立或設立於會員國之自然人及法人於從事保險

及再保險仲介時之規則。 

本指令於以下七種要件均符合時，不適用之： 

(a)該保險契約僅要求需瞭解保險所承保之範圍者。 

(b)非人壽保險。 

(c)該保險契約不包括任何責任險。 

(d)保險仲介非其主要業務者。 

(e)保險對於該產品或服務提供者僅係補充或附隨的，且該保險之承

保範圍為： 

    （Ⅰ）貨物商對於貨品之毀損滅失。或 

（Ⅱ）行李遺失或損壞及其他與旅遊相關之損失而由 

                                                 
123同註 97，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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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業者訂定者；即使該保險包括人身保險或責任保

險者亦同，但仍須係因旅遊而有之主保險所附加者方

屬之。 

        (f)年度總保費不超過 500 歐元，且其保險契約，包括任何之續約，其

總期間不得超過五年124。 

 

二、 保險仲介係指以下之活動：介紹、提議或完成其他為了締結保險契

約之準備工作、締結保險契約、協助該等契約之執行及履行，尤其

是在申請理賠時。又以上均包括再保險契約。 

但保險人及其受雇人為上述行為時，並不會被視為係保險仲介。 

保險或再保險仲介人係指自然人或法人為了酬勞而著手從事保險仲

介活動者而言125。 

 

三、 保險及保險仲介人需在其會員國之主管機關註冊之。 

已註冊之保險再保險仲介人得在共同體中自由地從事保險仲介之金

融服務。 

會員國必須確保保險人所利用之保險仲介人須為已登記之仲介人126。 

 

四、 保險仲介人應具備之專業能力及資格如下： 

保險仲介人須具有會員國之主管機關所要求之適當的知識及能力127。 

保險仲介人須具有良好信用。以最低限度而言，必須無前科記錄或

其他嚴重之財產或經濟犯罪，並且未被宣告破產者。但已復權者，

                                                 
124 See Article 1 and Article 2 of IMD. 
125 See Article 3 of IMD. 
126 See Article 3 (5 ) 、(6) of IMD. 
127 See Article 4 (1 ) of 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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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此限128。 

保險仲介人須投保承保在整個共同體領域內所可能發生的專業責任

險。或具有等同於得承擔專業過失之保證金，該保證金至少須提供

每一理賠一百萬歐元之額度，每年全部理賠 150 萬歐元之額度129。 

 

五、 會員國必須盡一切保護消費者之方法以避免保險仲介人無力移轉保

費予保險人或無力移轉理賠金或退回保險費（return premium）予

被保險人。 

其可施行之方法如下： 

（a）保單條款或法律可規定：消費者已給付仲介人之金錢，可視為

已給付予保險人；而保險人已給付予仲介人之金錢，在消費者

尚未實際收受前，均不得視為已給付予消費者。 

         （b）為確保保險仲介人之財務能力，其固定資產須佔年保費收入之 4

％，或至少 15000 歐元。 

         （c）消費者之金錢必須移轉到委託之帳戶，且這些帳戶不得用於破產

時之賠償，亦即保險仲介人須設立分離帳戶。 

          （d）須設立保證基金130。 

 

六、 關於資訊公開方面，IMD 要求如下： 

在契約完成前，保險仲介人須提供以下資料，必要時，於修正條款、

續約時亦同： 

（a） 仲介人之身份證明及住址。 

（b） 仲介人所註冊之單位，並證明其已註冊之資料。 

（c） 是否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10%所授權保險公司之表決權股份。 

                                                 
128 See Article 4 (2 ) of IMD. 
129See Article 4 (3 ) of  IMD. 
130See Article 4 (4 ) of  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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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授權之保險公司或其母公司是否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10%保險

仲介人之表決權股份。 

（e） 須告知申訴、救濟方法及其程序。 

此外，保險仲介人亦須將以下關於其所提供之保險契約之事項告知消

費者： 

（Ⅰ）仲介人係依第 12 條第（2）項所規定之義務提供公平分析者。 

（Ⅱ）保險仲介人是在與保險公司有契約義務之情形下，專屬地處理

保險仲介事宜者，基於消費者之要求，須告知消費者該一個或

數個保險公司之名稱。 

（Ⅲ）保險仲介人是在與保險公司間並沒有契約義務之情形下，處理

保險仲介事宜，且並未基於第 12 條第（2）項所規定之義務提

供公平分析者， 保險仲介人基於消費者之要求，須提供其可能

與之交易之保險公司名稱。 

消費者必須被告知其有權利獲得這些資訊131。 

 

七、 當保險仲介人告知消費者其所為之建議係基於公平分析者，仲介人

即有義務以大量的市場上現有之保險契約作分析，以便使其基於專

業標準做出建議，使其建議之保險契約符合消費者之需求132。 

 

八、 所有依據第 12 條給予消費者之資訊，必須： 

（a） 以書面或任何消費者容易取得之耐久性素材為之。 

（b） 以清楚及正確之態度，務使消費者理解之。 

（c） 以會員國之官方語言或雙方同意之語言為之133。 

 

                                                 
131 See Article 12(1) of IMD. 
132 See Article 12 (2) of IMD. 
133 See Article 13 of 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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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商業原則（Principles for Business,PRIN) 

 

FSA 在監理系統下對於所有公司制訂一商業原則 Principles for 

Business(PRIN)，當然保險經紀人公司亦屬於受規制之對象。 

 

在商業原則第二點(PRIN2.1)中規定，公司必須誠實地經營其營業，並具備

應有之能力及注意義務。 

 

在經營控管方面，公司須以適當之注意合理地、有效率地組織控管其事務，

並且須有適當之風險管理系統。在財務方面要求須維持適當之財務能力；至於市

場行為方面，則要求須有適當之市場行為標準。 

 

 在客戶權益方面，規則要求公司須注意客戶之利益並公平對待客戶。對於

與客戶溝通方面，其要求須注意客戶之資訊需求，且與客戶溝通須以清楚、公平、

不誤導之方式為之。在利益衝突方面，要求公司必須公平地管理本身與客戶，或

客戶與其他委託人間之利益衝突。公司亦須對於其所負責之客戶資產給予適當之

保護134。 

 

 

第五款 保險商業行為  

（Insurance : Conduct of business,ICOB) 

 

     FSA 對於所有的保險商業行為設有一規範，名為 Insurance : Conduct of 

                                                 
134 See PRIN 2 of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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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ICOB)，此乃係針對所有保險商業行為而設，共分有八章，其分別為適

用範圍與立法目的、一般條款、財務提升規劃、諮詢與銷售標準、商品揭露、解

除權、理賠處理、與零售消費者之遠距非投資型仲介契約等八章。其中與保險仲

介有關並須適用者為第二章一般條款、第四章諮詢與銷售標準、第五章商品揭

露、第七章理賠處理、第八章與零售消費者之遠距非投資型仲介契約。 

 

    以下僅就 ICOB 與本文相關之主要內容敘述之： 

一、關於第二章一般條款之規定，多係回應前款所論述之商業原則相呼應。於溝

通上，其要求公司必須以清楚、公平、不誤導之方式與消費者溝通。為確保

上述之溝通方式，公司必須使其所提供之資訊親近易讀，並謹慎使用強調之

語法，不要使用不同之字體大小或位置，以避免消費者對於某些條款例如：

除外條款、費用等，較無印象。 

 

    此外，保險公司亦不得以口頭或書面之方式，限縮或以除外條款來免除其於

監理體制下對消費者之責任。 

 

    又保險仲介人應確保其對於零售消費者之收費無超收之情形。是否有超收之

情形係以市場上類似商品或服務之收費為比較，並觀察保險仲介人於此是否

有濫用消費者之信賴，及其對該項商品或服務之資訊揭露程度而定135。 

    又公司必須以合理之步驟確保其本身及其代理人不得為以下之行為： 

（1） 提供、給予、誘導或接受勸誘行為。或 

（2） 自動地或是受相關業務人員指示將直接或間接之任何具

體、潛在的保險仲介活動轉給其他人。 

    上述行為以在保險仲介活動中，使得公司對於其客戶或領受保險理賠之公司

                                                 
135See  2.2.3R、2.2.6G、2.2.7G、2.3.2R2.10.2G  of  ICOB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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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客戶有可能造成實質上的衝突者為限。 

 

勸誘行為係指給予公司、代理人、其他公司或其他人利益，以使得其接受

一連串特別之行為者而言。此利益包括但不限於現金、等同於現金、酬勞、

商品、殷勤之招待或訓練課程等。 

 

公司必須建制內部程序以確認某案件是否造成不公平之勸誘行為。136 

 

二、於第四章建議與銷售標準中，則係要加強商業原則之客戶權益、客戶溝通等

原則。本章係為確保消費者得以從保險仲介人中適當的獲得清楚之產品型態

及範圍，以及保險仲介人所服務之保險業為何。此外並要求保險仲介人為個

人（包括法人）推薦商品時，需強調個人化之服務，必須符合該消費者或該

企業經營者之要求及需求。且該推薦，需以聲明書為之，內容需記載該個人

之要求、需求及保險仲介人推薦該商品之理由。 

 

    此外，倘企業經營者要求時，保險仲介人須揭露其報酬；對於零售消費者而

言，非經其事先同意，不得收取遠距非投資型保險之報酬。當保險仲介人揭

露報酬時，需以清楚、公正不誤導的方式為之，且必須將保險仲介人及其事

業伙伴於雙方討論中之契約所可能獲取之報酬，包括現金或非現金報酬，或

任何形式之報酬例如：管理收益、業績分紅等，均須揭露137。 

 

三、第五章商品揭露，則係加強商業原則中之與客戶溝通之規則。本章係為確保

消費者於適當時間(in good time)獲得是否購買此商品、此商品是否符合其

需求之充分資訊。該充分資訊包括保單摘要（policy summary）、直接要求

                                                 
136 See 2.3.2R、2.3.4G.、2.3.9G  of ICOB Chapter 2. 
137 See 4.1.6G、4.1.7G、4.4.1R、4.6.1R、4.6.4G、4.6.7G of  ICOB 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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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directive-required information)、保單文件（policy document）、

保險理賠程序資訊、解除權行使之資訊、賠償範圍等級、費用聲明書及進一

步獲得此類資訊之方式等。138 

 

四、於第七章理賠處理中，第四節（7.4）定有保險仲介人之職責，其規定當保

險仲介人於處理理賠事務時，須以適當之注意、專門技術與勤勉之技巧為之。 

    保險仲介人之職責之一即為避免利益衝突，於處理理賠時，其不得使自己或

為他人或為另一消費者處於利益衝突之狀態。除非該消費者在被充分告知做

出明智決定所需事實的基礎上，同意保險仲介人為前述之行為。惟於某些情

形下，充分揭露與消費者之同意亦不足以保護消費者，例如當保險仲介人知

悉消費者為獲得迅速理賠，而傾向同意較低額之保險金，然而同時其亦知悉

保險人欲給付較高額之保險金時，此種情形下，即為利益衝突139。   

 

第六款 保險仲介行為之指導原則 

 （Guidance on insurance mediation 

activities,PERG5) 

 

本指導原則係為使從事保險仲介活動者，確認其所為之行為是否需獲得 FSA

授權或許可所設。因此本原則包含以下法令 2000 年金融服務暨市場法之 2003

受規制活動規範（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Regulated Activities) 

(Amendment) (No.2) Order 2003 ）、 保險仲介指令（ 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故本指導原則乃係英國為實施歐盟保險仲介指令之工具之一。其內

容詳細規範哪些人從事保險仲介活動時必須受到規範、規範何種保險契約屬此原

                                                 
138See 5.2.9R、5.2.13G、5.3.1R、5.3.12R of ICOB Chapter 5. 
139See 7.4.2G、7.4.3R、7.4.4G、7.4.5R、7.4.7G、7.4.8R of  ICOB 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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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下定義之保險契約、受監理之活動包括：以代理人身份經辦合約、管理保險契

約之交易行為、輔助保險契約之管理及理賠、建議保險契約，此外亦另有除外規

定。 

 

綜觀此次之變革，最大特色即是不再以「人」為規範對象，而係以「行為」

來規範，亦即不管從事保險行業之人的名稱為何，即便是代理人、經紀人、會計

師、律師，只要有從事規範中所規定須獲得許可或授權之受監理保險仲介活動，

即應遵守各該法律命令之規定。 

 

以下茲簡述本指導原則之主要內容140
： 

 

一、任何人於英國要從事受監理活動，除法令有特許無須取得許可者外，均須獲

得授權，否則其行為乃係刑事犯罪行為，且倘屬於本規則之 PERG 2.2 規定

中之情形者，其契約無效。141 

又本規則所規定之保險仲介及保險仲介人之定義與歐盟之 IMD 相同，於此資

不贅述。142 

取得許可之要件為：有 FSA 之授權或具有受許可之資格者。143 

 

二、與保險契約可能有關之活動如下：以代理人身份經辦合約、管理保險契約之

交易行為、輔助保險契約之管理及理賠、建議保險契約、建議投資理財、同

意為以上之行為者。144 

 

                                                 
140 此規則與 IMD 相同者，則不贅述。 
141See PERG 5.2。 
142See PERG 5.2.5。 
143See PERG 5.2。 
144See PERG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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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保險仲介行為中，有兩個重要因素需考量：是否從中獲得酬勞？倘有獲得

酬勞，其從事此行為是否為以商業行為為之？145 

典型之非商業行為者，係指非直接的財務上利益，例如：其係為自己或家人、

老闆為員工、協會俱樂部為會員為之。146 

又酬勞包括金錢的與非金錢的，亦包括經濟上的利益，所以 FSA 也不會有一

個最低酬勞標準。另不論其酬勞係由何方給予均屬之。例如某人 A以替公司

B帶來其他保險契約而要求自己的保費可以打折者亦同。147 

 

一、 對於所從事之保險仲介活動是否須獲得授權，本原則列有一檢查表，如圖

五之四可茲參考： 

 

 

 

 

 

 

 

 

 

 

 

 

 

                                                 
145See PERG 5.4.2G。 
146See PERG 5.4.6G。 
147See PERG 5.4.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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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 

                                      
是 

不是 

                                     是 

不是 

                                     是 

 

是 

                                      
不是 

 

 

是
                                   不是 

                                      

是 

                                      不是 

 

 

 

148 

                                                 
148See PERG 5.15.2 G。 

你將進行含有保險仲介的監理活動

嗎？ 

請參考受監理活動規範第

21、25、39A 及 53 條，

PERG5.5-5.11 

你將以商業行為方式從事監理活動

你是在英國從事監理活動嗎？ 
請參考金融服務暨市場法

第 418 節及 PERG5.12 

你所從事的是受監理活動規範的除

外項目嗎？ 

請參考受監理活動規範第

二編及 PERG5.3.7G 

-5.3.8G、5.6.5G- 

5.6.23G、5.7.7G、

5.8.24G-5.8.26G、5.11、

5.12.9G -5.12.10G 

因為你是專業人士，所以所從事之

活動基於金融服務暨市場法第 20
編屬於豁免事項？ 

請參考金融服務暨市場法

第 22 節及 PERG5.4 

請參考金融服務暨市場法

第 20 編及非豁免活動規範

及 PERG5.14.1G–5.14.2G

依金融服務暨市場法第 38 或 39
節，你具有豁免資格？ 

請參考豁免規範及指定代

表人監理發法規及

PERG5.13 

無須獲得授權 須獲得授權 

圖 5-4  你是否需要授權呢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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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保險經紀人自律規範之介紹-以 NAIC 規範

及紐約州為例 

 

       美國保險行銷體系採直接行銷與間接行銷，如圖五之五。 

 

 

 

 

 

 

 

 

 

 

 

 

 

 

 

 

 

 

 

 



 116

 

 

 

 

 

 

 

 

 

 

 

 

 

 

 

 

 

圖 5-5   美國保險行銷體系149 

                                                 
149 Cocoerell/Shaw，Insurance Broking and Agency，Witherby & Co.，Ltd. London，1979，p176-180； 
    Mehr/Cammack/Rose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Richard D, Irwin,Inc., Homewood,Ilionoi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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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壽險業務性質不同，因此在行銷上採行的制度亦有差異，在財產保險及

責任險再保險之安排上，一般採用保險經紀人制度，而壽險業務上，其行銷途徑

則如圖五之六，以保險代理人與保險經紀人或保險展業人員為途徑。 

 

                      Ordinary agent（一般保險業務員） 

專屬代理人    Home Service agent（地區業務員） 

                  All-lines agent（全險業務員） 

壽險行銷途徑  非專屬代理人   PPGA(Personal-Producing 

General Agent)（個人招攬兼總代

理） 

                             Broker 

              直接回答行銷（Direct Response Marketing） 

 

圖 5-6  美國壽險行銷途徑體系150 

 

 

第一項 美國保險經紀人之監理機關 

 

第一款 保險監理之沿革 

                                                                                                                                            
p608-614；567-600。及註 111。 

150 泊水譯，壽產檢兼營化與壽險行銷途徑體系—就保險業及保戶利益觀點探討問題，壽險季刊，

第 96 期，1993 年 12 月 31 日，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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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跨州的商業活動一般由聯邦政府管理，而保險業卻是例外。保險業

在美國傳統上一直由各州自行管理，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亦由州政府頒發。早於

1850 年以前，由於購買保險者較少，保險市場很小，故各州的保險管理法規很

少，如對保險公司並無需要繳納保證金，以便保證最低清償能力的要求，而且對

保險公司的投資亦無任何約束。如此鬆散之管理方式對保險公司的發展極為不

利，對保險的消費者－－投保人和被保險人更不利。隨著美國保險業的發展，公

眾要求保險業加強管理的呼聲日益高漲。1850 年，新罕布希爾州首先設立了第

一個保險委員會，對該州保險業進行監管，此可認為是美國最早的保險監督管理

機構。隨後，馬薩諸塞州、加利福尼亞州、康乃狄克州和紐約州等紛紛效倣。到

1871 年，幾乎所有州均建立了保險監管機構。而聯邦政府僅監理具有全國性、

不易由各州自我管轄的險種，如水災保險、農作物保險、和變額人壽保險等險種

151。 

 

如前所述，美國的保險事業，原則上係受各州州法所規範。在未開發「創新」

之變額商品以前，在「傳統」定額商品時代中，探討保險事業監理問題時，主要

是探討聯邦憲法第一條第八節第三項所謂的「通商條款（commerce clause）」與

各州之監理權限之關係152。亦即該項條文指出國會行使立法權之對象，係以「規

範與外國通商、州與州之間或州與印地安部族之商業行為」為之153。 

 

在十九世紀初期，對於保險事業是否符合商業行為之案例，最著名者即為

Paul v.Virginia，75 U.S.(8 WALL.) 168,19 L.Ed.357(1869)事件，此事件確

                                                 
151  安志梅，國際保險服務中的保險監管法律問題研究，大連海事大學碩士論文，2002 年 3 月，

頁 20。 
152  N.R.Berke,Is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commerce? Mich.L.Rev.409,1943 ,p42； 

T.R.Powell,Insurance as commerce, Harv.L.Rev.937,1944, p57； 
及梅津昭彥編著，呂慧芬譯述，保險仲介人之規範與責任，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

民國 86 年 11 月，頁 11、22。 
153  同註 97，頁 11。 



 119

認州對保險公司具有監理之權限。Field 法官認為「保險單之發行並非商業交易

行為，保險單僅為因火災之發生造成損害時的補償契約書。」保險並非州與州之

間的商業交易行為，以文字意義適當觀之，此並非由一州至另一州所販賣的具有

獨立價值之商品154。此種契約縱使當事人分別居住在不同的州，亦不可視為州與

州之間的商業行為。因此認為，保險屬地方交易行為，而應由地方法律規範之。

155 

 

上開案例之見解維持將近一世紀，迄至一九四四年該見解始遭推翻。1944

年聯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322 U.S.533,64 S.Ct.1162,88L.Ed.1440（1994）一案中，做 出

完全不同之見解，此案係因南東部核保協會因違反 Sherman Act 第一條，在南部

共同以惡性競爭之保險費率獨佔火災保險市場，而遭起訴。聯邦最高法院認為:

憲法商業條款之基本立場，在於確認州際間憲法應有其管轄權，此一權利由國會

賦予，……而任何企業從事跨越州界之任何商業行為，皆不得逾越國會監理下憲

法商業條款規範範圍內，並強調即便是保險行為亦不得例外156。因此保險費率之

釐定當然為商業行為，而應受到聯邦法令 Sherman Act 之規範157。 

 

由於上開二個案例，法院做出相反之見解，國會為杜絕爭議，並避免聯邦法

與州間之衝突繼續產生，乃於 1945 年通過 McCarren-Ferguson 法案，其國會宣

告某些州持續的對保險事業監理及課稅，係基於公共利益，而國會對此保持緘

默，不應被強加解釋為是對於這些州的監理跟課稅的限制158。又「保險事業及從

事此事業之人，均應受對該事業有監理及課稅權限的某些州法所拘束。原則上任

何州對於保險事業所定之監理及課稅法規，都不因為國會所通過的法案而無效、

                                                 
154  Banks McDowell, The Crisis In Insurance Regulation,,1994,p55. 
155  同註 152。 
156 322 U.S.at 552-53,64 S.Ct.1162,88L.Ed.1440（1994）及註 150。 
157 Kenneth S. Abraham,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2000,p95 
158 See15 U.S.C.§1011 of The McCarren-Fergus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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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或廢除，除非該聯邦法案有特別指明保險事業受規範159。例如 1946 年 6 月

30 日以後的 Sherman Act、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規定，可以在州法

未規定時適用於保險業160。因此，美國對於保險事業之監理原則上仍是由州法所

管轄。 

 

 

第二款 州保險局之監理權限 

 

州的保險部門可以具有大規模之範圍與人事。在北卡羅來那州擁有全國最大

的保險局，懷俄明州則是全國最小的保險局，雖然在人員配置上各州有很大的不

同，但是基本上都具有相同的範圍與人事做相同的保險監理功能161。 

 

美國各州對其州內保險業的監督管理一般分為立法、司法和行政的三方監管

模式。 

  (一)立法監理 

  美國各州立法機關均制定保險法規，以規範保險公司、保險仲介人等之保險

經營活動，保障被保險人的合法權益，維持保險市場的健康、健全發展。一般均

對保險公司的登記和領取營業執照，業務範圍，解散、清算和破產以及保險公司

之準備金，費率的制定標準，資金的運用等都有嚴格的規定。如著名的紐約州保

險法 (New York State Insurance Law)共 99 條，約 200 萬字以上，內容主要

以保險業法為主，對保險企業的經營活動均有詳細的規定，對其他州保險法的制

定影響較大。而加州等少數州的保險法主要以保險契約法為主，側重於調整保險

人和要保人、被保險人之間的關係，確保雙方行為受到法律規範的約束。 

                                                 
159  See 15 U.S.C.§1012 of The McCarren-Ferguson Act。 
160  See 15 U.S.C.§1013 of The McCarren-Ferguson Act。 
161  林蕙玲，論金融統合監理之架構，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六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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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法監理 

  通過州法院在保險契約雙方發生糾紛後進行判決而得以實現。主要體現在法

院具有保險契約條款的解釋權。另外，州法院被賦予其他一些權力，如審定州保

險法規的合憲性和檢查州保險監管部門行為的合法性等。 

 

  (三)行政監理 

  州保險的行政最高監督權由州保險監理官 (the 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執行。其中有的監理官是經由選舉產生的，有的則由州長直接任命並

由州立法機構批准通過。另外，各州往往另設副保險監理官若干名，以協肋監理

官執行工作。保險監理官的權力主要集中於核發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監督保險

公司的財務狀況和資金運用狀況，管制保險險種的費率，給予保險公司或保險仲

介人警告、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方面。當然，以各州保險監理官為成員的全國

保險監理官協會，在各州保險監理官執行監理的過程中，亦具有重要之作用162。 

 

綜上所述，州保險局所擁有的重要監理權限除有：對從事保險事業之人發給

執照、形式標準之要求（例如保險契約之用語）、保險人每年財務狀況報告書外，

尚有財務檢查及市場行為檢查權、消費者服務、就保險人失卻清償能力規範破產

條款等。此外就經紀人代理人、仲裁、詐欺、保險證券之銷售亦均有監理之權限

與功能163。 

 

 

 

                                                 
162  解俊杰，美國商業保險監管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論文，2000 年五月，頁 16-18。 
163  Justin L.Brady, Joyce Hall Mellinger, Kenneth N. Scoles, Karen L Hamilton, The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1995,p64-75。 
    John F.Dobbyn, Insurance Law-In A Nutshell,1996,p38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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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保險監理官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NAIC）之規範 

                                                                         

第一款 NAIC 之簡介 

 

    美國保險監理官協會(NAIC)係由全美五十州以及華盛頓特區(D.C.)及五個

屬地之保險局長為會員所組成，其功能為協助聯邦及州政府監理全美五千家以上

之保險公司。各州保險法規均要求保險公司每季(年)傳送財務及業務報表至

NAIC 並由其彙整分析，NAIC 同時訂定、整合各州保險法令及制度164。例如：當

使用制式保單條款較為適當時，其提供制式保單條款之研發。州保險監理官之首

要職責即為保護消費者之利益，而 NAIC 幫助州保險監理官達成此任務。並幫助

監理金融及市場行為之監理165。NAIC 雖為一無公權力之公司組織，惟其在美國保

險監理之角色上，卻甚具獨立及特殊性166。 

 

 

第二款 NAIC 之職責 

 

    NAIC 重要監理事項如下167： 

一、金融監理服務：透過 NAIC 之執行管理以幫助監理官減少保險人失卻清

償能力之情形，偵察出可能失卻清償能力之保險人、符合法規之會計

制度、報告風險基礎資本額之制度、金融檢查系統及再保險監理。 

                                                 
164 詳見金管會檢查局網站，資料來源：

http://www.feb.gov.tw/ct.asp?xItem=29941&ctNode=274&mp=3，最終瀏覽日：2007/04/13。 
165 詳見 NAIC 網站，資料來源：http://www.naic.org/index_about.htm，最終瀏覽日：2007/04/13。 
166 Robert H.Jerry,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1996,,p99 
167 詳見 NAIC 網站，資料來源：http://www.naic.org/index_about.htm，最終瀏覽日：200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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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服務：提供會員及員工教育訓練、舉辦研討會及提供圖書室資源。 

 

三、資訊系統：提供資訊系統以提升監理資訊、系統標準化之分享。 

 

四、法令服務：提供保險法之研究、分析及未來之建議。並提供州保險監 

理官法令上之咨詢服務。 

 

五、市場監理及消費者服務：以整合各州監理市場行為之方式幫助監理官

達成保護消費者利益之任務，例如保險申訴案件、市場分析、執照之

發給、監理之介入、保險詐欺之預防等。 

 

此外，保險監理官協會為了改善各州保險公司的清償能力品質，1988

年，在立案計畫上，決定創造基本的財務監理標準，而整合各州之金融監

理標準，此無疑為此計畫最值得讚許者。另其支援與服務組織亦幫助州監

理官進行各種費率監理、市場行為及財務檢查
168。 

 

 

第三款 NAIC 之單一執照制度 

 

一般行銷輔助人資格之取得要件，美國各州保險法雖略有出入，但在監理上

較為嚴格之各州（如紐約州、麻塞諸薩州、紐澤西州等），經紀人資格之取得通

常較代理人嚴格。然代理人、經紀人在保險市場上，同係保險業務招攬人員，其

招攬行為有時並不易區分其係代理人或經紀人，從監理之角度而言，所應規範者

                                                 
168 同註 154，p113-121。 



 124

乃一般保險行銷輔助人應具有一定之專業知識及道德水準，並且加以嚴格監督管

理。因此，美國 NAIC 曾於 1987 年制訂一模範法典，修訂代理人、經紀人及展業

人員之執照制度，不再區分代理人、經紀人執照，而以單一執照之方式行之，此

即「單一執照程序模範法（Single License Procedure Model Act）」，此種制度

乃在增進行政程序之簡捷，減少不必要之行政成本169。 

 

    惟於 1999 年聯邦通過美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ham-Leach- Bliley Act）

後，該法要求於 2002 年秋天前，大多數的州對於執照須有互惠約定或統一的執

照要件。因此 NAIC 乃公佈一銷售人員模範法以建立互惠約定並為統一的執照要

件建立基礎。該法即為「銷售人員執照模範法（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

170。 

 

    依該法第二條規定觀之，其已不再就代理人經紀人做定義性之規範，而係將

代理人經紀人統稱為保險銷售人員（Insurance Producer ），並稱保險銷售人員

係依州法要求具有執照而得以銷售（sell）、徵求（solicit）、洽談（negotiate）

保險者而言171。 

                                     

 

第四款 NAIC 之行為規範（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NAIC 為規範保險業之不公平競爭方法、不正當之欺罔行為與習慣，乃訂定

「不公平交易習慣法（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本法原名稱為「標準不

                                                 
169  同註 111，頁 27。 
170  參見佛蒙特州銀行保險證券健康管理局網站，資料來源：

http://www.bishca.state.vt.us/insurdiv/Forms_Producer_Indiv_Licensing/FAQS_ProducerLicenses
.htm，最終瀏覽日：2007/04/16。 

171  See NAIC,Section 2 of 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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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習慣法（Model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NAIC 於 1990 年六月

為了使不公平交易習慣與不公平理賠之解決更有明顯之區隔，以便專注於市場行

為規範及監理，乃將不公平理賠之解決獨立出來，另立新法。而原有之標準不公

平交易習慣法乃更名為不公平交易習慣法，且僅剩規範保險商業交易習慣而已。

172 

 

    不公平交易習慣法之第一條規定為:本法之立法目的係依據 1945 年 3 月 9

日第 79 屆國會通過之第 15 項法案及第 106 屆國會通過之第 106-102 項法案（即

美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 Gramm-Leach-Bliley Act）之意旨以監理保險商業之交

易習慣，其規範有：不公平交易之定義、不公平交易之構成要件、使人陷於錯誤

之誘導式不公平交易構成要件，並明文禁止上述之該等行為173。 

     

    本法第三條另規定：保險人以下列方式為第四條所規定之行為習慣時，則構

成不公平交易：（A）惡意或故意忽略本法之規定。（B）在某些情形下已構成一

般交易習慣，卻仍違反者174。 

 

     又本法第四條之規定，乃將不公平交易習慣列舉如下： 

(A) 對保險單做不實告知及虛偽宣傳 

例如以陳述、圖解、說明、省略或比較之方式，誤導保單之利益、優點、契

約條款、保單分紅、保險人之財務狀況或法定準備金、費率、保單貸款等情

形。 

(B) 虛偽資訊及廣告: 

直接或間接利用報紙、雜誌、刊物、宣傳單、電視、廣播或其他使公眾週知

                                                 
172 See Prefatory Note of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173 See Article 1 of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 
174 See Article 3 of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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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提供不實、誘騙他人之陳述。 

(C) 毀謗: 

直接或間接利用報紙、雜誌、刊物、宣傳單、電視、廣播或其他使公眾週知

之方式，惡意不實的中傷其他保險人之財務狀況。 

(D) 杯葛、強迫或脅迫: 

以杯葛、強迫或脅迫之方式使之同意或造成獨佔之情形。 

(E) 虛偽之陳述或記載: 

直接或間接以使公眾週知之方式做關於財務狀況之虛偽陳述或記載。 

(F) 操作股票及與諮詢機構間之契約: 

發表或允許代理人、主管或職員或以諮詢機構傳遞各種關於公司股票、證

券、受益憑證等利益，並保證將從中獲利，以誘使購買保險。 

(G) 不公平的差別待遇: 

(1) 就相同等級及平均餘命相同且保險公司收費也相同之人承諾為不公平

差別待遇之人壽保險。 

(2) 就相同等級及潛在風險相同且保險公司費率也相同之人承諾為不公平

差別待遇之意外或健康保險。 

(3) 就相同等級及潛在風險相同且保險公司費率也相同之人，僅因其所在地

理位置即拒絕承保、續約或限制保險金額之失能保險，但該地理位置就

核保、精算來看有損失風險者，不在此限。 

(4) 因性別、婚姻狀況、宗教、族裔即拒絕承保、續約者。 

(H) 折扣退佣。除有其他法律規定外，故意允許、提議或實際將人壽保險、年金

保險、健康傷害保險所發行之保單，充作保單上未載明之其他性質之契約行

為；或直接、間接的提供減少保費、分配或其他特別優惠條件等誘因之行為；

不論契約是否有規定，表明或實際支付、承諾或提供有價物品或其他誘因物

品之行為；針對保險契約或年金契約所提供之誘因物品、承諾或實際給予，

銷售或購買保險公司、其他公司、合作社、合夥企業之股票、公司債、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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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證券，或承諾或實際給予上述股票所生之紅利、利益、有價物品。175 

(I) 禁止團體之登錄: 

保險人只能提供一團體保險單予某人銷售其商品，除非該人具有執照或係保

險人之代理人。 

(J) 疏於保存市場及表現記錄: 

保險人須保持好書面或電子記錄之市場、核保、申訴之兩年內資料，以供保

險監理官檢查之。 

(K) 疏於對處理申訴問題之管理: 

保險人須保持好書面或電子記錄之申訴問題處理記錄。 

(L) 要保書之不實陳述: 

自己或代理人對於要保書為不實或欺瞞之陳述，以獲取現金、報酬或利益。 

(M) 不公平的財務規劃交易習慣: 

例如當只有從事於保險販售之人，對外直接或間接宣稱其係從事房地產、保

險、稅務、信託、理財顧問、投資諮詢等之專業人員。本條款並非禁止該等

專業人員不得擁有這些財務規劃或證照。而是禁止只有進行保險服務之人額

外收取其他費用。 

(N) 保險人未確實歸檔或未確保合約書或長期保險之銷售資料之保存。 

(O) 未提供理賠歷史紀錄。 

(P) 其他各州所規定之條款。 

 

 

第三項 紐約州之規範 

 

    紐約州於 1999 年聯邦通過美國金融服務現代化法（Graham- Leach- Bliley 

                                                 
175 同註 153，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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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法前，並未採行 NAIC 之單一執照程序模範法。其係於 NAIC 通過「銷售人

員模範執照法（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後，方接納此執照法，並將

此法與紐約州保險法作一結合。惟特殊的是，紐約州與其他州採單一執照之制度

不同，紐約州仍保有經紀人、代理人不同資格要件之制度。紐約州對於「Producer」

之定義，認為其係概括條款，包括代理人、經紀人、再保險仲介人、溢額再保險

經紀人。176 

 

第一款 紐約州之保險經紀人資格取得要件 

 

    一般而言，經紀人與代理人係代表保險人之立場不同，其係基於被保險人

之利益，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契約，為確保投保大眾之權益，並維持經紀人之專

業知識水準，在經紀人資格取得方面，較代理人為嚴格。其資格有：需年滿 18

歲、並參加經紀人資格考試、具備誠信及適任條件等。又參加經紀人資格考試必

須是：在主管機關所認可的教育機構完成 90 小時的教育訓練課程及 40 小時的作

業、請領前三年受雇於保險公司、代理人、經紀人，有一年係從事火險、海上保

險、責任保險、勞工補償、誠實保證等險種之核保或理賠相關工作。177 

 

 

第二款紐 約州保險經紀人之執業管理 

 

依紐約州保險法第 2110 條(a)，保險銷售人員如有以下情事之一者，監理官

得撤銷其執照、停止其業務或拒絕核發新執照； 

（1） 違反保險法、監理規則、監理官之傳喚或其他法律規定者。 

                                                 
176 參見紐約州保險部網站，資料來源：http://www.ins.state.ny.us/licchngs.htm，最終瀏覽日：

2006/07/25 
177 參見紐約州保險法第 2104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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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領執照時，提供不實、誤導或不完整之資料。 

（3） 以不實陳述或詐欺之方法取得或意圖取得執照者。 

（4） 使用不實、詐欺或強迫之交易手法。經證明為無行為能力、不可信賴、

或在本州或其他任何地方經證明在商業行為上無財務責任感者。 

（5） 在本州或其他地方在商業行為上不適當地苛扣、侵佔金錢或財產者。 

（6） 對要保書故意為不實陳述者。 

（7） 曾受重罪之判決者。 

（8） 曾犯有保險上之不公平交易行為或詐欺者。 

（9） 曾在其他州被撤銷執照、停止營業或拒絕核發新執照者。 

（10）曾在要保書或其他保險文件冒用他人姓名者。 

（11）於保險執照考試上舞弊者。 

（12）明知該他人無執照卻接受其保險經營之委託者。 

（13）不遵守行政上或法院判決對於子女扶養費之義務者。 

（14）不繳稅捐或不遵守行政上或法院判決之稅捐義務。178 

    

    此外，紐約州保險部針對代理人及經紀人更制訂第 9、18、29 號命令作為一

般條款，其餘尚有針對保險經紀人及溢額保險經紀人之第 5號命令，及針對再保

險經紀人之第 98 號命令，上開命令均係監理之補充規定。 

 

    以下茲統整上開命令，就與本文有關之重要內容敘述之： 

一、 保險費專戶：保險代理人及經紀人須猶如受託者般，為保險人或被保險人

保管其所收受之帳款。為此目的，應設一保險費專戶（premium account），

且不可與經紀人或代理人之其他帳戶相混淆。179 

 

                                                 
178 參見紐約州保險法第 2110 條(a)。 
179 See SECTION 20.3 of 11 NYCRR P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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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記錄保存：所有具有上述專戶之領有執照之人，均須保存好書面、記錄及

帳戶資料，例如：基於信託或管理所收受或支出之現金之收據記錄，上述

記錄並應記載日期、被保險人姓名、保單號碼、是何風險、總金額等。180 

 

三、 費用：領有執照之人須在充分揭露或服務完成前優先揭露費用者，方得收

取費用。且須在委託人備忘錄上記載此項約定、日期及費用總額。 

 

四、 承保範圍之確認：再保險經紀人為獲有營業許可之保險人安排分進再保險

時，需取得該公司具有代表權人之書面授權，說明其得安排之再保險種類

及授權範圍。其授權書並須表明：保險人名稱、保險種類、再保險或轉再

保險種類、承保限制、授權之生效日期及終止日期181。 

 

五、 揭露事項:再保險經紀人於協商再保險時，須就以下所有處置對雙方當事

人做充分之書面揭露（written disclosure）： 

（1） 當事人一方對該再保險經紀人之經營控制權；或該經紀人對當事人一

方之經營控制權。（此處所指之控制權係指直接或間接指揮或影響公

司經營及政策之權力182；不論其係透過表決權、契約、或其他方式而

取得控制權者，均屬之。又擁有或控制超過 10％之表決權者，即被

視為具有間接或直接控制權。183） 

（2） 任何由該再保險經紀人就前項再保險直接或間接安排之轉再保險，包

括該再保險人之名稱。 

（3） 再保險經紀人就該轉再保險所得之佣金、或預期可得之佣金。 

 

                                                 
180 See SECTION 20.4 of 11 NYCRR PART 20. 
181 See SECTION 32.1 of 11 NYCRR PART 20.  
182 林建智，論再保險經紀人之法律問題，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1989 年 6 月，頁 86。 
183 See SECTION 32.1 of 11 NYCRR PART 20. 



 131

第四節 我國現況及缺失 

 

第一項 我國保險經紀人之監理機關 

 

為提升保險監理水準，維護保險市場紀律，並配合保險自由化及國際化政策

之推動，八十年七月一日財政部於財政部組織法第四條將前金融司保險科提升為

保險司，大幅充實監理人員，以提升保險監理之品質，成立初期暫設保險法規與

政策、財產保險、人身保險及保險檢查等四科，後為因應實際需要，於八十一年

九月一日增設保險輔助人及保戶申訴二科，並於八十九年五月一日成立汽車保險

科，俾利推動及檢討汽車保險制度。 

 

另為因應保險市場自由化之發展趨勢，國際保險監理之重心已漸由業務轉為

財務及清償能力之監理，保險精算所扮演之角色更形重要，歐美先進國家保險監

理機關均設有費率精算部門據以執行對保險業精算之監理，惟限於政府人事精簡

政策，遂於九十年九月一日將保險輔助人業務併入第一科，原第五科改制為精算

科，以提升組織效能，創造更高的監理效率。 

 

後為因應金融監理一元化，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於九十二年七

月十日經立法院臨時會三讀通過，並於七月二十三日經總統令公布，該法明定日

出條款，自九十三年七月一日起施行，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於九十三年七

月一日成立，下設銀行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九十三年七月一日將

前財政部保險司提升為保險局，改隸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下設四組十二

科，以提升組織效能，創造更高的監理效率184。 

 

                                                 
184 參見保險局網站，資料來源：http://www.ib.gov.tw/mp.asp?mp=1，最終瀏覽日：200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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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之規定：金管會係主管金融市

場及金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理及檢查業務。而金融業依第二條第二項包括

保險業，再依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保險業：指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

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郵政機構之簡易人壽保險業務與其他保

險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又依該法第 28 條規定「本會設保險局，掌理保險市

場及保險業之監督、管理及其政策、法令之擬訂、規劃、執行等事項；其組織另

以法律定之。」因此保險經紀人自屬於保險業之一環而由金管會保險局所管轄監

理之。 

 

第二項 我國之自律規範 

 

    我國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之規定，僅於第九條中規定經紀人之定義，另

則於第 163 條、第 164 條、第 165 條第規定執照之申請、保證金之繳存及投保責

任保險、處所及帳簿之設置等事項。 

 

    此外，財政部於民國 69 年時曾以（69）臺財錢字第 25518 函發布「保險代

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理規則」185，惟嗣因第四十八條之罰則無授權依據，而遭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違憲。故乃於 86 年 10 月 29 日於保險法中增訂第 167 條

之 2之罰則依據186，並於 90 年 7 月 9 日修訂第 177 條規定為：「代理人、經紀

人、公證人及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登錄、撤銷登錄、教育訓練、懲處及其他

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是自此金管會對於經紀人之監理，

方有一較為明確之授權依據。 

                                                 
185  此規則乃係基於保險法第 177 條而設，當時法條文字為「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理規則，

由財政部另訂之。」嗣後於 81 年 2 月 26 日並修訂為「「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及保險業

務員管理規則，由財政部另訂之。」 
186  本法條於 90 年 7 月 9 日，為強化市場紀律乃修訂罰鍰金額，提高至新台幣 90 萬元以上 450

萬元以下，以收喝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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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我國自律規範之沿革 

如上所述，保險經紀人目前係由金管會保險局所管轄，而其管理規則亦迭有

更易，以下析詳述之。 

 

 

第一目 管理規則之演變 

     

關於經紀人之管理規則，最早係 58 年間所訂定之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

管理規則，爾後歷經 69 年、86 年、89 年、90 年共 15 次之修正
187。一直以來均

係將三種保險輔助人於同一規則中規範。後因保險局鑑於三者屬性差異大，認為

各該管理規則應分別訂定，而於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八日財政部台財保字第 

0920752070 號令公佈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自此三種保險輔助人之管理規則方

分道揚鑣。嗣後，為配合推動區域金融服務中心有關加強行銷通路管理之規劃，

並順應國內外金融環境之變遷及因應保險市場現況及監理需要，經參酌各國實施

保險經紀人制度之相關經驗，徵詢各方興革意見，集思廣益，在前瞻性及服務導

向之原則下188，保險局又於九十四年二月十六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

保三字第 09402540862 號令修正發布第 7～17、19、20、26、35、36、39、40、

42  條條文，而為現今版本。 

 

第二目 現行自律規範 

 

                                                 
187   廖述源主持，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理規則檢討專案報告書，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

中心出版，民國 91 年 2 月，頁 5。 
188  詳參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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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律規範之訂定，過去係依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理規則第 34 條第 2

項「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商業同業公會或協會應訂定代理人、經紀人、公證

人執業道德規範，報財政部備查。」是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協會乃於 83 年 4 月

30 日以（83）協肆發字第 070 號函，將其訂定之「保險經紀人執業道德規範」

報請財政部備查，而財政部亦於 83 年 7 月 26 日以台財保字第 832057177 號函准

予備查在案。其內容如下： 

 

1.招攬保險契約時應善盡說明之義務，使要保人充分了解契約內容，對於書面詢

問，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人須逐項親筆簽章，不得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實告

知或重要事項不為告知或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告知之行為（第 2條）。 

2.招攬過程務必確實查核，要保人、要保文件之齊全始得受理，不得唆使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不告知或為不實告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告知或為不實告

知而故意隱匿（第 3條）。 

3.未經保險契約當事人同意或授權，不得代為填寫，簽章有關保險契約文件（第

4條）。 

4.須以正當方法招攬保險，勿假藉任何慈善或其他名義推銷保險（第 5條）。 

5.不得唆使要保人終止有效契約，要保新契約或以不正當方法使要保人終止契

約，特別是促使保單變質、言詞渲染、誇大等（第 6條）。 

6.使用「預收第一次保險費相當額送金單」，得於收到保險費始得開立並須正確

填寫繳費時日，不得倒填日期（第 7條）。 

7.不得以不實手段與保戶勾結詐領保險金（第 8條）。 

8.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得以錯價、放佣或其他不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招攬業務

（第 9條）。 

9.不得以保險經紀人名義，供給保險公司利用作為出帳工具以便利保險公司之放

佣（第 10 條）。 

10.保險經紀人對其他經紀人之業務，須為道義之尊重，未到期之保單或已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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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紀人承辦中之保單，不得橫加攫取，或利用其他特殊地位迫使保戶改換經

紀人（第 11 條）。 

 

第二款 自律規範草案
189
 

 

   由於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理規則已廢止，則舊有之保險經紀人執業道

德規範亦失所附麗，而無法令依據，而應依 92 年新施行之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

重新訂定，方符法制，是保險經紀人同業公會為因應法令變更、社會變遷、經營

型態之轉變，乃著手草擬新的保險經紀人執業道德規範草案，其內容如下： 

 

主    旨：為維護客戶權益及提昇保險經紀人之專業素質與服務水準，並建立完

善之管理制度，以健全保險經紀人之業務發展。 

說    明：依據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一 條：招攬保險契約時應善盡說明之義務，使要保人充分了解契約內容，對

書面詢問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時，須由其逐項親筆填寫，不得對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為不實之告知；或就重要事項不為告知或妨害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告知之行為。 

第 二 條：招攬過程務必確實查核要、被保險人身份，待要保文件之齊全後始得

受理。不得嗦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告知或為不實之告知；或明知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不告知或為不實之告知而故意隱匿之。 

第 三 條：未經要保人之同意或授權，不得代為填寫有關保險契約文件。 

第 四 條：須以正當方法招攬保險，勿假藉任何慈善或其他名義行銷保險商品；

亦不得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終止現有契約。 

                                                 
189  本草案迄至 2007/04/18 仍未經金管會保險局准予備查。資料來源：

http://new.ntaib.org.tw/Insurance/upload_file/LAW_RULES/道德規範.DOc，最終瀏覽日：

200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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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招攬保險業務所用之各類廣告文宣，應載明經紀人公司名稱，且不得

有誇大不實之宣傳，並應遵守相關規範。 

第 六 條：招攬保險時應依要、被保險人之財務、健康狀況確實填寫報告書，不

得故意隱匿事實而不告知。 

第 七 條：開立(預收)第一次保險費相當額送金單，應填寫收到保險費的正確收

費時間，不得倒填日期。  

第 八 條：不得以錯價、放佣或其他不當折減保險費之方法招攬業務。 

第 九 條：不得以不實、不法手段與保戶勾結詐領保險金。 

第 十 條：對其他保險經紀人現有之業務，須顧及商業道德，不得對未到期之保

單或由其承辦中之業務橫加攫取，或利用其他不當方法誘(迫)使保戶

改換經紀人。 

 

綜觀上述之草案，大多係就文意稍加修改，並無多大改變，僅第六條為新增。 

 

 

第三項 自律規範在我國之法律地位 

 

成文法源中包括憲法、法律、條約、命令及地方自治規章，其相互間具有位

階之關係，憲法效力最高，法律及條約次之，命令又次之。在法源層級化下，下

位規範當然不得抵觸上位規範。 

第一款 自律規範之法位階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規定：「左列事項應以法律定之：一  憲法或法律

有明文規定，應以法律定之者。二  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三  關於國家各

機關之組織者。四  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定之者。」又行政程序法第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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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令，係指行政機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數不特定人民

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第一項）法規命令之內容應

明列其法律授權之依據，並不得逾越法律授權之範圍與立法精神。（第二項）」再

依行政程序法第 158 條第二款規定，法規命令無法律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

自由、權利者，無效。是倘自律規範欲限制保險經紀人之自由或權利者，當應受

有法律之明確授權，方得有效。 

 

而保險經紀人公會所定之「執業道德規範」係依保險經紀人規則第 34 條而

制訂，而保險經紀人規則又係依保險法第 177 條之授權所制訂。因此此執業道德

規範即成為保險經紀人規則之一部份，蓋保險經紀人執業道德規範之訂定於行政

法本質上應屬委託私人行使公權力。所謂「受委託行使公權力」，或稱「委託行

政」，為行政機關將其依法應執行之職務，交由私人加以行使之謂。而執業道德

規範係保險經紀人公會依據法律授權之命令所委託制訂，因此於制訂上述事項時

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此與一般單純由公會所訂定而無法律授權或命令授權

之自律規範並不相同，一般無法律或機關授權之自律規範充其量僅係行業間之自

律規定，如有違反之情事，不過為內部處罰之事由，而不具有如法律般之效力。 

 

 

第二款 自律規範所受之限制 

 

   由於自律規範係保險經紀人規則之一部，自當受保險法第 177 條：「代理人、

經紀人、公證人及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登錄、撤銷登錄、教育訓練、懲處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等列舉授權事項所限制，因此

逾越此授權範圍者，當無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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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與律師公會之律師倫理規範係依據律師法第 15 條第 2項190所制訂者有所

不同。且倘有違反律師倫理規範者，依律師法第 39 條第一款，應付懲戒。反之，

保險經紀人執業道德規範充其量僅得解釋為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中第 36 條之

「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令者。」或「其他有損保險經紀人形象者。」，然並

無相關之處罰規定。由上可知，保險經紀人執業道德規範因係由命令所授權制

訂，故而其違反之法律效果顯然受有相當之限制，而淪為「訓示規定」矣。 

 

 

第四項 我國之缺失及建議 

 

    綜觀我國現行保險經紀人之執業道德規範及其草案，可發現以下問題： 

一、 所依據之授權命令即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僅授權保險經紀人公會制訂執

業道德規範而已，惟並未有相關違反之法律效果或罰則，使相關道德規範

淪為「訓示規定」。建議應仿律師法之規定，對於相關之違反法令或執業

道德規範之行為，視其情節重大，分處以警告、申誡、停止執行職務兩年

以下或除名之懲戒處分，如此該執業規範方有強制遵行之效果。且該執業

道德規範是否有經公會會員之表決通過，亦不得而知，此部分漏未規定容

易使規範之制定流於專擅，而無代表性。 

 

二、 又關於保險經紀人之商業公會或協會之組織辦法規定過於簡陋，應增設理

監事員額、召開會員大會常會或臨時會、章程應訂定事項、陳報主管機關

開會之日期及邀請派員參加等之相關規定。另應增設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金管會保險局。 

                                                 
190  律師法第 15 條第 2 項：全國律師公會聯合會應訂立律師倫理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後，報請法務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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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業道德規範本身大多係規範消極行為，對於積極作為義務則付之闕如，

蓋積極作為義務方能提高保險經紀人之專業能力及道德標準。本文建議應

增設： 

（一） 專業能力及品德：應要求經紀人積極參加在職進修，以因應金融體

系之新潮流，提升專業能力，並以誠實之態度經營事業。 

（二） 財務能力：可仿 IMD 要求其固定資產之比例、提高保證基金之數額

191、將收受之保險費或代為領取之保險金存於分離帳戶等。 

（三） 資訊公開：於交涉契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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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否具有任何利害關係。 

（四） 申訴及救濟：需告知消費者申訴及救濟之程序及方法。 

（五） 商品資訊揭露：經紀人是否係基於市場上大量之保險契約作公平分

析，以確保其係基於專業知識，選出最適合消費者需求之契約。 

（六） 與消費者之溝通方式：須以清楚、公平、不誤導之方式為之，務必

以口語化之方式使消費者清楚瞭解專業術語，並不得為疲勞轟炸、

騷擾、糾纏之強迫推銷方式。 

（七） 報酬或費用之揭露：保險經紀人須揭露報酬及費用，於揭露報酬時，

需以清楚、公正不誤導的方式為之，且必須將保險經紀人及其事業

伙伴於雙方討論中之契約所可能獲取之報酬，包括現金或非現金報

酬，或任何形式之報酬例如：管理收益、業績分紅等，均須揭露之。 

（八） 利益衝突：要求經紀人必須公平地管理本身與客戶，或客戶與其他

委託人間之利益衝突，尤其是理賠及洽談合約時。 

（九） 不當招待之避免：經紀人應避免接受保險公司之勸誘或不當招待、

                                                 
191  依現行保險經紀人管理規則第 14、15 調規定：保險經紀人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300 萬，

保證金則按最低實收資本額之 15％繳存，即 60 萬元，顯然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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餽贈、不當利益。 

（十） 記錄保存：合約書或長期保險之銷售資料、理賠記錄、收受或給付

金錢文件之收據等，均需保存妥當。 

（十一） 保密義務：對於因執業上所知悉之消費者祕密，如：財務狀況、

健康狀況、受益人之指定均有保密之義務。 

（十二） 經營控管：公司須以適當之注意有效地組織並控管其內部事

務，並須有風險管理系統，定期檢視工作內容是否有確實遵守執業

道德規範。 

 

四、此外，除了保留經紀人、代理人之執照，使之負有不同程度之法律義務外，

亦可考慮仿效英國或 NAIC 以「行為」來規範保險仲介人，而非以從事活動

之名稱來規範，此舉除了可以避免多頭馬車，統一規範外，尚可使消費者受

有更多保護。蓋以台灣民情觀之，消費者根本搞不清楚代理人、經紀人、業

務員甚至銀行保代有何不同，對消費者而言，這些人都是來「拉保險」的，

因此不管從事保險行業之人的名稱為何，即便是代理人、經紀人、會計師、

律師，只要有從事規範中所規定須獲得許可或授權之受監理保險仲介活動，

即應遵守各該法律命令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