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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規定：
「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惟自本條付之闕如
的立法理由以觀，針對「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
、
「其所負忠實義務之
內涵為何？」等問，仍多所不明。
本文透過對美國法及日本法進行比較法研究，將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解構
如下：首先，保險經紀關係原則上非忠實關係，蓋依忠實權力理論，保險經紀人
與保險消費者間原則上不存在「重要之實際利益之託付」，以及「就該託付自由
行使裁量權限」。然而，若保險經紀關係中存在保險消費者將其有關締約、保單
處理、續保及理賠等事項之自我決定權託付與保險經紀人之忠實指向，則例外地
使保險經紀關係質變為忠實關係。其次，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之內涵為：說明
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以及其他更廣泛之義務，此些義務均
為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契約義務，而忠實關係本即契約關係。
於就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加以解構後，本文提出二種於契約法上再建構保
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方法：①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關係
所負之義務（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②將忠實關係直接認定為獨立於原保險經
紀關係之契約關係（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前者於義務認定上較為緩和，但
也因此蒙受較多之論理限制；後者則雖呈現相對激進之態勢，惟蘊藏了解釋適用
上的自由。
於解構／再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後，本文亦分別從立法面、監理規制
面以及司法實務面提出若干建議。就立法面而言，本文認為未來立法應朝向將「忠
實義務」之法律標籤予以撕去的方向努力，並應於承認保經代趨同現象存在之前
提下，重新檢討過往之立法邏輯。於監理規制面，本文認為應以保險經紀人之說
明義務為中心，建構完備之資訊提供規制；至若諮詢建議義務及意向理解義務，
則可暫不考慮。而就司法實務而言，除應細緻劃定保險經紀人民事法上義務之範
圍外，亦可參酌本文就忠實指向所為之研究，填充誠實信用原則或將之作為認定
契約關係之基礎。
最後，回歸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至第八項之解釋論，本文認為第六項「忠
實義務」之規定至多僅反映出立法者目前對保險經紀人之規制態度；第七項「書
面分析報告」之規定，為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於監理法上之體現；第八項「報
酬揭露義務」所要求揭露者非保險經紀人由保險人處所收受之佣金，與忠實義務
之內涵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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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注意義務、忠誠義務、忠實權力理論、忠實指向、諮詢
建議義務、適合性義務、意向理解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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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paragraph 6, article 163 of the Insurance Act, insurance brokers owe
fiduciary duty and shall negotiate for the insurance contract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or
provide related services to the insured. However,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of the
foregoing regulation is not addressed in the legisl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Insurance Act.
This thesis aims to deconstruct insurance brokers’ fiduciary du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U.S. and Japanese law, and accordingly
reconstruct insurance brokers’ duty under Taiwan’s legal system.
Firstly, for the purposes of deconstruction, this thesis will adopt the Fiduciary
Power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Due to the lack of “the entrustment of material
practical interests” and “exercising such entrustment with discretionary power”—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key factor in establishing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Fiduciary Power Theory—this thesis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surance
broker and an insurance consumer is not intrinsically a fiduciary one. However, i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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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nsumer entrusts his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insurance application,
policy management, policy renewal, and claims—which is described as “Fiduciary
Orientations” in this thesis—then the insurance broker-insurance consumer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a fiduciary one. Secondly, the substantial connotation of insurance brokers’
fiduciary duty includes the duty of disclosure, duty to advise/duty of suitability (in its
wide definition), and other broader duties. The above duties are all insurance brokers’
contractual duties based on an insurance brokerage contract; therefore,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is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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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deconstructing insurance brokers’ fiduciary duty, this thesis suggests two
possible methods to reconstruct such fiduciary duty on the basis of contract law: (i)
broaden insurance brokers’ duty based on an insurance brokerage contract by exercising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e., a fiduciary insurance brokerage contract) and (ii)
directly deem the insurance broker-insurance consumer relationship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i.e., independent fiduciary/mandate contract). The former is
comparatively moderat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cope of insurance brokers’ duty;
however, this subjects it to more theoretical restrictions. The latter, although seemingly
more radical, enables a certain degree of freedom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addition to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insurance brokers’ fiduciary duty,
this thesis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for legislation, supervis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As
far as the legislative aspect is concerned,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legal label of
“fiduciary duty” should be removed, and an obvious convergence of the role of
insurance broker and insurance agen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such, legislators should
reconsider the past logic adopted in law promulgation regarding insurance brokers’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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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ms of supervision, this thesis believes that insurance brokers’ duty of disclosure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system of regulation
to secure that the insurance consumer has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uty to understand insurance consumers’ intentions,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such duty to Taiwan’s insurance regulation system should be held off,
at least for now. In terms of judicial practice, this thesis believes that the courts should
determine the scope of insurance brokers’ duty under civil law using a more
sophisticated rationale. Moreover, the courts could also take account of the thesis’s
research findings regarding Fiduciary Orientation while fulfill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actually exists.
Finally, by return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ragraphs 6, 7, and 8, article 163 of
the Insurance Act,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 “Duty of Loyalty” stipulated in
paragraph 6 only reflects legislators’ current regulatory attitude towards insurance
brokers; that the “written analysis report” addressed in paragraph 7 is an embodiment
of insurance brokers’ fiduciary duty in regulatory law; and that insurance brokers’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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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lose any remuneration received from insurance consumers instead of
commissions received from insurers, which is promulgated in paragraph 8, is entirely
unrelated to the connotation of insurance brokers’ fiduciary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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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Theory, Fiduciary Orientations, Duty to Advise, Duty of Suitability, Du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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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第一項

緒論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研究動機

保險商品係由複雜之契約條款與各項契約文件所構成之無形商品，其涉及契
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義關係，一般保險消費者不易瞭解其內容。若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於涉入保險關係前未能充分獲取相關資訊，則極有可能做出不恰當的判斷，進
而無法獲得所需的保險保障1。基於此種專業知識上的落差，無論外國或我國均
陸續針對保險契約締結前階段中保險消費者之資訊權保障展開積極的立法。具體
而言，如德國於 2008 年新施行的保險契約法即訂有保險人的資訊義務2、保險中

政 治 大
中介人（包含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之積極資訊提供義務設有相關規定；我
立

介人之諮詢建議義務3；日本法亦於 2014 年新施行的保險業法中就保險人及保險
國則於 2011 年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課予金融服務業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

‧ 國

學

保險商品之銷售渠道主要有三：由保險人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保險代理人
（及其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以及保險經紀人（及其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銷

‧

售。除對提供保險商品之保險人加強規制外，對提供保險中介服務之保險代理人

y

。就保險代理人而言，依保險法第 8 條規定，其係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

sit

4

Nat

及保險經紀人亦有規制必要。而事實上，二者均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主體

n

al

er

io

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從而，即便保險代理人非說明義務或適

v

合性義務之義務主體，其亦得透過代保險人履行「保險人之義務」，而使保險消
5

費者獲得足夠之資訊 。

Ch

engchi

i
Un

另一方面，保險經紀人依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
險契約之人，從而就立場而言，似與保險代理人有所差異。保險經紀人亦因立於
1

葉啟洲，從德國保險人資訊義務規範論要保人之資訊權保障，載：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之新發
展，元照，頁 155，2015 年 6 月初版。
2
關於德國法上保險人之資訊提供規制，詳參：葉啟洲，前註，頁 161 以下。廖伯鈞，初探二〇
〇八年德國新保險契約法—以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為中心，法學新論，第 23 期，頁 119 以下，
2010 年 6 月。
3
關於德國法上保險中介人之諮詢建議義務之內容，請參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中之說明。更詳細之內容則可參考：洪秀芬，德國法對保險仲介人之監理規範，月旦
法學雜誌，第 205 期，頁 234-236，2012 年 6 月。
4
惟本文認為保險經紀人非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說明義務、適合性義務之規範主體，詳參本文
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說明。學說上之相同質疑則請參考本文第二章、第
三節、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中之討論。
5
學說上亦有認保險代理人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不宜作為法律上之說明義務主體。詳參：葉啟
洲，臺灣保險消費者之資訊權保護，載：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之新發展，元照，頁 249，2015 年
6 月初版。

1

DOI:10.6814/NCCU202000616

此立場，被寄予填補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雙方專業與期待上之落差，為其
選擇合適的保險商品之期待。然而，與保險代理人由保險人處收取手續費相似，
保險經紀人係以向保險人收取之佣金作為其報酬來源，此時即可能產生利益衝突
的問題——亦即，保險經紀人於為保險消費者媒介保險契約時，可能未以被保險
人之利益為唯一考量。
為處理此一利益衝突問題，我國立法做出了若干嘗試。首先，我國於 1963
年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時，係將保險經紀人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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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修正時，立法
者將「⋯⋯向承保之保險業」等字樣予以刪除，並將保險經紀人之業務範圍擴大
至「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藉由此次修正，或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淡化
保險經紀人「因成功洽訂保險契約而向保險人收取佣金」之角色色彩，然而，只
要保險人仍作為保險經紀人之主要報酬來源，利益衝突誘因仍未完全消除6。

政 治 大
訂保險業法第 163 條第六項至第八項，明訂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立
承接 2007 年之修正，我國保險法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再度修正，此次修正增

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第六項）。此外，保

‧ 國

學

險經紀人於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應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向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者，亦應明確告知其報酬收取標準（第七項）；而書面報告

‧

之內容及報酬收取標準之範圍，則委由主管機關定之（第八項）。

y

Nat

解釋論上，或許得將 2015 年之修正解為我國法就因保險經紀人報酬結構所

sit

生之利益衝突問題所做之回應。惟查本條之立法理由僅在重述修正條文內容7，

er

io

就此次修正之原因而言，立法者未置一詞。暫且將粗糙且令人質疑的立法品質擱

al

n

iv
n
C
「忠實義務」等語進行解釋，而此次修正之
、「忠實義務」、
h e n g「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hi U
c
「書面分析報告義務」及「報酬揭露義務」等，與保險經紀人之利益衝突問題間

置一旁，如何在我國既有之法體系及法規範下，就新法中「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

又有何關係，仍為不得不回應之扣問，
第二項

問題意識

6

陳俊元，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認定，載：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頁 167，2017 年 9 月初版。
7
保險業法第 163 條第六項至第八項之立法理由：
「四、增訂第六項為『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
。五、增訂第七
項為『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應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向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收取報酬者，應明確告知其報酬收取標準。』
。六、增訂第八項為『前項書面分析報告之內容
及報酬收取標準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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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前述，本文之研究動機起源自保險法 2015 年之修正，之中涉及保險消
費者之資訊權保障，以及保險經紀人因一方面立於與保險代理人相異之「立於保
險消費者端」之特殊立場，一方面向保險人收取佣金而生之利益衝突。
就此一紋理再為爬梳，可將本文之問題意識明確如下：
首先，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既名為「義務」，其與保險經紀人之其他
「非以忠實義務加以描述之義務」間之關係為何？二者是否截然有別？抑或前者
僅為具備某些特性之後者的體現，從而就法律概念而言，實際上得為後者所包
含？
其次，一般咸認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起源於英美信託法領域，非為屬
於大陸法系之我國所固有之法律概念。在此情形下，如何判斷保險經紀人是否為
忠實義務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為何？我國法下是否存在抑或得透過
解釋創造出使「忠實義務」取得安棲之地的法律論理，使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政 治 大
若是，其具體內容為何，又應如何為我國法所用？
立

得於此基礎上再為建構？比較法上是否存在與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有關之討論；
最後，則對本文之研究動機作出回應，即：應如何解釋現行我國保險法第 163

‧ 國

學

條第六條至第八條之規定？而若此次修正係屬不當，則我國未來之立法又應朝向

y

名詞翻譯擇定

‧

Nat

第二節

sit

何方？

er

io

如前所述，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非大陸法系中之傳統概念，是以幾乎

al

iv
n
C
現象於公司法領域中更為顯著，蓋其於引進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時，曾觸發學
hengchi U
理上之諸多討論，而不同論者往往將 Fiduciary Duty 翻譯成不同的名詞，造成溝
n

所有有關忠實義務之研究，首先均面臨了如何翻譯「Fiduciary Duty」的困難。此

通討論上的障礙。下文爰先說明本文於進行名詞翻譯時所將之納入考量的因素，
以及最後的名詞擇定。此外，因本文係針對美國法與日本法進行比較研究（詳於
研究方法處說明），故除美國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外，尚就日本法上保險經紀
人之「誠実義務」進行說明。
第一項

法律名詞翻譯之基本原則

在進行法律專業術語之翻譯時，論者有謂應符合「雙重對等性原則」。所謂
雙重對等，包含「語言傳達功能之對等」及「法律功能之對等」。前者指涉：所
擇定之翻譯，於法律專業人士之認知下係屬流暢；後者則指：若將所擇定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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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目標法律中，則能產生與原文相同之效果 8 。在此原則下，本文選擇將
Fiduciary Duty 翻譯為「忠實義務」，將「誠実義務」翻譯為「誠實義務」。至於
翻譯名詞之擇定過程，則詳如下述。
第二項

「Fiduciary Duty」作為「忠實義務」

第一款

過往論者之擇定

觀察我國過去文獻針對 Fiduciary Duty 所做之翻譯，有與本文同樣以「忠實
義務」譯之者9；有以「忠誠義務」譯之者10，有以「受託義務」譯之者11；有以
「受任人義務」譯之者12；亦有以「信賴義務」、「信任義務」譯之者13。而伴隨
著對 Fiduciary Duty 所為之翻譯相異，論者對 Fiduciary Duty 之下位概念，即 Duty

政 治 大
翻譯表彰了論者的何種架構進行說明。
立

of Care、Duty of Loyalty 之翻譯亦採取不同的作法。為免混亂，以下將先就各該
首先，將 Fiduciary Duty 譯為「忠實義務」者，多半同時將 Duty of Loyalty

‧ 國

學

譯為「忠誠義務」，將 Duty of Care 譯為「注意義務」；將 Fiduciary Duty 譯為
「忠誠義務」者，則多半將 Duty of Loyalty 譯為「狹義之忠誠義務」，將 Duty of

‧

Care 譯為「注意義務」；而將 Fiduciary Duty 譯為「受託義務」或「受任人義務

y

sit

務」。

Nat

者」，則多將 Duty of Loyalty 譯為「忠實義務」，將 Duty of Care 譯為「注意義

er

io

針對上開各種翻譯選擇，國內有論者作出以下觀察，即：選擇將 Fiduciary

al

iv
n
C
忠實義務之內涵著眼；而選擇將 Fiduciary
譯為「受託義務」或「受任人義
h e n gDuty
chi U
n

Duty 譯為「忠實義務」、「忠誠義務」、「信賴義務」、「信任義務」者，係由

8

朱定初，談法律專門術語翻譯之雙重功能對等原則，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32 卷 1 期，頁 6162，2004 年 3 月。
9
謝哲勝，忠實關係與忠實義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70 期，頁 128，2001 年 3 月。曾宛如，董
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新修正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8 期，頁 51，2002 年 9 月。
10
如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政
大法學評論，第 100 期，頁 138，2007 年 12 月。劉連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月旦民商
法雜誌，第 17 期，頁 181，2007 年 9 月。廖大穎，英美衡平法院下所創設忠實義務的概念與歐
陸法系思維之爭議，台灣法學雜誌，183 期，頁 123，2011 年 9 月。
11
如：王文宇，法律移植的契機與挑戰──以公司法的受託、注意與忠實義務為中心，月旦民商
法雜誌，第 19 期，頁 82，2008 年 3 月。
12
劉連煜，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月旦法學教室，第 7 期，頁 24-25，2003 年 5 月。
13
賴英照，內線交易的基礎理論，月旦法學雜誌，第 123 期，頁 180，2005 年 8 月。邵慶平，商
業判斷原則的角色與適用——聯電案的延伸思考，科技法學評論，第 8 卷 1 期，頁 112，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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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者」，則更重視義務關係之型式14。換言之，前者將忠實、忠誠、信賴、信任
等忠實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之特性納入擇定翻譯名詞之考量中，而後者
則選擇不於譯詞中置入譯者自身就忠實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之理解，反
而將 Fiduciary Duty 之內涵留待其下位概念，即 Duty of Loyalty（忠實義務）、
Duty of Care（注意義務）詮釋。
為求清楚，將上開所述架構表列如下：
Fiduciary Duty

Duty of Loyalty

Duty of Care

忠實義務

忠誠義務

注意義務

忠誠義務

狹義之忠誠義務

注意義務

受託義務

忠實義務

注意義務

受任人義務

忠實義務

注意義務

信任義務

立

信賴義務

治
政
忠實義務
大

注意義務

忠實義務

注意義務

‧ 國

第二款

學

（表 1：Fiduciary Duty 相關翻譯名詞對照）

本文之選擇

‧
y

Nat

雖譯詞之選擇並無絕對對錯可言，惟從本文之觀點而言，將 Fiduciary Duty

io

sit

譯為「忠實義務」，並將 Duty of Care 譯為「注意義務」，將 Fiduciary Duty 譯

er

為「忠誠義務」者，為較佳之作法。

al

n

iv
n
C
he
譯為「狹義之忠誠義務」、Duty of
Care 譯為「注意義務」，則因我國法畢竟存
ngchi U
首先，若如過往學說將 Fiduciary Duty 譯為「忠誠義務」、將 Duty of Loyalty

在「忠實義務」之用語，此種譯法無法與法條文字對應，於嘗試就我國法中之「忠
實義務」進行解釋時，將難以與相關概念對應，進而產生更多的溝通困擾。

其次，雖無論係將 Fiduciary Duty「受託義務」、「受任人義務」、「信任義
務」、「信賴義務」，均因復將 Duty of Loyalty 譯為「忠實義務」而使得忠實義
務有得與英美法上 Fiduciary Duty 之相關概念連動，並用以具體化其內涵之可能；
然而，此種譯法往往導致一更複雜的問題，即：Fiduciary Duty 與我國法既有之
民事責任體系間產生斷裂，在前者實得為後者所含納之本文理解下，創設「受託
義務」、「受任人義務」、「信任義務」、「信賴義務」等語無疑將阻礙以大陸
法視角正確於我國法中再現 Fiduciary Duty 之可能。

14

黃朝琮，由 Fiduciary Duty 之翻譯試詮其理解，載：公司法論文集Ⅰ：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
用，新學林，頁 11-15，2019 年 4 月二版。

5

DOI:10.6814/NCCU202000616

本文將 Fiduciary Duty 理解為忠實關係中（Fiduciary Relationship）中，忠實
義務人（Fiduciary）所負之契約義務，其內涵為 Duty of Care 及 Duty of Loyalty，
前者得基於契約法之解釋適用而為程度不一之擴張，後者則為欲於契約法之損害
賠償論下達成「利益歸入」之非典型15的法律效果16。為達此一解釋目的，本文選
擇將「Fiduciary Duty」譯為忠實義務，Duty of Care 及 Duty of Loyalty 在我國法
下則不應存在任何對應之名詞，否則均將產生法律體系的紊亂，致使我國法未能
確實掌握 Fiduciary Duty 實際內涵（如此將反於「法律功能之對等」原則）之不
當情形永無止境──而就此意義而言，甚至 Fiduciary Duty 於我國法中亦不應存
在對應名詞。
須注意者，雖若未特別指稱，本文所謂之「忠實義務」
，其內涵均為「Fiduciary
Duty」，惟因本文第三章第四節係在本文獨有之論理架構下，探討我國法中使用
「忠實義務」一語的情形，為免混亂，於該節及其他本文認為可能致生混淆的情

政 治 大

形，本文選擇不予翻譯，保留 Fiduciary Duty 之原文，抑或以「忠實義務（Fiduciary

立

「誠実義務」作為「誠實義務」

第一款

過往論者之酌定

‧

第三項

學

‧ 國

Duty）」之方式表示。

y

Nat

sit

日本保險業法第 299 條規定：「保險經紀人應受顧客委託，並誠實為該顧客

er

io

媒介締結保險契約」，日本學說上多將之稱為「誠実義務」。雖後文將針對此為

al

n

iv
n
C
「誠実義務」之具體內涵包含以下三種面向：①正確理解顧客之需求；②在
hengchi U
正確理解顧客需求的前提下，以客觀的立場為其提供建議；③盡力為顧客與其所
通盤且詳細之探討，惟此處為論述所需，仍先簡要說明其內涵。

欲投保之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17。就此以觀，日本法「誠実義務」之內涵似更貼
近美國法 Duty of Care 之概念，我國過往學說有逕於字面上直接將「誠実義務」
抽換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者18，惟就「誠実義務」是否為「忠實義
務（Fiduciary Duty）」之問而言，仍須更仔細之辨證。
第二款

本文之選擇

15

此處之「非典型」
，係指較難從傳統之損害賠償論推導出利益歸入之法律效果。
詳參本文第三章，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第四目、二處之論述。
17
江頭憲治郎＝小林登＝山下友信『損害保険実務講座［補卷］保険業法』223 頁〔小林登〕
（有
斐閣、1997）
。
18
卓俊雄，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辨證，台灣法學雜誌，第 302 期，頁 43，2016 年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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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後文所得之結論觀之，「誠実義務」為日本法對如何在監理法上落實忠實
義務（Fiduciary Duty）之一種嘗試，其內涵不及於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19。
基於「法律功能之對等」原則，本文選擇不將之譯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
又因日文漢字「誠実」與繁體中文之「誠實」在字面上有相互對照之可能（「語
言傳達功能」之對等）20，故本文選擇將之直譯為「誠實義務」，以表彰其與忠
實義務（Fiduciary Duty）之意涵「不完全一致」（「法律功能」之對等）21。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在明確本文之問題意識及名詞翻譯之選擇後，以下將就過往相關文獻進行回
顧，並擇定本文之研究方法。須先說明者，如前所述，本文之問題意識所涉面向
相當廣泛，除針對保險法於 2015 年之修正進行探討外，更直指更本質的問題，

政 治 大
行回顧即有試圖提供答案之可能，甚須更多非直接處理此類問題的論理輔助。從
立
即：如何於大陸法系下再現英美法系下忠實義務的概念？後者非就三兩篇文獻進
而，本文擬將之留待後文討論辨明，本節則僅就直接涉及我國保險法 2015 年修

‧ 國

學

正之文獻進行整理。

‧

第一項

文獻回顧

y

Nat

sit

針對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至第八項之修正進行評析之論文，有以下五篇，

er

io

分別為：陳俊元老師於刊載於 2017 年出版之《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中之〈保

al

iv
n
23
C
一五年新修正臺灣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義務相關規定之評析〉
；羅俊瑋老師
hengchi U
同於前書中發表之〈保險法第 163 條第 6 項規定之初探〉24；卓俊雄老師於 2016
n

險經紀人忠實義務認定〉22；張冠群老師於 2016 年發表於月旦法學雜誌之〈二〇

19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款、第二目、
（三）
。
事實上仍有微妙的差異。日文的「誠実」除指涉行動時不摻雜私慾外，尚有「以真心」對待人
事物之意；而中文的「誠實」則似較側重「不為不公正的行為（如：說謊、偷竊、作弊）
」之面
向。日文的「誠実」其實較接近中文古語之用法，如《中庸》對「誠」之看法：
「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
。
21
惟若承接前文對日文「誠実」一語之解釋，要求義務人為義務對象之利益進行廣泛考量（即
「真誠」
）之「誠実義務」
，實際上與 Fiduciary Duty 間具高度相容性。
22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67-182。
23
張冠群，二〇一五年新修正臺灣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義務相關規定之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第 250 期，頁 120-141，2016 年 3 月。
24
羅俊瑋，保險法第 163 條第 6 項規定之初探，載：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財團法人金
融消費評議中心，頁 183-206，2017 年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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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表於台灣法學雜誌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辨證〉，以及 2019 年與邱柏
綸先生共同發表於全國律師之〈我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內涵之再省思〉25。
第一款

名詞翻譯擇定

欲理解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並負
忠實義務」究為何意，首先仍須先處理法律名詞翻譯之問題。就此，學說已出現
相當之分歧。於〈二〇一五年新修正臺灣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義務相關規定之
評析〉一文中，Duty of Care 被譯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與本條之「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等同視之，Duty of Loyalty 被譯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
則被譯為「受託人義務」26；於〈保險法第 163 條第 6 項規定之初探〉一文中，
Duty of Care 同樣被譯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與本條之「應以善良管理

政 治 大
。雖前者之譯法側重義務關係之型式，後者則著重於內涵，
立

人之注意」等同視之，Duty of Loyalty 被譯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 則被
譯為「信賴義務」27

惟如前所述，就名詞對接而言，二者之理解方式實際上並無差異。

‧ 國

學

較特殊者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辨證〉、〈我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內
涵之再省思〉二者。在前者中，學者以公司負責人與保險經紀人所處之地位及法

‧

律狀態大相徑庭，故於解釋本條時，不宜承續公司法之討論為由28，直接迴避名

y

sit

io

al

n

第二款

er

of Care 之原文。

Nat

詞翻譯擇定之問；而於後者，論者選擇保留 Fiduciary Duty、Duty of Loyalty、Duty

可能之研究方向

Ch

engchi

i
Un

v

隨對 Fiduciary Duty 之理解不同，學說對如何理解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規
定，亦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分就民事責任及監理規制二層面進行探討。
第一目

民事責任層面

一、遁入忠實法29脈絡之必要性

25

卓俊雄、邱柏綸，我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內涵之再省思，全國律師，第 23 卷第 4 期，頁 5565，2019 年 4 月。
26
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25。
27
羅俊瑋，前揭註 24，頁 183-184。
28
卓俊雄，前揭註 18，頁 42。
29
此處使用「忠實法」一語，係與英美法相關討論中「Fiduciary Law」之用語對應，指涉涉及忠
實義務之法律關係。下文使用「忠實法」處者均同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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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本條之「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解為 Duty of Care，將「忠實義務」
解為 Duty of Loyalty，則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即為保險經紀人應負 Fiduciary
Duty 之規定。在此理解下，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整體即為保險經紀人應負
Fiduciary Duty 之規定，保險經紀人之於被保險人，即如公司負責人之於公司組
織般，應以公正誠實之態度，求取被保險人之利益30。
在確立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係保險人之 Fiduciary Duty 之規定後，學者認
復應討論者為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 Fiduciary Duty。就此，其首先質疑課予保險
經紀人 Fiduciary Duty 是否妥適，蓋課予一方須對他方負 Fiduciary Duty 之基礎
係源自於雙方間之信賴關係，本於該信賴關係，一方就他方取得控制或較為優越
之地位。然而，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確實是否具上開關係？欲回答此一問題，
勢須先理解課以 Fiduciary Duty 之理論依據為何。

政 治 大
二、美國法可能提供之啟示
立

‧ 國

學

其次，學者另指出，美國法上有關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討論，大
多繫於其與被保險人間是否具備特殊關係。若是，則保險經紀人將負有為被保險

‧

人取得較優惠之價格、告知佣金數額、告知其所洽訂之保險契約有相當之限制，

y

Nat

或為其洽訂得提供足額保障之保險商品等義務。然而，在特別關係的適用下，其

sit

結果似多對被保險人較為不利31。此時若干問題即浮上水面：此處所謂之「特殊

er

io

關係」究係為何？有無類型化之可能？又應如何與我國法體系相容？

n

al

ni
Ch
三、將 Fiduciary Duty 定位為契約義務之可能
U
engchi

v

對主張應將公司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與本條分別看待的學者而言，保險法
第 163 條第六項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32為忠實義務之基礎，而保險經紀人專業
工作上的需求，得以前者為基礎，透過後者加以具體化33。換言之，本條之「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間係相互補充的關係。觀察學者將「忠實義

30

羅俊瑋，前揭註 24，頁 185。
羅俊瑋，前揭註 24，頁 193-200。
32
須注意者，本文始終不認為保險法 163 條第六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義務」
，而僅
係「義務是否違反的歸責標準」
。就此部分後文詳細之論述。
33
學者之原文為：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乃係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礎，配合保險經
紀人專業工作上之需求，再透過忠實義務加以具體化」
。由於本文實難以在中文的使用邏輯上理
解「忠實義務係⋯⋯透過忠實義務加以具體化」究為何意，此處略作文字語序上的調整，望與學
者真意相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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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定位為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契約而負之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34，而使之
與民法上之注意義務體系接軌35之態度，應可推知其係將忠實義務解為 Fiduciary
Duty。之所以逃避名詞翻譯之問題，不過係為避免遁入忠實法領域而生之更複雜、
深沈的法律問題耳。而雖本文不贊同逕以「保險經紀人與公司負責人之法律地位
不同」為由而為此種遁逃，惟此說將 Fiduciary Duty 定位為契約義務之傾向36，
仍具相當參考價值。
四、日本法可能提供之啟示
為將保險法第 163 條之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解為民法上之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有學者以日本保險業法第 299 條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為例，認在日
本法上，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規範客體係屬同一，均

政 治 大
險業法之誠實義務與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為完全相同之概念，且學者逕於
立
在為保險經紀人於委任契約下所提出之「服務給付」。雖本文始終不認為日本保

字面上做辭義之抽換顯然不當，惟日本法之相關規定確實可能為我國相關討論帶

‧

‧ 國

學

來若干啟發。

五、Fiduciary Duty 之內涵與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相關

y

Nat

sit

此外，學者另指出，雖保險經紀人例外地不應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

er

io

第三項之規定37，但金融消費者服務法第 9 條適合性義務與第 10 條說明義務可

al

iv
n
C
礎」或「借鏡」究係何物，惟其仍揭示了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與金融消費者保
hengchi U
護法間存在著某種關係。
n

作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具體化之基礎或借鏡38。即便學者並未具言所謂「基

第二目

監理規制層面

在監理規制層面，學者首先指出，保險業法第 163 條第六項雖明確揭示保險
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存在，但目前仍屬原則性規範39，其內涵與法律效果均付之闕

34

卓俊雄、邱柏綸，前揭註 25，頁 63。
卓俊雄，前揭註 18，頁 44。
36
之所以稱「傾向」
，係因該文章並未如本文般直接作出此一陳述。
37
事實上，因保險經紀人所提供之保險經紀服務不具信託或委託等性質，故其本於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有關忠實義務部分之適用。學者所謂「例外地不適用」真意不明。
38
卓俊雄、邱柏綸，前揭註 25，頁 64-65。
39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8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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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40。而就如何充實忠實義務之內涵，應可參考外國立法，如由保險監理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IAIS）所發佈之保險核心
監理原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具體化本條忠實義務之內涵，在監理手段
與法律效果上，予以差異化處理41。其次，就同條第七項之報酬揭露義務而言，
學者認為我國尚未建立總體利益衝突的揭露機制，本條有淪為具文之可能42。
梳理我國學者之論述，應可確知如何處理保險經紀人利益衝突之問題（尤其
是佣金揭露規制部分），為本研究不得不面對之問題。附帶說明，在〈二〇一五
年新修正臺灣保險法關於保險經紀人義務相關規定之評析〉與〈保險經紀人忠實
義務認定〉二文中，學者對國際相關監理原則有詳細之說明，本文不擬重述。
第二項

研究方法

政 治 大

本文之研究方法分為解構與再建構、比較法之觀察、實務案例之分析，分述

立

學

第一款

‧ 國

如下：

解構與再建構

‧

本文之研究主題為「自比較法視點解構並再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y

「自比較法視點再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sit

Nat

直觀而言，可將之先拆解為「自比較法視點解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以及

er

io

就解構而言，首先，本文擬先拆解「保險經紀人之義務」以及「忠實義務」，

al

n

iv
n
C
照，釐清二者之關係。其次，本文將展開針對
h e n g c「比較法上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hi U
的解構作業，期能於其中得到再建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素材。
在成功完成解構之作業後，就「忠實義務」與「保險經紀人之義務」進行比較對

就再建構而言，所處理的問題為，如何將比較法之視點於我國法中再現。換
言之，為如何在我國法之架構下，藉由比較法研究之輔助，就「保險經紀人之忠
實義務」建立起一種一以貫之的法律論述邏輯。而又因本文預期將得出「忠實義
務即義務」、「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即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等結論（事實上也
的確得出此種結論），故雖本文於文面上係在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但此種再建構不僅是「忠實義務的再建構」，亦是「義務的再建構」。
第二款
40
41
42

比較法之觀察

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8。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82；IAIS 之保險核心原則之介紹請參頁 179-180。
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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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過往文獻所揭示般，美國法與日本法上有關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辯論均
可作為我國法之參考。就美國法而言，本文除擬分析學者曾提及之「特別關係理
論」、並將其類型化外，尚將通盤檢討美國保險經紀人在民事法及行政監理法上
之義務，辨明忠實義務與二者間之關係。就日本法而言，同樣地，本文之研究範
圍並不限於日本保險業法有關誠實義務之討論，尚將全面檢視誠實義務在民事法
及監理法上之投射態樣，釐清忠實義務與誠實義務間之關係。
此外，縱係相類之法律規制，隨各國司法、立法、監理甚至是保險消費者之
特性相異，其適用結果往往迥然有別，從而，本文將一併將美國及日本之保險招
攬制度納入觀察對象，以避免比較法研究中之大忌：去脈絡討論。而此亦是本文
不 將 研 究 重 心 一 併 置 於 2016 年 甫 修 正 通 過 之 保 險 銷 售 指 令 （ Insurance
Distribution Directive, IDD）43中之原因，蓋歐盟法令仍須經內國法化之程序始得

政 治 大
較法上之參考，恐怕將淪於去脈絡之討論。對本文而言，IDD 之規定至多僅作為
立
為各該成員國所用，而在各國法律實情均有所差異之情況下，逕以 IDD 作為比
比較法上一種趨勢的參考，無須深入探究是否須將其內容植入我國法體系中。

‧ 國

學

第三款

實務案例之分析

‧

y

Nat

法律是務實的科學，法律規範如未經司法實務適用，則其本身並無太大意義。

sit

換言之，縱然對法律理論進行深究一事永遠饒富趣味，法學研究始終必須回頭面

er

io

對實務問題。本文擬蒐集整理我國、美國及日本法上有關保險經紀人之實務案例

al

n

iv
n
C
之態度、立場為何。此外，由於「以比較法視點再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hengchi U
為本文重要的研究面向之一，故本文亦將一併處理比較法上之討論於我國相關個

44

，分析相關法規於實務中之適用情形，以及司法實務於認定保險經紀人責任上

案中之適用可能性與極限。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如前所述，主要先指出本文之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究方
法，並就過往相關文獻進行回顧。之中最重要者為本文對「Fiduciary Duty」以及

43

IDD 之規定，可參考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81。
日本法上僅得與保險招攬人（即保險代理人、保險業務員等）有關之案例，其原因以及何以此
些案例仍對我國法之討論有所助益，請參考本文於日本法相關討論中之論述
（尤其是本文第四章、
第三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二目、三處之討論）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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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実義務」的名詞翻譯擇定。第二章為「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地位」，除釐清我
國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外，更針對其民事法及監理法上義務進行解構，並整理
司法實務上與保險經紀人有關之保險消費爭議態樣。第三章為「忠實義務之基本
理論」，旨在解構／再建構忠實義務之基本理論，並依此檢視我國法下與忠實義
務有關之規定。第四章為「比較法上有關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辯論」，本文將
從美國、日本之保險招攬制度出發，探討保險經紀人於二法制下所負之忠實義務，
以及忠實義務如何穿梭於保險經紀人於民事法及監理法上所負之責任中。第五章
為「解構／再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於該章中，以前文所有研究成
果為基礎，先勾勒出我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的可能構造，復分別自解釋論及立
法論上再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最後針對我國未來立法方向提供建
議。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以本文研究成果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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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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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地位
第一節

概說

我國保險銷售採取直接行銷與間接行銷雙軌制度，前者為保險人透過自身行
銷通路，直接將保險商品售與保險消費者（如：由保險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
進行保險銷售）；後者則透過獨立的營業個體，如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等通
路銷售保險商品45。保險業務員46係基於保險人之立場銷售保險商品自不待言；
保險代理人雖由於其於業務執行上具有相當之獨立性而非保險人之受僱人47，但
由保險法第 8 條對保險代理人之定義可知，保險代理人係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
代理保險人經營業務者，是以就立場而言，亦屬保險人方。

政 治 大
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由法
立
與保險業務員、保險代理人相對，依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保險經紀人係基於

條中「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之文義

‧ 國

學

觀之，本條確立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業務員、保險代理人的最大相異處——即保
險經紀人乃立於被保險人危險管理顧問的立場，為其取得最符合需求的保險保障

‧

之人48。此外，從鉅觀的視角切入，處於保險消費者方之保險經紀人，得透過其

y

Nat

所掌握的潛在保單，形成「保險契約要保團體」，與保險人就保險契約之內容及

sit

保險費進行磋商，對於促進保險契約雙方締約力量的對等，有相當助益49。

er

io

從上開說明可知，我國立法對以保險經紀人制度促進保險契約雙方之實質平

al

n

iv
n
C
殊情形——其利益來源非其所應為之考量之人——導致有誘發嚴重的利益衝突
hengchi U
的可能，而此種利益衝突結構亦復促使立法者對其課以所謂之「忠實義務」。從

等有所期待，但另一方面又受限於實務上保險經紀人係向保險人收取報酬的之特

而，如本文欲對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忠實義務進行辯證，勢須先瞭解保險經紀人
之法律地位、法律上義務究係如何，以及基於上開二者，司法實務上又存在何種
與保險經紀人有關之保險消費爭議態樣。本章即試圖回答此些問題。

45

鄭鎮樑，保險學原理，五南，頁 277，2003 年七月初版。
應注意者，依保險法第 8 條之一規定，保險法中所稱之保險業務員，包含保險人之業務員、保
險經紀人公司之業務員、保險代理人公司之業務員，以及兼營保險經紀、保險代理業務之銀行之
業務員。此處僅指保險人之業務員。
47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元照，頁 104，2013 年 7 月三版。
48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一卷 總則）
，元照，頁 360，2018 年 1 月二版。
49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0-361。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瑞
興，頁 194，2012 年 3 月五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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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項

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關係

從保險法第 9 條的文義觀之，學者多認保險經紀人係要保人之訂約代理人
50

。而雖代理權之授與為單獨行為51，本人與代理人間不必然存在契約關係，且

多數學說亦認代理權之授與非債之發生原因，惟欲探討本人及代理人間之給付與
對待給付關係，仍應檢視二者間之基本法律關係52。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亦係如此，
學者認為其僅為代理之規定，旨在確立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業務員、保險代理人間
立場之差異，欲討論其與要保人間之法律關係，仍須從二者之契約關係著手53。
本文雖認保險法第 9 條為代理之規定的見解有待商榷，但同意欲處理代理關

政 治 大
契約關係，復討論其代理關係。至於實務見解之部，則於確立本文各項結論後，
立
係，須先處理契約關係之方法論。從而，下文將先處理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
再搭配案例事實，於本節最後一併分析檢討。

‧ 國

學

第一款

契約關係

‧

y

Nat

我國學說對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關係屬何種債之類型，大致有承攬、居間、

al

n

承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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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第一目

sit

委任三種見解，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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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法第 490 條規定，承攬為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而給付報酬之契約。保險經紀人於洽訂保險契約後，依法得向承保
保險業者收取佣金。從「完成洽訂保險契約之工作」而請求「給付作為報酬之佣
金」之模式觀之，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間似有成立承攬契約之可能。

50

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193。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惟有學者認為將本條作「保險經紀
人是要保人之代理人」之解讀，係誤將條文之「洽訂保險契約」解釋為「經紀人代理要保人向保
險人為要約」
。詳參：劉宗榮，保險法（保險契約法暨保險業法）
，自版，頁 112，2016 年 8 月四
版。就保險經紀人是否為要保人之代理人，本文將於本節第一項、第二款中探討。
51
王澤鑑，債法原理（基本理論、債之發生、契約、代理權授與、無因管理）
，自版，頁 318，
2012 年 12 月增訂四版。
52
王澤鑑，前揭註 51，頁 328-329。孫森炎，民法債編總論（上冊）
，自版，頁 85-86，2010 年 5
月修訂版。
53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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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多認此種見解並不恰當，本文就結論而言亦同學說見解，惟所持理由有
些微差異，分述如下。
一、學說見解
學說認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並非承攬關係，理由大約有三：
（一）承攬人對於工作物之完成，多有其相當之自主性，與保險經紀人通常
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不同54（下稱理由①）。
（二）承攬關係中，定作物的所有權通常為承攬人所有，定作人若欲取得定
作物所有權，承攬人須再為一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而保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
洽訂保險契約時所為的法律行為的效力直接歸屬於本人，無須再為任何移轉行
為，故二者之法律關係與承攬仍有別55（下稱理由②）。

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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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由指
立
（三）舊保險法第 9 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

出，由於保險經紀人除代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外，實務上亦參與保險相關之諮詢

‧ 國

學

或風險評估等工作，故縱保險契約未能成立，其無法獲得佣金報酬，仍應使其得
獲得專業之服務酬勞，從而 2007 年修正後保險法第 9 條即將原條文之「洽訂保

‧

險契約」擴大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將「收取佣金」擴大至「收

y

Nat

取佣金或報酬」。對照新舊法，以「保險經紀人須完成洽訂保險契約之工作」作

n

al

er

io

由③）。

sit

為保險經紀人報酬請求之基礎的色彩已被淡化，此即與承攬產生差異56（下稱理

二、本文見解

Ch

engchi

i
Un

v

與學說見解所持之結論相同，本文亦認為保險經紀人就「代要保人洽訂保險
契約」之給付內容，與要保人間應非屬承攬關係。惟針對學說提出之理由，本文
有不同的看法。
（一）理由①以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代理關係不若承攬人在承攬
關係中具備獨立自主性為由，認其與要保人間非屬承攬關係。此一說法中隱含的
子命題為：代理關係多不具獨立自主性。然而此一子命題是否精確？誠然，代理
人須依本人之指示為其處理事務，惟此並不表示代理人於處理事務時不具獨立自
54
55
56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2。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6-367。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2-173。

16

DOI:10.6814/NCCU202000616

主性，蓋代理人在代理關係內是否具獨立自主性尚需視具體授權內容而定，而縱
本人所給予的指示在形式上已臻明確，如何對該指示進行解讀，代理人仍有獨立
行使權限的空間57。
（二）理由②主張，定作人若欲取得給付標的定作物之所有權，承攬人須再
為一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但在保險經紀關係內，保險經紀人之工作為「洽訂
保險契約之完成」，而作為給付標的之「締結契約之法律行為的效力」係直接歸
屬本人，故二者有別。此一理由誠值商榷。
學者此處所謂須再為所有權移轉之承攬契約，應屬不規則承攬58（且為承攬
人已替換定作人原先供給的材料之情形）或製作物供給契約。二者是否為單純的
承攬契約，抑或實係混合契約，不無爭議59。尤其在製作物供給契約之情形，我
國通說多採「當事人意思說」，認製作物供給契約之定性，原則上應先解釋當事
人之意思，若契約偏重工作物財產權之移轉，則應將之定性為買賣契約；反之，

政 治 大
所偏重時，則將之定性為混合契約：就工作物完成之部分適用承攬規定，至於工
立
若契約目的偏重工作物之完成，則應適用承攬之規定；而若當事人意思不明或無
作物財產權移轉之部分則適用買賣規定60。從上開爭論可看出，工作物所有權移

‧ 國

學

轉之部分並非承攬契約之典型內容，毋寧更接近買賣契約，理由②以此作為認保
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非屬承攬關係之論據，似有未當。

‧

（三）承攬關係之核心為「工作之完成」，理由③從保險法第 9 條之沿革觀

y

Nat

之，認為保險經紀關係中完成「洽訂保險契約」之工作的色彩已被稀釋，洵屬的

sit

論。事實上，保險經紀人「完成保險契約之洽訂」所得之佣金係向保險人收取，

er

io

縱學者有謂該佣金的來源為要保人所支付的保險費61，但就形式而言，保險經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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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人非僅為要保人而給付勞務者，毋寧更接近一種斡旋於保險人與要保人間之角

ni
Ch
色，而具備居間契約之特徵，此將於下文詳述。
U
engchi
57

代理人在代理關係內的裁量權限，本文於第三章、第二節、第四項、第二款有更詳細的說明。
不規則承攬契約中，工作物之材料雖屬由定作人所供給者，但承攬人有以替代物變更所原材
料之權。詳參：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中）
，自版，頁 43，2008 年 8 月初版。
59
就不規則承攬而言，雖通說以之為單純承攬契約，認縱承攬人有材料替換權，不規則承攬仍以
工作物之完成為契約主要目的；惟另一方面卻又認工作物之所有權，應解釋為先由承攬人原始取
得，再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使定作人繼受取得。詳參：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中）
，自版，頁
26，2007 年 2 月初版。邱聰智教授則認為，縱於不規則承攬，工作物所有權應由定作人原始取
得，以符合認不規則承攬為單純承攬之見解。詳參，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45。
60
實務見解可參考最高 59 年台上字第 1590 號判例：
「買賣乃法律行為，基於買賣取得不動產之
所有權，非經登記不生效力，與承攬之定作人原始取得工作物所有權之情形不同。至所謂工作物
供給契約，即工作物全部材料由承攬人供給者，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財產權之移轉時，仍
不失為買賣之一種。」惟邱聰智教授認為當事人意思說有解釋困難、以偏概全之缺失，應以材料
是否含於報酬作為判斷標準。若是，則屬承攬契約；若否，則屬混合契約，就材料供給部分適用
買賣規定，就完成工作部分始適用承攬規定。詳參，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48-49。
61
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193。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6。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惟亦
有學者指出，保險人之各種支出、理賠或費用大部分皆出自保險費，如此解釋是否符合當事人真
意，須更多證據證明方為妥當。詳參：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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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居間契約

按民法第 565 條規定，居間為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
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保險經紀人位處保險人與要保人之間，除為
要保人尋求適合的保險契約外，亦協助保險人進行風險篩選，並收取佣金。就此
角度以觀，民法學者有稱保險經紀契約為保險居間者62。惟將保險經紀契約定性
為居間契約是否妥當，學說上有所爭論，詳述如下。
一、學說見解
學說有認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非可適用民法上居間規定者，其所持理由大致
如下63：

立

政 治 大

（一）居間契約一經成立，居間人即可請求報酬，縱契約因故解除，對其已

‧ 國

學

獲得之報酬並無影響；惟保險經紀人則否（下稱否定理由①）。
（二）居間人因媒介應得之報酬，原則上由契約當事人雙方平均負擔64，惟

‧

保險經紀人之佣金係由保險人所支付（下稱否定理由②）。

y

Nat

（三）居間人就其媒介所成立之契約，無為當事人給付或受領給付之權65，

er

io

理由③）。

sit

從而自亦無代理委託人之權；惟保險經紀人則多為被要保人之代理人（下稱否定

al

n

iv
n
C
理理賠、或代保險人收取保費，若保險經紀人作為居間人而無為當事人給付或受
hengchi U
領給付之權，則顯然與實際情形相違66（下稱否定理由④）。
（四）此外，另有學者認為，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常代被保險人處

在否定說之外，有學者採取肯定見解，其主要理由為：上述有關「保險經紀
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67」或「保險經紀人在訂約前是要保人之代理人，於訂約後
是保險人之代理人68」之主張，係將保險法第 9 條之「洽訂保險契約」誤解為「保
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向保險人為要約」後所得出，似不能正確詮釋保險經紀人位

62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23-324。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252。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7。
64
民法第 570 條：
「居間人因媒介應得之報酬，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契約當事人
雙方平均負擔。」
65
民法第 574 條：
「居間人就其媒介所成立之契約，無為當事人給付或受領給付之權。」
66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3。
67
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193。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
68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自版，頁 32，1981 年二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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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保險人與要保人間撮合訂立契約之性質。因此，保險經紀契約原則上仍應屬居
間契約，保險經紀人僅在獲授權時，始復為代理人69（下稱肯定說）。
二、本文見解

就保險經紀契約是否具居間契約之性質，本文同肯定說之見解。針對採否定
說學者所提出之三項理由，則提出反對意見如下：
（一）否定理由①認為保險契約嗣後若經解除，則保險經紀人多須返還佣金，
此與居間契約並不相同。此項立論是否妥適，須先釐清居間人所居間締結之契約
若有自始無效、經撤銷、解除、終止等情形，居間人是否須返還報酬？
就居間締結之契約自始無效與經撤銷之情形，民法第 568 條立法理由謂居間

政 治 大
情形，居間人應不得請求報酬；而若已受領報酬，則應依不當得利相關規定返還
立
之報酬於居間人依報告或媒介契約成立後支付，故當契約有自始無效或經撤銷等

70

。就解除而言，我國實務見解認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居間人即得請求

‧ 國

學

報酬，縱契約嗣後因故解除，對居間人已獲得之報酬並無影響71。學說對此亦表
贊同72，並認為於契約經終止的情形，應作相同解釋73。

‧

另一方面，在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所招攬之保險契約如有要保人行

y

Nat

使契約撤銷權，或經終止、解除等情形，致保險公司須將保險費返還與要保人時，

n

al

er

io

sit

保險經紀人多須依所退還保險費之比例退還佣金與保險人74，此與居間關係中的

69

Ch

engchi

i
Un

v

劉宗榮，前揭註 50，頁 112。另參林群弼，保險法論，三民，頁 102，2008 年 9 月三版。須注
意者，劉宗榮教授於書中之原文為：
「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具有居間性質，旦例外情形，在訂約之
後獲得保險人授權時，又具有保險人之代理人性質的觀點。」其所僅提及「保險人之代理人」
，
惟觀察該段落之上下文脈絡，應泛指「要保人之代理人」與「保險人之代理人」
，故本文於此作
如此解讀。
70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32。
71
最高法院第 49 年台上字第 1646 號判例：
「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
其後契約因故解除，於其所得報酬並無影響。」
72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33。
73
實務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2929 號判例：
「媒介居間人固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
立時為限，始得請求報酬，但委託人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
由自己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依誠實信用原則，仍應支付報酬。又委託人雖得隨時終
止居間契約，然契約之終止，究不應以使居間人喪失報酬請求權為目的而為之，否則仍應支付報
酬。」
74
銀行、證券商、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合作推廣契約書範本第 8 條第二項：
「已
招攬之保險契約如有依法無效、要保人行使契約撤銷權，或經終止、解除或違反第十九條第五項
等情形時，致使乙方［編按：保險人〕須返還保險費予要保人時，甲方［編按：保險經紀人〕所
領之佣金應按乙方退還保險費比例退還佣金予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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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規範似有所不同75。然而，觀察民法中有關所居間締結契約的效力與居間人
報酬之關係的明文規定，僅有民法第 568 條76，且該條規定主要在強調居間人請
求報酬的前提係契約「成立且生效」，並無就契約已成立且生效，惟嗣後經解除
或終止的情形，居間人是否應返還報酬為任何規定。誠然，居間關係之本質僅在
媒介契約成立，契約一經成立並生效，居間人即得請求報酬，嗣後除有經撤銷之
情形外77，應不影響居間人之報酬；惟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保險經紀實務上就
此另有特別約定似亦無不可78，否定理由①以此作為否定保險經紀契約之居間性
質顯有未當。
（二）否定理由②謂居間人之報酬原則上由居間締結之契約的雙方平均負
擔，保險經紀人之佣金卻係由保險人支付，故保險經紀契約非居間契約云云；惟
民法第 570 條就此設有「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之規定，可知本條有關
居間人報酬之分配僅為原則性規範，得配合保險經紀實務上之慣習而為彈性的處

政 治 大
（三）否定理由③稱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無為當事人給付或受
立

理。

領給付之權的居間人自無法作為要保人之代理人；惟誠如前揭肯定說所言，保險

‧ 國

學

經紀人非必然為要保人之代理人，故否定理由③所持見解並不精確。而否定理由
④關注保險經紀人常需代保險人收取保費、代被保險人處理理賠之面向，從而得

‧

出民法第 574 條無法說明保險經紀關係，就邏輯而言較否定理由③來得正確；惟

y

Nat

若仔細探究，似得於此基礎上再為更深入的解釋。民法居間契約所著重者為契約

sit

之媒介，對於因而成立之契約是否履行，本與居間人無關79；保險經紀關係亦同。

n

al

er

io

詳言之，保險經紀人最主要的業務內容係「洽訂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之後是否

v

及如何履行，原則上與保險經紀人無涉，僅於保險經紀人代保險人收取保險費或
75

Ch

engchi

i
Un

值得注意者，在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 221 號判決中，法院雖認定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之
法律關係為居間契約，但以雙方有關報酬返還之約定即「乙方（即上訴人）
〔編按：保險經紀人〕
招攬業務中如有依法無效、契約撤銷或違反告知解除契約之保件或其他原因原因致退還保險費
予要保人者，其所領之報酬應悉數返還甲方（即被上訴人）
〔編按：保險人〕
，本合約〔保險人與
保險經紀人間之保險經紀人合約書〕終止後亦同」為由，認保險契約的「有效成立」為保險經紀
人之報酬給付請求權的停止條件。觀察判決理由，法院似不認為保險經紀實務上有關報酬返還之
特別約定與居間之規範有所抵觸；惟本件係保險人與要保人「合意終止保險契約」
，就契約效力
而言，系爭保險契約業已有效成立，終止亦非使契約無效，法院似有法律概念之違誤。
76
民法第 568 條：
「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第一項）
。契約
附有停止條件者，於該條件成就前，居間人不得請求報酬（第二項）
。」
77
民法第 114 條：
「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第一項）
。當事人知其得撤銷或可得而知
者，其法律行為撤銷時，準用前條之規定（第二項）
。」
78
另有學者認為，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固得約定若要保人依法或依約撤銷其投保之意思表示，
則保險經紀人應返還其所受領之報酬。但在要保人依法或依約無（或已無）撤銷保險契約之權利，
而仍與保險人合意撤銷或廢止保險契約之情形，要保人與保險人應自行承擔因此所生之損失，不
得影響保險經紀人已取得之報酬請求權，否則將與誠信原則有違。詳參：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
79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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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被保險人處理理賠時，保險經紀關係始由單純之居間關係，質變為具委任或代
理關係之特徵者。
從而，本文認為，針對保險經紀契約是否為居間契約一問，精準的回答應係：
就保險法第 9 條中有關「洽訂保險契約」之部分，應屬居間關係當無疑問，惟若
保險經紀人於洽訂保險契約外，依與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之約定，尚負代收保險
費、代為處理理賠等義務者，則有再成立委任契約或代理關係之可能。換言之，
居間、委任、代理關係，三者非互斥，而為併存。下文即就委任與代理關係展開
論述。
第三目

委任契約

按民法第 528 條規定：「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

政 治 大
理「洽訂保險契約」之事務，就此觀之，似可認保險經紀契約屬委任契約。惟就
立
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保險經紀人係受要保人委託，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處
保險經紀契約是否屬單純之委任契約，仍有討論空間，詳述如下。

‧ 國

學

一、學說見解

‧

y

Nat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基礎契約關係為委任契約，此為國內多數學者所持

sit

見解 80 。有疑問者為保險經紀人基於委任契約所應負之注意程度為何？民法第

er

io

535 條係以受任人是否受有報酬而異其注意義務，有償委任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

al

n

iv
n
C
與處理自己事務之同一注意即可（即具體輕過失）。
hengchi U
在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之報酬係由保險人所支付已如前述，故其似

務時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即抽象輕過失），而無償委任之受任人僅須負

不需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委任事務，而此顯不足以保護要保人。就此，學說
上有認，保險經紀人由保險人處取得之佣金，係來自要保人所支付的保險費，故
保險經紀契約仍屬有償委任，保險經紀人於實務上僅得向保險人請求佣金，不過
係保險經紀人制度之特別規範81。
二、本文見解

80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5-366。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193。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6。相同見解，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惟亦有學者對此見解持
保留意見，詳參：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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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前揭學說見解，本文並不否認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基礎契約關係為委任
契約，惟不贊同逕認保險契約為單純委任契約之看法，理由詳述如下。
（一）委任為典型之勞務契約，非屬其他法定勞務契約者，即屬委任契約82。
換言之，絕大多數的勞務契約皆得被定性為委任契約，而將一勞務契約定性為委
任契約，實際上無法凸顯該勞務契約與其他勞務契約之不同。此外，就體系構成
而言，即便係民法所規定的有名勞務契約如：經理人、居間、行紀、寄託、倉庫
等，在性質上仍為特殊委任，故委任之規定對其仍有適用83。
因此，將保險經紀契約定性為委任契約應為無法將其定性為其他契約後之不
得不的決定84。況且，縱如前述將保險經紀契約中有關「洽訂保險契約」之部分
定性為居間契約，由於居間契約性質上為特殊委任，於得互為相容之部分，亦不
排斥委任之適用。

政 治 大
範圍可能包含：①保險契約之洽訂。②要保書及相關文件之遞送。③保險單、保
立

（二）觀察「保險經紀委任合約書樣本」第 2 條，要保人委任保險經紀人的

險證、批單或理賠申請書之轉交。④風險規劃及保險理賠申請服務。⑤其他依法

‧ 國

學

令規定所許可並經要保人授權同意之保險相關業務。誠然，若具體個案中，保險
經紀人之業務範圍包含上開所有列舉條項，則將保險經紀契約定性為居間契約，

‧

顯然不足；惟若保險經紀人之業務範圍只限於「保險契約之洽訂」，則將保險經

y

Nat

紀契約定性為單純居間亦無不可。事實上，學說上亦有主張應依照個案，定性為

al

n

代理關係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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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sit

居間與委任之混合契約85，誠值參考。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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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保險法第 9 條將保險經紀人定位為「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
提供相關服務之人」。此定義看似已就保險經紀人位處要保人方之立場作了明確
的劃定，惟若僅就條文文字觀之，保險經紀人實際上是否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仍
有疑義。針對此問題，討論如下：
第一目

學說見解

82

民法第 529 條：
「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
規定。」
83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194、202-203。
84
學者有認綜合斟酌民法第 528 條及第 529 條之規定，委任之定義應為：
「稱委任者，當事人約
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不屬於法律所訂其他契約種類之契約。」詳參：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190。
85
林勳發、林建智、汪信君主持，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與規範，載：保險契約法相關法律問題
及其解決對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9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頁 64，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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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上有認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訂約代理人，基於其專業能力「代要保人
訂立契約」，而又基於此地位，保險經紀人可代要保人向保險人為意思表示，如
終止契約、解除契約，亦得代受保險人之意思表示86。惟觀察保險法第 9 條文義，
「洽訂保險契約」所指涉者應為「洽商」訂立保險契約，故訂立契約之權仍在要
保人，保險經紀人僅在復得要保人授權之情形，始得代要保人訂立保險契約87。
此種將「洽訂保險契約」與「代理要保人向保險人要約」分別看待的見解，即為
採居間說之學者所主張88。
第二目

本文見解

保險經紀人是否為要保人之代理人，須視其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所提供者究為
何種服務而定。考察實務情形及參考「保險經紀委任合約書樣本」第 2 條，保險

政 治 大
間媒介）、相關文件之遞送、保險費之代收，以及要保書、保單、理賠申請書等
立
經紀人可能的業務範圍包含：一、保險契約之中介，之中包括保險契約之洽訂（居

相關文件之遞送。二、風險規劃。三、理賠申請服務。以下分別就各該情形進行

‧

‧ 國

學

討論。

一、保險契約之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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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契約之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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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說見解之分歧來自於對「洽訂」一詞的解釋有所不同。若將「洽訂」解為「洽
hengchi U
商並訂定契約」，則保險經紀契約似屬非有代理權不能為法律行為之契約，除有
針對保險契約之洽訂，保險經紀人是否與要保人間成立代理關係之問，前述

特別之情形，應認為要保人於與保險經紀人締結保險經紀契約時，同時有授與代
理權之默示同意89，從而似得推導出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訂約代理人之結論。
然而，上述見解是否妥適，仍有待商榷90。本文認為，保險法第 9 條中的「洽
訂」一語應如何解釋，應實際觀察保險經紀實務之情形，否則有關「包含洽商並
代訂定契約之意」及「僅有洽商之意」之解釋上的分歧，充其量只是說文解字一
86

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193。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5。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3-374。
88
劉宗榮，前揭註 50，頁 112。
89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4、369。
90
過往文獻有提出類似疑問者，惟該文結論僅為須視實際個案運作決定保險經紀人之地位，非
謂保險經紀人依保險法第 9 條之規定即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並未深入探究。詳參：羅俊瑋、王寶
慶，由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論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之認定，萬
國法律，第 165 期，頁 43-44，2009 年 6 月。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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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爭論而已。就此，觀察保險經紀實務，發現保險經紀人雖基於被保險人之利
益洽訂保險契約，惟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商品，最終決定權仍歸屬於要保
人。換言之，在要保人已決定與特定保險人締結特定保險契約之情形，相較於「代
要保人向保險人為要約之意思表示」的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之地位毋寧更接近「向
保險人傳達要保人之要約之意思表示」的使者91。而就此以觀，保險經紀人僅在
媒介雙方締結保險契約。再者，此一媒介行為非屬法律行為92，故在「僅有法律
行為得為代理」之基本原則下93，保險法第 9 條之「洽訂保險契約」，應解為「洽
商」，而不包含「締結契約」之法律行為。
（二）保險契約之招攬
1. 相關文件之遞送

政 治 大
文件所表彰之意思表示內容不同，而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以下即分就要保書與
立
就相關文件之遞送而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是否成立代理關係之問，依

保險單遞送之情形加以討論。

‧ 國

學

(1) 要保書之遞送

首先，誠如前述，要保人欲向何保險人締結何種保險契約，此一最終決定權

‧

歸屬於要保人，故保險經紀人代要保人遞送要保書之行為，僅在傳遞要保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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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思表示，保險經紀人並未自為意思表示，故就此部分而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

sit

間成立並未代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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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險單之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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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示，而在此部分成為要保人之代理人？欲回答此一問題
h e n g c h i U ，須先釐清保險單之性質。
保險單是否等同於保險契約，而為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此問題涉及保險
就保險單之遞送而言，保險經紀人是否代要保人受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

契約是否為要式契約之爭論。我國多數學說94及部分司法實務95採否定見解，認
為保險單僅是保險契約之證明文件，保險契約於一方同意交付保費，他方同意承

91

代理人與使者的差異在於代理人係「自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使者乃在傳達他人之意
思表示。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51，頁 311。
92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19。
93
王澤鑑，前揭註 51，頁 309。
94
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34。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42-43。汪信君、廖世昌，保險法理論與
實務，元照，頁 15，2010 年 9 月二版。劉宗榮，前揭註 50，頁 63-65。
95
如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59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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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其危險時，即告成立96。惟較多數的司法實務採取肯定見解，其主要以保險法
第 43 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為由，而認保險契約為要
式契約，故縱要保人與保險人就投保與同意承保業已於口頭上達成合意，保險契
約仍未合法成立97。
本文於此所欲處理的問題為，保險經紀人代為遞送保險單與要保人之行為，
是否屬代要保人受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而就結論而言，不論保險單是否
為保險契約，均不影響此問題之結論。詳言之，若保險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則保
險單當然非屬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於保險人簽發保險單，經由保險經紀
人遞送給要保人之情形，保險經紀人非在代要保人受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
示，從而自非要保人之代理人。
而若認保險契約為要式契約，結論與採不要式說相同，差別僅在理由不同。
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一般可分為一般成立要件與特別成立要件。前者指涉當

政 治 大
定方式（要式契約）、或須交付標的物契約始告成立（要物契約）
立

事人、標的、意思表示三要件；後者則係個別法律行為特有的要件，如須踐行一
98

。從而，所

謂要式契約的「要式行為」並非意思表示，毋寧僅係使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後，

‧ 國

學

為使契約成立的一個特別要件。準此以觀，保險單縱為保險契約成立要件之一，
亦非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而保險經紀人縱受代為遞送保單之委任，亦不

‧

成為要保人之代理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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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險費之代收

er

io

保險費為保險契約作為雙務契約的對待給付之一100，保險經紀人固得代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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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保險人授權而無受領保險費之權
h e，n則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與保險經紀人之行為
gchi U
保人給付保險費於保險人，惟縱要保人授權保險經紀人代其繳交保險費，若後者

96

認保險契約應為不要式說之學者所持理由大致有以下數點：1. 自民法的角度而言，契約自由
之內涵包含方式自由，保險契約為債權契約，原則上應以不要式為原則。2. 保險契約之內容多
由保險人預先擬定，要保人鮮有機會更改，故並無要求保險契約之要式性的必要 3. 保險慣例上，
保險人於訂約前後均會簽發暫保單或保險單，故縱時間久遠，亦不生權義內容混淆之虞。4. 保
險契約之法律關係一般僅涉及要、被保險人、受益人及保險人，與社會大眾無關，故無公開宣示
之必要。5. 若採要式說，則於部分有時間急迫因素考量的險種（如旅行平安險）
，仍須待保險人
簽發保險單保險契約始告成立，多不符合實際需要。6. 若採要式說，則將延後被保險人獲得保
險保護之時間，對其甚為不利。詳參：劉宗榮，前揭註 50，頁 63-65。
97
最高法院 53 年度台上字第 3690 號判決、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246 號判決、70 年度台上
字第 2818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1886 號判決參照。值得注意者，前揭採不要式契約說之學
者有認就法律解釋論而言，保險契約為要式契約，僅於立法論上認應修正為不要式契約。詳參葉
啟洲，前揭註 47，頁 34。
98
王澤鑑，民法總則，自版，頁 271，2012 年 8 月。
99
惟須注意者，實務上仍由保險經紀人代受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此處僅謂該意思表示
不存在於保險單上而已，就代受保險人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而言，保險經紀人應屬要保人之代理
人。
100
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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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險人而言未生清償效力，是以就代收保險費之部，相較於保險經紀人是否為
要保人之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是否為保險人之代理人而使要保人給付保險費之行
為生清償之效力之問，顯然更為重要，此將於下文詳述。
二、風險規劃
一般而言，保險經紀人所提供的風險規劃不外乎「保單健檢」與「購買新險
時之諮詢建議」。前者為保險經紀人檢視要保人既有之保險保障，輔助判斷是否
有保險金額不足須再為增購，抑或衡量要、被保險人之實際生活情形，檢視現有
保險保障是否已不再需要之服務；後者則如要保人於投保新保險時，由保險經紀
人協助判斷該投保是否切合其實際需要等。若保險經紀人在媒介保險契約外，尚
有立於風險規劃者之立場而提供要、被保險人相關諮詢建議之可能，則將可能進

政 治 大
至於要保人若委任保險經紀人為風險規劃，雙方間是否因此成立代理關係之
立

而開啟其是否負有適合性義務之討論。

問題，原則上需視風險規劃的實際內容為何而定。本文認為，至少在上開所列舉

‧ 國

學

的範圍內，單純風險歸劃之委任並不因此使保險經紀人有代要保人為相關法律行
為之義務，故二者間就此亦非成立有代理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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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賠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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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為債權契約之一種，保險人之給付義務為於保險契約所約定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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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01
C
之方式，依保險契約之規定，行使其保險金給付之請求
h e n g c h i U ，故為法律行為之一種，
保險經紀人得經授權而代要保人為之。
事故發生時，給付約定的保險金，而被保險人為保險理賠之申請，係以意思表示

保險實務上保險經紀人常代被保險人處理理賠申請相關事務，與保險契約之
締結的相異處在於，此時相較於使者，保險經紀人的地位更近於代理人。換言之，
於保險契約之締結中，要保人握有決定欲向何保險公司投保何保險契約之權，保
險經紀人僅係輔助其作成決定，甚或僅係代為意思傳達之人。然而，於理賠申請
情形中，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通常直接通知保險經紀人，希望其能代為處
理與理賠相關的所有事宜，例如：此次出險是否符合保險契約上所訂之保險金給
付事由？有無除外條款之適用？得獲取多少數額的保險金？甚至是出險通知書
之填寫，被保險人往往全數委由保險經紀人處理、代為遞送，僅在過程中配合簽
101

關於法律行為之意義，得從以下三個面向掌握：1. 法律行為係一種法律事實，其作成得發生
一定權利或法律關係的變動。2. 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要素。3. 法律行為在於發生私法上之效
果。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98，頁 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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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交付相關證明文件而已。因此，於通常情形，就理賠申請服務之部，可認保
險經紀人通常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
第三款

小結

從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中可看出保險經紀人之主要業務為「洽訂保險契約」與
「提供相關服務」。而誠如學者所言，伴隨著保險商品與保險業務的多樣化，保
險經紀人所承擔的角色亦可能隨之不同，的確難以一概而論102。惟總結本文上開
討論，仍可理出一較為清晰的邏輯架構，即：就單純「洽訂保險契約」而言，保
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應為居間關係，除有獲要保人之特別授權外，保險經紀人原
則上非要保人之訂約代理人。就屬於「其他服務」之要保書與保險單之遞送、風
險規劃與理賠申請服務而言，因非屬居間契約可涵蓋之業務範圍，故保險經紀人

政 治 大
要保人間除委任契約外，則通常另成立代理關係。
立

與要保人間均成立委任契約；而在理賠申請、代交保險費之情形，保險經紀人與

‧ 國

學

第二項

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之關係

‧

承前所述，保險法第 9 條旨在劃定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保險人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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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間之立場差異，對於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保險人之間的契約關係如何定性，

sit

並未有任何著墨。然而，保險經紀人既位處於要保人與保險人之間，自不可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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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間無任何法律關係，而對該等法律關係之理解，亦復有助於理解其與要保

v

人間之利益衝突結構。以下爰就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之契約關係與代理關係討論
之。
第一款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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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關係

就契約關係而言，學說與實務上大致有兩種見解：居間契約與委任契約，分
述如下。
第一目

居間契約

一、學說見解

102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4。

27

DOI:10.6814/NCCU202000616

採居間說之學者認為，保險經紀人之主要工作為居於要保人與保險經紀人
間，撮合訂立保險契約，故與保險人間應屬居間關係103。值得注意者，採此說之
學者大致上係將保險法第 9 條之「洽訂保險契約」作「洽商」之解讀，故就締結
契約而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保險人間均係成立居間契約。
二、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實務見解有認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屬契約關係者，其理由與前述
學說見解大致相同，均從保險法第 9 條出發，認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
益，向保險人洽訂契約，但非逕為代訂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仍係由要保人與保險
人雙方自行簽訂，故除保險法明文規定保險經紀人之佣金轉向保險人收取外104，
依保險經紀人所處理事務之性質而言，仍係從事報告訂約機會之人，故於招攬保

政 治 大
他事項如收取第一期保費及文件之交付等，則屬代理人之性質
立

險之事項，雙方間應屬居間關係而非委任關係，優先適用民法居間之規定；而其
105

‧ 國

學

第二目

。

委任契約

‧

一、學說見解

y

Nat

sit

學說上有認，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有代保險人受領要保人應交付之保

er

io

費、處理小額理賠，甚至是代為招攬保險契約之可能，而上開業務保險人得以契

al

v

n

約委任或單獨授權保險經紀人代理權之方式為之106。就此以觀，隨保險經紀人之

ni
Ch
業務內容不同，其與保險人間亦可能成立委任契約。
U
engchi
二、實務見解

實務上有認保險經紀人係受保險人之委任，為其招攬、推展人身保險業務之
人，二者之法律關係屬委任契約。由於此關係乃立基於雙方當事人之信任關係，

103

劉宗榮，前揭註 50，頁 112。
舊保險法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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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文業已於 2007 年修正。
105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1 號民事判決參照。二審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字第 177 號
民事判決及一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111 號判決採相同見解。相同見解：臺灣高
等法院 94 年度上字第 791 號判決
106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6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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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已失其信任，自不能強其委任關係之繼續107。從而，
法院認雙方契約中「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保險本契約」與民法
第 549 條第一項108相同，均屬獨立之終止權，非謂若一方有其他契約所規定之終
止事由109，他方均須定一個月以上期間始得終止契約。另一方面，亦有實務見解
從舊保險法第 9 條之規定出發，認保險經紀人係受保險人委任而與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洽訂保險契約，並受領該保險人所給付之佣金，故與保險人間應屬委任關係
110

。
第二款

代理關係

誠如前述，保險經紀人是否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視其所處理之事務內容而定。
保險經紀人是否為保險人之代理人，實際上亦取決保險人是否有授與保險經紀人

政 治 大

代理權。以下即就學說及實務上就保險經紀人可能為保險人之代理人之情形分別

立

討論之。
學說見解

‧

‧ 國

學

第一目

學說上認為保險經紀人可能為保險人之代理人之情形大致上有以下三種：保

sit

y

Nat

險契約之締結、保險費之代收，以及小額理賠之處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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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契約之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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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險法第 9 條僅規定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而洽訂保險契約之
hengchi U
人，除並未明文規定保險經紀人是否為要保人之訂約代理人外，亦未就其得否代
理保險人締結契約有所置喙。學者有認，保險公司雖多委任保險經紀人為其招攬
契約，但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人多未授權保險經紀人代其締結契約112，故於保
險契約締結之部，保險經紀人非屬保險人之代理人。
107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276 號民事判決。二審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 761 號民事
判決及一審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056 號民事判決採相同見解。
108
民法第 549 條第一項：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
109
如本案中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之「保險經紀人合約書」書中即有：
「乙方〔編按：保險經紀人〕
若以不誠實或不道德之方法招攬保件或增員，查獲屬實並足以影響甲方信譽者，甲方〔編按：保
險人〕得逕行通知乙方終止本合約」
、
「乙方〔編按：保險經紀人〕如有違反本合約之約定或其他
足使甲方〔編按：保險人〕蒙受損失之情事者，甲方〔編按：保險人〕得逕行通知乙方〔編按：
保險經紀人〕終止本合約」等可歸責於保險經紀人之終止事由。
11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簡上字第 7 號判決。
111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2-373。
112
江朝國，前註，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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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費之代收
現行保險法並未明定保險經紀人有代收保險費之權限，故保險人有無代收保
險費之權限，應視個案中保險人有無授權保險經紀人而定113。就首期保險費之收
受而言，為避免降低潛在要保人的投保意願，保險人多會授與保險經紀人收受首
期保險費的代理權114，要保人若將首期保險費交付與保險經紀人，對保險人即生
清償之效力115。此外，學說亦有認，縱保險經紀人未獲保險人授權代收首期保險
費，若其於收受保險費的同時亦一併將送金單交付與要保人，則因送金單中往往
有壽險公司負責人之簽名或蓋章，故解釋上仍可能因構成表見代理而對保險人生
清償之效力116。
就續期保險費而言，保險實務上保險人多未授權保險經紀人代收，故若要保
人將續期保險費交付與保險經紀人，則不生清償之效力117。惟亦有學者認，若於

政 治 大
縱保險經紀人未獲授權，要保人依情形亦可主張保險經紀人之收受構成表見代
立

保險通例上肯認保險經紀人有代收首期保險費之權限，則在續期保險費之情形，
理，從而其將續期保險費交付與保險經紀人之行為，對保險人而言亦生清償之效

‧

‧ 國

學

力118。

三、小額理賠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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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實務上，對於理賠數額較小的保險事件，依約定或習慣，保險經紀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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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得代保險人給付保險金，而於結算時再由保險經紀人的應交保費中扣除，因此

v

n

就處理小額理賠之部，保險經紀人應屬保險人之代理人119。
第二目

實務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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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險契約之招攬而言，誠如前述，較多數之實務見解以保險法第 9 條規定
為依據，認為保險經紀人係代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故為要保人之代理人。惟亦
有實務見解認為，保險實務上保險人為追求公司業務之營利，通常委任保險經紀
人為其招攬契約，此時保險經紀人同時扮演保險代理人之角色。而保險人既明知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葉啟洲，保險法，元照，頁 143，2019 年 3 月六版一刷。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5。
葉啟洲，保險法，前揭註 113，頁 143。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194。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6。
葉啟洲，前揭註 113，頁 143。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6。
江朝國，前註，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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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於保險法之設計上係基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
務之人，仍委由保險經紀人為其招攬保險，應認其已許諾保險經紀人得代理其招
攬保險契約。從而，在保險契約之招攬過程中，保險經紀人若有不實告知之情事，
保險人應與自己之行為負同一責任120。
值得注意者，法院並非在所有情形中均認保險經紀人為保險人之代理人，就
保險經紀人得否代保險人受領申請復效之意思表示121及第二期保費122之情形，實
務上亦有採否定見解者。
第三款

本文見解

第一目

我國保險經紀實務之現況

政 治 大
之保險經紀人公司而言，實際上接觸客戶者為其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而就個人
立

我國之保險經紀人分為公司組織與個人執業經營二種方式。就公司組織經營

執業之保險經紀人而言，其可能受僱於保險經紀人公司或兼營保險經紀業務之銀

‧ 國

學

行而擔任簽署人123，亦可能經營個人之保險經紀人事務所。過往要保書上僅有業
務員簽名的欄位，在個人執業之保險經紀人非登錄之保險業務員、且保險經紀人

‧

管理規則中就要保書欄位之簽名亦無相關規定之情形下，為免麻煩，實務上保險

y

Nat

人索性多拒收此類保險經紀業務124。從而，個體保險經紀人若欲執行媒介締結保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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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之業務，多半靠行於保險經紀人公司，將其所媒介之契約委由保險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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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0 年度保險字第 6 號民事判決、101 年度保險字第 2 號民事判決、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791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1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9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字第 220 號民事判決。
12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度雄簡字第 1669 號民事判決：
「保險經紀人既係受要保人、被保險
人之委任，基於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利益，代要保人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而收取佣金，保險經
紀人實乃利用其豐富經驗代要保人訂約而已，較屬保險掮客或居間媒介之關係，尚不得遽認保險
經紀人係屬保險人之使用人。⋯⋯縱如原告所述係於 105 年 2 月 18 日申請，並將申請書交由被
告台名保經，由被告台名保經代原告送件，惟被告台名保經並非被告安達人壽之使用人或代理人，
縱使原告申請復效之意思表示到達被告台名保經，對被告安達人壽亦不生任何效力。」
122
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保險字第 59 號判決：
「被告公司〔編按：保險人〕並未授權永達公司或
甲○○○〔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員〕收首期保險費以外之保險費，永達公司亦未對甲○○○相同之
授權，被告更毋庸負何表見代理之責任，甚者，原告〔編按：要保人〕匯款及交付現金予甲○○
○目的非為給付保險費，從而，自難認原告已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
123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7 條第二項：
「經紀人公司及銀行應任用經紀人至少一人擔任簽署工
作，向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其人數並應視業務規模及登錄保險業務員人數，由經紀人公司及
銀行作適當調整，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視情況，要求經紀人公司或銀行增加任用經紀人擔任簽署工
作。」
124
何佳玲、蔡宏智，台灣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簽署人制度之研究，保險專刊，第 30 卷 3 期，頁
317，2014 年。另請參照金管保壽字 10302155440 號（2015 年 2 月 17 日）
：
「核釋壽險公會建議
其會員公司於保險契約要保書或相關書表文件增列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專屬簽章欄位，並
於 104. 07. 01 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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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保險人交單。就佣金給付之部，則由保險人先向保險經紀人公司給付，個
體保險經紀人則復基於與該靠行之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報酬分配契約取得佣金。
此外，2015 年保險法修訂前，銀行多以轉投資之方式成立保險經紀人或保
險代理人公司，再以該公司之名義銷售保險。然而，因保險法第 163 條第五項增
訂後，銀行得擇一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125，各銀行遂紛紛開始將其
原先轉投資之保險經紀人公司或保險代理人公司納入其部門。弔詭的是，銀行在
將保險經紀人公司部門化時，往往多選擇成立保險代理人部門，如中國信託銀行
吸收合併中國信託保險經紀人公司、土地銀行吸收合併土地銀行保險經紀人公司
後均成立保險代理部126。雖有論者認為127，基於清楚劃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
人功能與角色之差異的立場，銀行選擇設立保險經紀人部門或保險代理人部門，
將與後續相關法令遵循有所連動128。然而，此種保險經紀人公司得經與銀行母公
司吸收合併而搖身一變成為保險代理人部門的現況，恰好凸顯了我國實務上保險

政 治 大
某種程度而言可能淪為一種一廂情願 。
立

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之角色混淆早已根深柢固之情形129，從而，政策上之美意於
130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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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說及實務見解之檢討

‧

承接前述，保險經紀實務之真實樣態為：由保險經紀人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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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要保人招攬保險契約，個體保險經紀人所媒介締結之保件乃屬少數。在我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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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經紀實務多為前者之情形下，本段所稱之「保險經紀人」僅指涉「保險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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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 163 條第五項：
「銀行得經主管機關許可擇一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並
應分別準用本法有關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之規定。」
126
聯合新聞網，土銀保經併入土銀 明年 1 月 1 日生效，https://udn.com/news/story/7239/4006659
（最後瀏覽日：2019/10/29）
127
工 商 時 報 ， 銀 行 設 保 經 代 部 門
轉 型 期 不 要 逾 一 年 ，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20000159-260210?chdtv（最後瀏覽日：2019/10/29）
128
例如若設立保險經紀人部門則得兼營產、壽險，設立保險代理人部門則否。
129
學說上亦有認，實務上保險人為追求公司業務之盈利，常會委任保險經紀人為其招攬保險契
約，而使保險經紀人扮演保險代理人之角色。詳參：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3。葉啟洲，前揭
註 5，頁 250。實務見解亦有指出此種保險實務現況者，如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7 年度保險上
字第 9 號判決：
「國內保險公司所推之團體保險保單，多係透過保險經紀人公司為之推廣，因保
單為定型化契約，保險經紀人實際上並非為被保險人利益洽訂保單，而係積極推廣該保單，以獲
取佣金，至保險公司亦因之而有保險費之收入，此亦為目前保險業之現狀。⋯⋯保險經紀人公司
在不知被保險人為何人之情形下，既先與保險公司簽約後，再尋覓被保險人投保，究其法律上性
質實與保險公司之業務人員，並無二致。」
130
另有學者認立法者試圖區分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屬性差異之意圖值得贊同，但在我國無
法明確將其定位的現況下，應透過行政監管的方式加以釐清。詳參：卓俊雄，論保險經紀人保證
保險之屬性——兼論要保人故意行為之可保性，高大法學論叢第 10 卷第 1 期，頁 155，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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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包含於擔任簽署人而未實際執行保險經紀業務之個體保險經紀人，亦
不包含靠行於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個體保險經紀人，合先敘明。
觀察上開見解可知，就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之契約關係而言，大致上分為委
任及居間兩說。採委任說者多認保險經紀人就保險契約之招攬、保險費之收受以
及小額理賠之處理有代理權，採居間說者則認，雖保險經紀人於保險契約之招攬
上非保險人之代理人，但就保險費之收受及文件之交付131應有代理權。兩相對照，
可知上開見解中最大的分歧在於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就「保險契約之招攬」究
屬何種法律關係。
針對內部契約關係而言，若僅從保險法第 9 條之文義觀之，保險經紀人之業
務僅為「洽訂」保險契約，與保險人間應屬居間契約無誤；惟誠如前述，我國保
險實務上，實際上與保險消費者接觸者多為該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
員，導致雖保險法第 9 條將保險經紀人定位於居間中介保險契約之人，但事實上

政 治 大
前述我國制度上對保險經紀人角色之想像與其實際情形間的巨大鴻溝。
立

其所執行之業務為「招攬」保險契約，此一「洽訂」與「招攬」之落差，即始於
而針對保險經紀人是否為保險人之代理人，進而使其相關行為之效力歸屬於

‧ 國

學

保險人之問，因相對於「洽訂」，保險經紀人之業務更接近「招攬」，故為保護
保險消費者，法院有採取肯定說之傾向，要求保險人為保險經紀人於招攬保險契

‧

約時之不當行為負同一責任。此見解雖與保險法第 9 條之制度本旨有所偏離，但

y

Nat

就權責之劃分較符合實務運作情形132。

sit

惟須注意者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5 條有關「保險招攬」之定義包含解

er

io

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及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

al

n

iv
n
C
如：法律行為方得代理，單純解釋保險商品及保單條款僅係事實行為，與代理無
hengchi U
涉）而定，尚不得逕以「保險經紀人係受保險人委任而為其招攬保險契約」為由
單等，保險經紀人是否為保險人之代理人，仍須視該行為是否符合代理之要件（例

而認保險經紀人為保險人之代理人133。
第三目

保險經紀人之雙重代理問題

131

保險經紀人代保險人交付文件予要保人，之間是否與保險人成立代理關係，仍須視所交付的
文件為何而定，尚難一概而論。
132
葉啟洲，前揭註 113，頁 142。
133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5 條：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司授權範
圍之行為，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損害依法負連
帶責任。業務員同時登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應依法負連帶
責任（第一項）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第二項）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
攬之行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列之行為：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二、說明填寫要保
書注意事項。三、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四、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第三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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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前所述，保險經紀人在特定情形可能同時為要保人或保險人之代理人，進
而引發雙重代理之問題。我國民法原則上禁止雙重代理，僅在經本人許諾或所雙
重代理之法律行為係專為履行債務之情形，始例外允許134。以下即就保險實務上
可能產生雙重代理之情形，如：保險契約之洽訂（包含保險契約之締結與保險契
約之招攬）、保險費之代收及小額理賠之處理等加以檢驗。
一、保險契約之中介
（一）保險契約之締結
就要保人方面而言，如前所述，由於要保人係自己決定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

政 治 大
要保人之代理人。就保險人方面而言，實務上保險人多未授權保險經紀人代其締
立
種保險商品，故其角色較接近向保險人傳達要保人要約之意思表示的使者，而非

結契約，從而，於保險契約之締結上，保險經紀人既非要保人之代理人，亦非保

‧ 國

學

險人之代理人，此部分原則上無雙重代理的問題。

‧

（二）保險契約之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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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之洽訂僅係保險招攬過程之一部，惟誠如前述，於我國保險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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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保險契約之洽訂，保險經紀人所執行之業務更接近保險契約之招攬，而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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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招攬過程中，保險經紀人亦非毫無於要保人與保險人間構成雙方代理之可能。如

ni
Ch
何處理此問題，學說上有不同看法，分述如下。
U
engchi
1. 二階段說

學說上有以時間點做區分者，認為於保險契約成立前，為要保人尋找合適商
品之保險經紀人係屬要保人之代理人，得代受保險人對要保人所為之意思表示，
惟此代理地位於保險契約締結時即告消滅；而於保險契約締結後，若保險經紀人
有為保險人代收保險費之權，則其為保險人之代理人135。此說以保險契約之成立
時點切割保險經紀人之代理行為，直接迴避我國民法原則上禁止雙方代理之規定

134

民法第 106 條：
「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
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
135
施文森，前揭註 68，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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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乍看之下有其道理，惟似無法處理保險經紀人同時代理保險人與要保人
之情形136。
2. 已得許諾說
另有學者認，因保險契約之招攬非屬為履行債務之法律行為，故欲解決此問
題僅能從解釋其是否經本人許諾著手。就保險經紀人之雙方代理行為是否得保險
人之許諾而言，保險人明知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而仍授權之，無令其於
嗣後復依雙方代理主張保險經紀人所為之行為對其不生效力之理，故解釋上應認
保險經紀人已經其許諾；而就是否得要保人之許諾而言，應認要保人得事前允許、
亦得事後追認保險經紀人之雙方代理行為，以保障其權益。此外，為避免法律關
係久懸未決，若要保人就保險經紀人之雙方代理行為已有所瞭解而未為不同意之
意思表示，則可視為其已默示同意該雙方代理行為137。

政 治 大
者之立場，認要保人得事前允許或事後追認保險經紀人之雙方代理行為，而保險
立

本文認為此說較二階段說值得贊同，惟須注意者，學者雖立於保護保險消費

人方則被視為已有事前之默示允許，但若於認定保險經紀人就特定行為是否為保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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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之代理人時採取寬鬆標準（如廣泛認定有默示授權之存在或成立表見代理）
，
則可能過度加重保險人之責任，進而使對保險經紀人角色之制度上想像與保險實

‧

務間之差距愈發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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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費之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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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險經紀人收取第一期保費之權限
h e，n此時保險經紀人就保險費之收受即為雙方
hi U
c
g
代理。惟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予保險經紀人係為履行其基於保險契約所負之債務，
承前所述，實務上要保人多經由保險經紀人繳交首期保費，而保險人亦多授

符合民法第 106 條但書規定而不受雙方代理禁止原則拘束138。
三、小額理賠之處理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就提供理賠申請服務之部分屬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而
於經保險人授權代為處理小額理賠之情形，保險經紀人同時為保險人之代理人，
此時即有雙方代理之問題產生。然而，保險經紀人代保險人處理小額理賠，係在

136
137
138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76。
江朝國，前揭註 48，頁 373。
江朝國，前註，頁 372。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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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須為保險金給付之債務，同樣符合民法第 106 條但
書規定而不受雙方代理禁止原則拘束139。
第三項

小結

從保險契約之洽訂、保險費之代收到保險事故發生後的理賠處理，均可見保
險經紀人之蹤影，從而，此處即以契約進程為基礎，將本文就保險經紀人法律地
位之見解整理如下。
首先，就保險契約之洽訂而言，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要保人間均成立居間
契約，且因是否締結該保險契約之決定權原則上仍歸保險人及要保人所有，故保
險經紀人非雙方之代理人，不生雙方代理之問題；換言之，保險經紀人於保險契
約締結階段的利益衝突，非因雙方代理而生，而係報酬結構。此外，若保險經紀

政 治 大
其次，就保險費之代收與理賠處理而言，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要保人間各
立

人與要保人間有提供風險規劃相關之約定，則另外成立委任關係。

情形；換言之，此部分之利益衝突來源始為雙方代理。

學

‧ 國

自成立委任契約，並本於契約約定或透過解釋而多有代理權，從而有雙方代理之
最後，雖保險法第 9 條將保險經紀人定位為「洽訂」保險契約之人，惟實務

‧

上其角色定位更接近為保險人「招攬」保險契約之人，是否為貼近真實世界而就

er

io

sit

值判斷。

y

Nat

制度上對保險經紀人定位之想像與期待棄守，則仍須回歸個案始能作出妥適的價

a
第三節
n

iv
l C保險經紀人之法律上義務
n
hengchi U
承接上一節針對保險經紀人法律地位之討論，本節將就保險經紀人本於該法
律地位負有何種義務進行探討。因本文旨在研究保險經紀人之民事責任及其投射
於監理法規後之樣貌，故下文僅針對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及監理法上義務進行探
討，不包含刑事責任，合先敘明。
第一項

民事法上之義務

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義務來源大致有以下三種：契約法上義務、侵權行為
法上義務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義務，分述如下。

139

江朝國，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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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契約法上義務

保險經紀人之契約法上義務基礎主要為居間契約與委任契約，詳述如下。
第一目

居間契約

就保險契約之洽訂而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為居間關係已如前述，惟依
民法第 565 條規定，居間之種類包含報告居間140與媒介居間。所謂報告居間，係
指居間人受委託人之委託，向其報告締結契約之機會；而媒介居間，係指居間人
介紹委託人與相對人締結契約，且須須斡旋契約使之成立，至於締結契約之機會
是否由居間人所尋覓則在所不問141。
於保險經紀人之情形，對照保險法第 9 條將之定位為洽訂保險契約之人，及

政 治 大
常須斡旋至保險契約成立，故較接近媒介居間。其義務內容大致包含據實報告義
立

保險實務上保險經紀人多有代為遞送契約相關文件、代收保費等情，應可認其通
務、媒介妥適相對人之義務及調查義務。

‧ 國

學

一、據實報告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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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法第 567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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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於各當事人。居間人之報告對象視其為報告居間人或媒介居間人而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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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報告居間之情形，若其同時受雙方委託，則應據實向雙方報告故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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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係周旋於雙方當事人間，故縱僅受一方之委託，仍須將有關訂約之事項據
hengchi U
實報告於各當事人142。

而若僅受一方之委託，則居間人僅須對委託人報告。另一方面，就媒介居間而言，

保險經紀人之角色定位較接近媒介居間已如前述，從而，縱其僅與保險人或
要保人之其中一人成立居間關係，仍須向他方就締結保險契約之相關事項據實報
告；保險經紀人若不為報告，或雖有報告但不據實，致要保人或保險人受有損害
者，則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二、媒介妥適相對人之義務

140
141
142

亦有稱「報告居間」為「指示居間」者。詳參：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251。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19-320。劉春堂，前註，頁 247-248。
邱聰智，前註，頁 326-327。劉春堂，前註，頁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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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法第 567 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居間人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
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所謂「顯無履行能力之人」，典型情形如其
財產顯不足以清償債務之人；而「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則指受監護宣告或未得
法定代理人同意其締結契約之限制行為能力人143。於保險經紀人之情形，如其明
知或可得而知保險人之財務狀況不佳卻仍媒介要保人與該保險人締結契約，致其
受有損害，則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三、調查義務
按民法第 567 條第二項規定，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
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由此可知，非以居間為營業者，若就
其所不知之事項未為據實報告，或不知相對人無訂立該約之能力而為契約之媒

政 治 大
而以居間為營業之人，須就本條所定之各該事項為積極之調查，若未以善良管理
立

介，不論其有無過失，均不生違反據實報告義務及媒介妥適相對人之義務之問144；
人之注意而為調查致就各該事項有所不知者，須負債務不履行責任145。

‧ 國

學

保險經紀人係以居間為營業之人，應負調查義務固無疑問，惟當其就訂約事
項、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負調查義務時，將使其基於居間契約所

‧

負之義務範圍難以劃定。詳言之，學說對條文中「關於訂約事項」之範圍採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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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包含人之信用、物之價值、效用、品質、瑕疵等146，而此於保險實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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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現往往更為複雜。舉例而言，此處所謂人之信用是否代表保險經紀人負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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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保險人之清償能力之義務？又物之價值或瑕疵，解釋上是否及於保險經紀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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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要保人據實以告？此些問題為本文核心之問題意識
h e n g c h i U ，須於後文針對理論基礎
與比較法進行詳實的分析研究後，始有試圖給予答案之可能。於此得確知者，居
就該保險商品之內容是否符合保險消費者之需求，且未對其致生不利益進行調查

間人之據實報告義務除與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有所關聯外，亦與保險經紀人是
否須對保險消費者負說明義務、適合性義務等問題產生連動。
第二目

委任契約

誠如前述，就風險規劃、要保書與保險單之遞送、代交保險費與理賠申請服
務等方面，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成立委任契約。受任人本於委任契約，對委任

143
144
145
146

邱聰智，前註，頁 327。劉春堂，前註，頁 258。
邱聰智，前註，頁 327。劉春堂，前註，頁 258。
劉春堂，前註，頁 258-259。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326。劉春堂，前註，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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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負之義務主要可從事務處理與事務計算二個面向加以觀察，以下即以此為基
礎，討論保險實務上保險經紀人本於委任契約而可能負擔的義務態樣。
一、事務處理面
（一）事務處理義務
委任契約係以事務處理為契約標的，受任人對委任人所負之主給付義務即為
處理所約定之事務。學說上雖認民法第 535 條147有關受任人注意程度之規定為歸
責標準，但在討論受任人之義務範圍時，體系上卻仍將其歸於事務處理面向148，
本文認為，此種義務範圍與歸責標準的混淆將致生諸多法律概念上的誤解，實有
先予釐清之必要。觀察本條用語係以「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作為適用範圍，並

政 治 大
理人之注意」；而承前所述，委任契約以「委任事務之處理」作為受任人之主給
立
視其是否受有報酬而異其注意程度為「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或「善良管

涉及的所有面向，包含事務處理面及事務計算面。

學

‧ 國

付義務， 故此決定受任人之注意程度的規定實適用於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所
於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情形，視雙方間所締結契約的內容而定，保險經

‧

紀人可能須處理要保人所委任之風險規劃事務，如應如何挑選合適的保險商品以

y

Nat

符合其需求、現有之保險保障是否足夠等；有可能須代要保人轉送要保書、保險

sit

費與保險人；亦有可能受要保人委任處理理賠事務，例如在保險事故發生後，由

er

io

保險經紀人代要保人向保險人進行通知，以及代為受領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並

al

n

iv
n
C
不履行責任，具體態樣如：①所提供之風險規劃顯不合適。②遲送或未送要保書。
hengchi U
③未依約定代交保險費。④處理理賠時未依保險法第 58 條於契約約定或同條所
轉交與被保險人。保險經紀人於處理上開事務若有過失並致生損害，則須負債務

定之五日期限內代要保人通知保險人。⑤遲為或未為保險金之轉交。
前述①的情形，可能將導致被保險人可能未取得合適之保險保障；②與③的
情形可能致生因保險契約未成立，或於保險人為核保通過之意思表示前，原欲承
保之危險已告實現，抑或保險契約有停效之情形，進而使被保險人無法獲得保險
金給付；④之情形，學說及實務多認要保人如有違反危險發生通知義務之情形，

保險人不得依保險法第 57 條解除契約，但得依同法第 63 條向要保人請求損害

147

民法第 535 條：
「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
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
148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220-222。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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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149，而此即為要保人因保險經紀人處理理賠事務之過失而受之損害。⑤之情
形，將可能導致被保險人無法即時將保險金用以損害填補，進而可能導致損失擴
大之情形，雖因果關係上之說明可能較為困難，但理論上亦不無可能。
（二）遵守指示義務
民法第 535 條前段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為之；此
外，依同法第 536 條規定，除有急迫之情事，且推定委任人若知有此情事亦允許
變更其指示者外，受任人原則上均須遵守委任人之指示。學說上就指示之種類分
為150：①命令性指示：受任人須絕對遵守，無裁量變更之餘地。②指導性指示：
受任人原則上應加以遵守，例外得依裁量加以變更。③任意性指示：受任人有高
度裁量權，不生違背指示之問。值得注意者，雖受任人須絕對遵守命令性指示，

政 治 大
，並不因指示之性質不同而有所區別，從而，民法第 536 條
立

惟民法第 536 條例外允許受任人變更指示之規定係為委託人之利益而設，性質上
仍屬受任人之義務151

之規定應於命令性指示及指導性指示均有適用152。此外，一般受任人僅於符合民

‧ 國

學

法第 536 條之情形，始有變更委任人指示之義務，縱委任人之指示不適當，受任
人原則上仍應依該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但學說上有認，若受任人為專門職業人員

‧

（如醫師、律師、會計師或建築師等），則於發現委任人之指示有所不當時，即

y

Nat

應負有告知委任人之義務，始符誠實信用原則153。

sit

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多受要保人委任而為相關文件之遞送、保險費

er

io

之交付已如前述，此些事務較為單純，不易涉及指示與裁量的問題，但在洽訂契

al

n

iv
n
C
問題。舉例而言，於推薦保險商品時，保險經紀人應如何依要保人之指示為其推
hengchi U
薦合適之保險商品？蓋要保人之指示雖可能極不具體（如泛言：「請推薦最合適
約階段，若保險經紀人有為要保人進行風險規劃之義務，則可能衍生許多複雜的

的保險商品」），但核其意旨仍係命令性指示154，此時若保險經紀人所推薦之保
險商品非最適合要保人者，則保險經紀人是否違反遵守指示之義務？另一方面，
要保人之指示亦可能極度明確（如：「請媒介締結某保險公司之某保險契約」），
此時若將保險經紀人以專家看待，則其是否負有於發現該保險商品非最合適者
149

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327-328。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80。汪信君、廖世昌，前揭註 94，
頁 73。不同見解，施文森，前揭註 68，頁 292。
150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224。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158。
151
邱聰智，前註，頁 225。
152
邱聰智，前註。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159。不同見解，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
，自版，
頁 431，1986 年 6 月九版。
153
劉春堂，前註，頁 159-160。
154
殊難想像要保人容許保險經紀人得依其裁量，在明知所推薦之保險商品非最符要保人之需求
之情況下而仍推薦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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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告知要保人之義務？此些問題亦與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適合性義務相關，

而同樣將於下文深入探討。
（三）親自處理義務
依民法第 537 條規定，除經委任人同意或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受
任人應親自處理委任事務。學說上有認此乃因委任係基於信賴而來155，而委任人
與受任人間存在人格信賴關係之故。此外，所謂「親自處理」係指由受任人獨立
負責處理委任事務而言，故就過程中之具體事項或行為，則可使用履行輔助人，
僅其須就履行輔助人之故意過失依民法第 224 條負同一責任156。誠如前述，我國
保險實務上，個人執業之保險經紀人較少，實際上與顧客接觸者多為保險經紀人
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而無論保險經紀人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勞務契約定

政 治 大

性為何，均無礙將保險業務員認定為保險經紀人之使用人，使保險經紀人就其故

立

意過失負同一責任。

‧ 國

學

二、事務計算面

‧

相較於事務處理面向側重於「如何處理」該受委任之事務本身，而屬受任人

y

Nat

本於委任契約所負之主給付義務157，事務計算面向關注受任人於處理該事務之過

n

al

er

io
（一）報告義務

sit

程所負之報告及轉付義務，性質上屬從給付義務158。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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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按民法第 540 條規定，在委任關係存續期間，委任人有向受任人報告委任事
務處理經過之義務（下稱進行狀況報告義務）；而於委任關係終止後，則有向其
就事務處理之始末為詳細報告之義務（下稱顛末報告義務）。課予受任人報告義
務之目的在於使委任人知悉事務處理之進行狀況，進而適時給予適當的指示159；
而在委任關係終止後，委任人在對事務處理顛末有明確瞭解的狀況下，得為適當
的接收與查核，亦方便其主張或行使有關委任契約的各種權利160。從而，若報告
義務係基於為使受任人方便為後續指示或主張權利，則受任人應為報告之時點即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225。
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160。
劉春堂，前註，頁 156。
王澤鑑，前揭註 51，頁 40。
邱聰智，前揭註 58，頁 232。
邱聰智，前註，頁 232。劉春堂，前揭註 59，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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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重要。就此，學說上多認受任人應於適當時期履行狀況報告義務，惟若委任人
請求提出報告，則應即時為之；而就應為顛末報告義務之時期，由於本條已將其
明訂為委任關係終止時，故縱委任人未為請求，委任關係一旦終止，受任人即應
主動為之161。
承前所述，保險經紀人係為被保險人之利益而洽訂保險契約之人，惟危險可
能在其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前即吿發生，此時即有若干問題浮出水面，如：
①在洽訂契約的過程中，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向要保人適時報告，俾使其為其他
指示之義務？②保險經紀人視具體個案情形可能有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取得最
適合之保險商品或為其進行保單健檢的義務，在履行此一義務之過程中，應如何
對要保人提出報告始屬善盡報告義務？③保險經紀人通常代受保險人同意或不
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於保險人不同意承保時，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即時向要保
人報告（通知）之義務？再者，④於保險經紀人須代為繳交保險費之情形，若要

政 治 大

保人未向其交付保險費，保險經紀人是否有主動向其報告（通知），以避免保險

立

契約停效之義務？

上開問題如①、②，與前文所述相同，均涉及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適合

‧ 國

學

性義務等問題；而③、④則開闢了另一戰場，即：保險經紀人原則上應僅負代受
不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及代交保費之義務，若要求保險經紀人在該等義務之外另

‧

負報告（通知）義務，則除擴大了保險經紀人原先所負之義務範圍外，鉅觀而言

y

Nat

更使保險經紀人之角色定位由洽訂契約之人位移至危險管理者，從而開啟保險經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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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付義務

sit

紀人是否須負續保通知義務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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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 541 條前段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應交付與
委任人，若違反此一義務，自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162。而若除未為交付外，受任
人尚有為自己之利益使用該金錢之情事，則依同法第 542 條163規定，另應支付利
息，若有損害，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使用應為委任人之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
亦同。
保險經紀人因可能負有代為繳交保險費或代為處理理賠事務之義務，故可能
收受應交付與保險人之保險費，及應轉交與被保險人之保險金。而依上開規定，

161

邱聰智，前註。劉春堂，前註。
民法第 541 條：
「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
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
163
民法第 542 條：
「受任人為自己之利益，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金錢或使用應為委任人利益而
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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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不得私自挪用保險費及保險金。事實上，此為發生於保險經紀人與要
保人間典型的利益衝突的情形，亦即，不論係保險費或保險金，均非歸保險經紀
人所有，但保險經紀人因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委任處理事務，而有侵吞濫用之可
能。
第三目

小結

保險經紀人在契約法上所負之義務大致上不脫離居間及委任之範疇，但於詳
細檢視之中相關規定後，將發現保險經紀人本於居間契約所負之調查義務、據實
報告義務，以及本於委任契約所負之事務處理義務、遵守指示義務及報告義務，
均與適合性義務、說明義務互有連動，保險經紀人之角色定位亦因此來回擺盪於
洽商保險契約之中介人與危險管理者之間，從而使得從契約法上劃定保險經紀人

政 治 大
人義務範圍之規範遁逃至其他法律領域。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也正是此種困
立
之義務範圍係屬不易。在缺乏解釋論的情形下，此種困難可能導致有關保險經紀
難彰顯了契約法實際上具備處理相關法律問題的彈性。

‧ 國

學

第二款

侵權行為法上義務

‧

y

Nat

保險經紀人除本於與要保人間之居間契約或委任契約而對其負契約法上之

sit

義務外，亦有可能基於侵權行為法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我國民法第 184 條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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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態樣分為權利侵害、利益侵害、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三種，以

v

下分別就保險經紀人可能成立之侵權行為態樣加以討論。
第一目

權利侵害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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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本條為過失責任，且我國通說認為條文所稱之權利限於絕對權如
人格權、身分權、物權及智慧財產權之侵害，而不及於純粹經濟上損失164。
前述保險經紀人可能涉及之民事責任態樣包含：①媒介要保人締結不合適保
險契約（不合於其投保需求或保險人無清償能力）；②未送或遲送要保書；③未
適時傳達保險人不同意承保之意思表示；④未依約定代交保險費；⑤侵吞濫用保
險費（⑤-1）或保險金（⑤-2）；⑥理賠處理不當。除⑤之情形可能因同時屬侵

164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自版，頁 119-120，2009 年 7 月出版。

43

DOI:10.6814/NCCU202000616

害物權而有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段之適用外，其他情況原則上均非保險經紀人
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絕對權的侵害，一般而言均無本條之適用。
第二目

利益侵害

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者，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條將保護客體從前段之「權利」擴張至「權利以外
的利益」如純粹經濟上損失165，但同時也將行為人之有責性限縮至「故意」，並
且以「有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作為違法性要件。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之民事責任態樣中，多數不涉及權利之侵害，但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因締結不合適之保險契約（①之情形）、因保險契約未成立（②、
③之情形）或停效（④、⑤-1 之情形）而受有無法獲得保險保障之損害；或因保

政 治 大
粹經濟上損失而為本條之保護客體。惟困難的是，此處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須舉證
立
險經紀人處理理賠不當而受有其他損害（⑥之情形）166，凡此種種均為典型之純

保險經紀人係故意以違反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其受有該等純粹經濟上損失，而不論

‧ 國

學

是保險經紀人之主觀要件，抑或其行為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損失間的因果關
係，均係不容易證明之事。

‧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sit

y

Nat

第三目

er

io

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

al

n

iv
n
C
第一項後段相同，除權利外亦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
h e n g c h i ；U有責性的部分則為推定過失。
此外，由於本條之構成要件為他法律規範之違反，故具使侵權行為法與其他法律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此項規定之保護客體與同條

規範體系相連接之功能167。
在民事法規外，保險經紀人（包含個人執業與公司組織經營者）尚受保險經
紀人管理規則規範，而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則受《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規範》168。此些監理法規中對保險經紀人洽訂契約時應負之義務設有規範，
如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即要求保險經紀人善盡專業之說明及充分揭露相

165

王澤鑑，前揭註 164，頁 345-346。
如前述保險經紀人可能與處理理賠時未依保險法第 58 條於契約約定或同條所定之五日期限
內代要保人通知保險人，致保險人受有損害而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167
王澤鑑，前揭註 164，頁 363。
168
應注意者，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不受《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規範。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保險業招攬人員，指下列人員：一、保險
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二、為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保險代理人及其業務員。」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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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以及於將要保書送交保險人前，應以電話訪問之方式確實瞭解要保人之
需求、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等，此些規範是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於保險經紀
人有義務違反之情形，同時構成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進而使保險經紀人須對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負侵權行為法上之損害賠償責任，即成為不得不解決之問題。
第四目

小結

觀察保險經紀人可能成立之侵權行為態樣與民法第 184 條各項於其中之適
用情形，可發現在保險經紀人主觀上不具故意之前提下，不論係同條第一項前段
之權利侵害或後段之利益侵害，均難有其適用，唯一相對具備解釋上彈性者為同
條第二項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誠如前述，劃定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
的規範可能因契約法上解釋論的缺乏，進而遁逃至其他法律領域，上開《保險經
紀人管理規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即是保險經紀人之契約義務在他法律

政 治 大
釋上的彈性而復被召喚回返於民事責任體系，從而，對於「保護他人之法律」之
立
領域所覓得的藏身之地。複雜的是，此種遁逃又因「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解
理解，實為處理相關法律問題的重要關鍵。

‧ 國

學

第三款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

y

Nat

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於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布，觀察立法總說明，該法之

sit

制定係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往往較為多樣與複雜，金融消費者不易

er

io

取得金融商品及服務之相關資訊，進而導致其風險認知與實際情形容易有所誤

al

n

iv
n
C
事，並須向金融消費者銷售或提供適合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善盡充分說明風險及
hengchi U
揭露之義務，以保護金融消費者之權益並健全金融市場之運作169。此立法目的並
差，故法規上須禁止金融服務業於業務招攬時不得有使金融消費者產生誤信之情

被具體化於第 8 條真實刊登廣告義務、第 9 條適合性義務，以及第 10 條說明義
務中。以下即分就保險經紀人是否基於金保法而負有各該義務進行探討。
第一目

說明義務

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
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

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可知本條之規範主體為「金融服務業」；
169

立 法 院 第 7 屆 第 7 會 期 第 1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參 照 ，
https://lci.ly.gov.tw/LyLCEW/agenda/02/pdf/07/07/01/LCEWA01_070701_00040.pdf（最後瀏覽日：
2020/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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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說明之範圍為「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
果則於同法第 11 條中明訂。
一、說明義務之主體
（一）概說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項負有說明義務者為「金融服務業」，而
依同法第 3 條第一項170規定，保險業屬本法所稱之金融服務業。惟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所稱之「保險業」並未限於保險法上所稱之「保險業」，而係依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 3 條第二項171規定，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第三項定其
範圍。後者所定義之保險業包含：「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保險代理人、保險

政 治 大
機構」，從而，本條說明義務之規範主體除屬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保險人外，尚包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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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非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保險輔助人172。

‧ 國

學

（二）保險經紀人是否屬說明義務之主體

‧

y

Nat

依前述法規，保險經紀人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保險業固無疑問，惟應

sit

注意者，保險經紀人非與要保人訂立「提供保險商品契約」之人，其與要保人所

er

io

訂立者為「提供保險經紀服務之契約」173，故文義解釋上，保險經紀人依金融消

al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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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險」，而非「保險商品之重要內容與風險」。至於保險經紀人是否需與保險人負
hengchi U
相同內容之說明義務，則屬另一問題。
n

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而應說明者係此「保險經紀契約之重要內容及風

二、說明之範圍

170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第一項：
「本法所定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
險業、電子票證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金融服務業。」
171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第二項：
「前項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之範圍，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但不包括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期貨交易所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
17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旨在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職權與業務範圍，保險經紀人屬
該法所稱之保險業，僅代表其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在處理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責任時，
以組織法作為認定其為民事責任主體是否妥當，誠值懷疑。
173
惟保險實務上，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似均未充分認識到此一經紀契約關係存在。詳參：葉啟
洲，前揭註 129，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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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說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於訂約前應向金融消
費者說明之範圍為「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而因金融商品及服務
種類繁多，本難於單一法律中就所謂「重要內容」予以詳細的定義，故除於同條
第三項174就應說明之內容為「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之例示性規定外，
其他則授權《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辦法》
（下稱揭露辦法）
訂定。
揭露辦法第 5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向金融
消費者說明之重要內容如下：一、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權利行使、
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二、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重要權
利、義務及責任。三、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

政 治 大
障機制之保障。五、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
立

及收取方式。四、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訴之管道。六、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品或服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事項

‧ 國

學

及其他應說明之事項。」由於本條並非就保險契約之重要內容所為之規定，故解
釋適用上仍須參酌保險之特性，始能較清楚地掌握保險人之說明義務。此外，揭

‧

露辦法第 2 條175並將說明義務之範圍連結至保險業相關行政命令及自律規範，是

y

Nat

否妥適仍有疑義。

n

al

Ch
（二）保險人之說明義務內容

engchi

er

io

之基礎上，劃定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可能之範圍。

sit

以下爰先處理保險人就提供保險商品而負之說明義務之範圍，嗣復在該範圍

i
Un

v

承接前述，影響保險人說明義務之範圍者為：「揭露辦法第 5 條」、「交易
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於保險關係中之解釋適用，及保險業相關之行政命令
及自律規範，分述如下：
1. 揭露辦法第 5 條於保險關係中之解釋適用

174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三項：
「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
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
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175
揭露辦法第 2 條：
「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依本辦法
規定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本辦法未規定者，
應按業務類別，分別適用各該業務法令及自律規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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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以揭露辦法為基礎，認保險人於訂約前對要保人所負說明義務之範圍
包括：
(1) 要保人對該保險契約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
要保人基於不同保險契約而享有不同之權利，解釋上包含：保險金給付請求
權（若其係為自己利益投保，而同時作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保單紅利請求
權、費用償還請求權（保險法第 33、79、91 條）、責任保險金返還請求權（保
險法第 109 條第一項）、保單借款請求權（保險法第 120 條）與自負額約定176。
而針對要保人就該保險契約之變更權，保險人之說明義務範圍應包含：人壽保險
中減少保險金額或年金之契約變更權（保險法第 118 條）；關於保險契約之解除
或終止，保險人之說明義務範圍則包含：火災保險中標的物受部份損失時要保人
之終止權（保險法第 82 條第一項）及人壽保險契約終止權與解約金請求權（保
險法第 119 條）177。

立

政 治 大

(2) 保險人對該保險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

‧ 國

學

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所享有之權利，主要為保險費及其利息之請求權；而在
財產保險中，保險人之權利尚包含標的物查勘權（保險法第 97 條）。而保險人

‧

在保險契約上所負之最重要的義務與責任係保險金給付義務。此義務於解釋上包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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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及除外危險，且依險種不同，尚包括其他影響保險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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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延長報案期間，以及其他約定義務178。

sit

契約條款，如：健康保險之等待期間、保證保險中之損失發現期間、責任保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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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保人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
hengchi U
要保人於保險契約上應負擔之費用主要為保險費，保險人應向要其說明保險
費之數額、繳費期間、遲延繳交保險費時應支付之利息，以及若契約因而有停效
之情形，申請復效時應繳付之費用（保險法第 116 條第三項）179。
(4) 保險保障之權利有無受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
於保險人無清償能力時，我國設有保險安定基金制度，以保障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之權益。惟並非所有因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均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故於保

176
177
178
179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58。
葉啟洲，前註，頁 258-259。
葉啟洲，前註，頁 259。
葉啟洲，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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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締結前，保險人應向要保人說明其基於該契約所生之權利是否在保險安定
基金之保障範圍內，以作為其決定是否締結契約之參考180。
(5) 因保險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
因保險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主要有三：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向
保險業申訴、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181，保險人應於訂約前向要
保人說明182。
(6) 其他法令就保險契約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事項與其他應說明之
事項
於投資型保險中，保險人應就投資損益狀況向要保人進行報告，此應屬此處
所稱之「保險契約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事項」。非投資型保險中，似較無
此一問題183。

立

政 治 大

2. 保險關係上之「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

‧ 國

學

學者有認保險關係上之交易成本係指保險契約之費用率；而可能之收益，解
釋上應包括人壽保險及其他長年期保險關係中的保單預定利率與保單分紅，以及

‧

投資型保險中之投資收益。至於財產保險之部，由於其係在填補被保險人實際上

y

Nat

之具體損失，較不生可能收益之問題。最後，就可能之風險，應僅投資型保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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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而與非投資型保險無涉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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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金融商品及服務種類眾多，或係為免掛一漏萬，
h e n g c h i U 揭露辦法第 2 條另設有將
保險業相關行政命令及自律規範作為認定其說明義務範圍之規定。除恐有違反再
n

3. 保險業相關行政命令及自律規範

180

葉啟洲，前註。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二項：
「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
申訴，金融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
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
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向爭議處理機
構提出申訴者，爭議處理機構之金融消費者服務部門應將該申訴移交金融服務業處理。」
182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60。
183
葉啟洲，前註。
184
葉啟洲，前註，頁 261。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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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原則之疑慮外，自律規範本身並非法令，是否得用以補充保險人之說明義務
範圍，亦有待商榷185。
（三）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之範圍
1. 保險經紀人針對保險商品之說明義務非先契約義務
須先予注意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項係規定訂立提供金融商品
或服務之契約前之說明義務，在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關係中，較難想像保險經
紀人在締結保險經紀契約前，即有對要保人負說明保險商品內容之先契約義務。
換言之，縱承認保險經紀人須對要保人就保險商品之內容負該等說明義務，其義
務基礎原則上亦係已成立之保險經紀契約，而非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
項。

政 治 大
2. 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應與保險人之說明義務有所區別
立

姑且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一項中「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

‧ 國

學

約前」之規定暫時擱置一旁，保險經紀人所提供者係「保險經紀服務」，縱揭露
辦法第 5 條於保險經紀關係中亦有所適用，就何謂「要保人就保險經紀契約之權

‧

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保險經紀人對保險經紀服務之重要權利、

y

Nat

義務及責任」等，亦有解釋適用上的困難。

sit

或可謂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既將保險業之定義擴及保險經紀人，為保障要保人

er

io

之資訊權，應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解為同時創設保險經紀人在保險經紀

al

n

iv
n
C
人就保險契約之內容、要保人與保險人之權利義務等進行詳細的說明。然而，保
hengchi U
險經紀人所提供者畢竟非保險商品，其適用本條而應負之說明義務的內容，似應
關係中亦對要保人負有與保險人相同之說明義務，亦即，保險經紀人亦須對要保

與保險人之說明義務有別186，或至少不得逕將其等同視之187。
3. 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說明義務
承接前述，縱保險經紀人須對要保人負說明保險商品之說明義務，其義務基
礎原則上亦係保險經紀契約，從而，若欲解決其說明義務範圍之問，則仍應回歸
契約法，釐清保險經紀人在契約法上究竟負有何等說明義務。具體而言，就承保
185

學說上有認，依保險法第 165 條之 2 第一項規定，自律規範為金融同業公會所制定、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後供會員遵循之規範，本身並非法令。若將其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說明義務
做連結，無疑形同將要保人之權利繫於同業公會之意思，有所不妥。詳參：葉啟洲，前揭註 129，
頁 262-263。
186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50-251。
187
本文針對此點之評論，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目、一處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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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險範圍、除外危險、等待期間、損失發現期間，甚至是保險人之清償能力等
進行說明，是否為保險經紀人本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說明義務？而既保險經紀
人之說明義務來源係保險經紀契約，則此處之討論又將回歸前文所述保險經紀人
在契約法上所負之義務，如：本於居間契約所負之調查義務、據實報告義務，以
及本於委任契約所負之事務處理義務、遵守指示義務及報告義務。
其次，若暫且忽略金融消費者第 10 條第一項中就「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契約前」之規定，如前述揭露辦法第 3 條將說明義務之範圍連結至保險業相
關行政命令及自律規範，涉及保險經紀人之行政命令與自律規範為《保險經紀人
管理規則》及《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執業道德規範暨自律公約》
（下稱經紀人自律公約），二者均有要求保險經紀人就保險商品之主要內容與重
要權利義務向要保人進行說明之規定188。姑且不論是否得逕將上開規定解釋為保
險經紀人本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說明義務，「保險商品之主要內容與重要權利

政 治 大
之範圍，亦充滿疑問。至少就本文看來，若行政命令及自律規範於內容上未較金
立
義務」及「保險商品之資訊」等語之曖昧與空泛是否有助於劃定保險經紀人義務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來得詳細，則其存在之意義僅係為逃避在契約法律關係

‧ 國

學

上處理相關法律問題而已，而也正是此種立法模式導致法律體系的紊亂與法律解
釋適用上的便宜行事。

‧
sit

y

Nat

三、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

er

io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違反同法第 10 條說明義務，

al

n

iv
n
C
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
hengchi U
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則不在此限。本條為無過失責任，且有因果關係之
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若得舉證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

推定，而就立法理由謂本條係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所制定觀之，立法者似有
意將之定性為侵權行為責任。
然而學說上有認金融服務業因違反說明義務所生之責任應回歸債務不履行
體系始為妥當，理由在於：

188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第一項：
「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及銀行於執行或經營業
務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義務，維護被保險人利益，確保已向被保險人就洽訂之保險
商品之主要內容與重要權利義務，善盡專業之說明及充分揭露相關資訊。」另參經紀人自律公約
第 4 條第二款：
「二、對於保險商品之資訊揭露，應善盡說明之義務，使消費者充分了解險契約
內容；且不得為不實之說明或引人錯誤，或有故意隱匿保險契約重要事項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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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189雖規定提供服務的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責
任，惟此責任基礎並非建立在企業經營者的「義務違反行為」，而係建立在其未
能「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二者
有所不同190。
（二）本條立法理由稱「本條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係金融服務業，金融消費
者無須先向其受僱人求償，金融服務業亦不得主張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但
書免責規定之適用」，明示排除民法第 188 條第一項但書之適用。單獨適用民法
第 188 條第一項本文，卻又排除但書之規定，使僱用人不得舉證免責，就僱用人
責任而言，係一重大變革；而若欲達立法理由所明示的法律效果，僅需將本條定
位為先契約義務即可。詳言之，屬履行輔助人之受僱人本即毋庸自負契約責任，
但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須就受僱人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且不得透
過舉證其對受僱人之選任監督無過失而免責191。

政 治 大
條所意欲之法律效果在債務不履行之體系中即得達成，且在論理上更具說服力，
立
回歸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之問，若按上開說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則本文就「應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保險人對要保人所負說明義務之基礎」之主張，

‧ 國

‧

第二目

學

亦更顯正當。

適合性義務

y

Nat

sit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

er

io

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

al

n

iv
n
C
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
。」可
hengchi U
知本條之規範主體同為「金融服務業」；義務內容為「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
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第一項）。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適

關資料」及「確保商品或服務對其之適合度」；而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則同
樣明訂於同法第 11 條。
一、適合性義務之主體

189

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
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
190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65。
191
葉啟洲，前註，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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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中之「金融服務業」包含保險經紀人，惟因本
條與同法第 10 條第一項相同，均有「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之用
語，故文義解釋上，保險經紀人所負之適合性義務的內容為「充分瞭解金融消費
者之相關資料」及「確保提供之保險經紀服務對其之適合度」。
二、適合性義務之內容
金融服務業之適合性義務內容為「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並在
該基礎上「確保商品或服務對其之適合度」，而針對此二者之考量與其他應遵行
事項則規定於其他行政命令即《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
辦法》（下稱適合度辦法）中。以下將先簡述該辦法之內容，復就保險人及保險
經紀人之適合義務內容分別進行探討。

立

（一）概說

政 治 大

‧ 國

學

不同於揭露辦法第 5 條未就不同之金融行業類別及商品或服務設有不同之
說明義務規定，適合度辦法區分不同業別、商品及服務就適合度義務之內容訂有

‧

不同之應瞭解及應考量事項。例如：適合度辦法第 4 條為「銀行業」及「證券期

y

Nat

貨業於提供「投資型商品」與金融消費者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融者相關資料的

sit

內容；第 6 條則確定其適合度應考量者為「確認金融消費者足以承擔該金融商品

er

io

或服務之相關風險」。而與保險業有關之確保適合度規範則見於第 8 條至第 10

al

v

n

條，第 8 條第一項規範應瞭解消費者之事項，第 9 條及第 10 條則區分非投資型

ni
Ch
保險與投資型保險之適合度考量事項，詳述如下。
U
engchi
（二）保險人之適合性義務之內容
1. 保險業應瞭解消費者之事項

適合度辦法第 8 條第一項規定：「保險業在提供金融消費者訂立保險契約或
相關服務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金融消
費者基本資料（一）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資料192。（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及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基本資料。二、接受金

192

適合度辦法第 8 條第二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基本資料，至少應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及聯絡方式；金融消費者為法人時，為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地址、聯絡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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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費者原則：應訂定金融消費者投保之條件。三、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原則：
應瞭解金融消費者之投保目的及需求程度，並進行相關核保程序。」
2. 保險業之適合度考量事項
適合度辦法區分非投資型保險與投資型保險，而於第 9 條及第 10 條中分別
規定其適合度考量事項。
(1) 提供者為財產保險及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務
適合度辦法第 9 條規定：「保險業在提供金融消費者財產保險及非投資型保
險商品或服務前，應考量之適合度事項如下：一、金融消費者是否確實瞭解其所
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二、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

政 治 大
商品時，應瞭解客戶對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
立

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相當。三、金融消費者如係購買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保險

‧ 國

學

(2) 提供者為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務

適合度辦法第 10 條規定：「保險業在提供金融消費者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

‧

務前，應考量之適合度事項如下：一、金融消費者是否確實瞭解其所交保險費係

y

Nat

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二、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

sit

需求是否相當。三、金融消費者之投資屬性、風險承受能力，及是否確實瞭解投

n

al

費者逾越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或服務。」
3. 相關問題

Ch

engchi

er

io

資型保險之投資損益係由其自行承擔。四、建立交易控管機制，避免提供金融消

i
Un

v

適合度辦法就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之應瞭解消費者之事項與適合度考量事
項之規定僅限於投資型商品，惟就保險業之部分，除投資型保險外，更及於非投
資型保險商品與財產保險，將三者等同視之是否妥當，有待商榷193。
（三）保險經紀人之適合性義務之內容
1. 保險經紀人針對保險商品之適合性義務非先契約義務

193

謝當颺，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合性義務於保險領域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碩士論文，頁 19，2014 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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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若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一項之文義解釋，保險經紀人所
負之適合性義務的內容為在訂立該保險經紀契約前，「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
關資料」及「確保提供之保險經紀服務合其適合度」；然而，保險經紀服務本身
並無投資風險，甚至不具備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於立法總說明理由中所指陳之多樣
與複雜之特徵194，課予保險經紀人於與要保人締結保險經紀契約前，就該保險經
紀契約負適合性義務，似不具實益。
另有疑問者係，針對所洽訂之保險商品之適合度審查是否得為保險經紀人所
提供之保險經紀服務的範圍所包納？換言之，基於保險經紀契約，保險經紀人是
否需針對其所洽訂之保險商品，為要保人進行適合度之考量？此一問題將於後文

回答，此處須先留意者為，縱保險經紀人須就此負適合性義務，此義務亦非先契
約義務，保險經紀人係在履行其基於該已成立之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義務195。

政 治 大
觀察保險人之適合性義務，主要係須瞭解金融消費者之投保目的及需求程
立
2. 保險經紀人之適合性義務與保險人之適合性義務應有所區別

度，並於此瞭解下，確保要保人所購買之保險商品合其需求：即與其財務狀況、

‧ 國

學

支付能力，以及風險承受能力相當。惟保險人為保險商品提供者，保險經紀人原
則上僅為居間締結保險契約之人，要求其考量要保人之財務狀況、支付能力及風

‧

險承受度，將使其提供之服務從單純的媒介契約，往財務管理之方向位移。而縱

er

io

3. 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適合性義務

sit

y

Nat

保險經紀人基於本法負有適合性義務，其內容又是否與保險人之適合義務相同？

al

n

iv
n
C
究分析後始有試圖回答之可能，惟此處既已辨明保險經紀人之適合性義務為基於
hengchi U
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契約義務，則與本文前揭就說明義務之討論相同，此處將回
保險經紀人是否負適合性義務，以及其內容為何，固須於後文進行比較法研

歸前文所述保險經紀人本於居間契約所負之調查義務，以及本於委任契約所負之
事務處理義務、遵守指示義務及報告義務等問題。附帶而論者，保險經紀人管理
規則中，有要求保險經紀人應確實瞭解要保人之需求及商品或服務適合度之規定
196

，此與契約法關係為何，亦有待後文探討。

194

謝當颺，前註，頁 117-118。
相同見解，謝當颺，前註，頁 119-110。
196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4 條第一項：
「個人執業經紀人、受經紀人公司及銀行所任用之經紀
人，應確實瞭解要保人之需求及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並應於有關文件簽署。但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同規則第 33 條第五項：
「經紀人公司及銀行將要保文件送交保險業完成核保
作業前，應對要保人進行電話訪問，以確實瞭解要保人之需求、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及保險業
務員已充分說明契約重要內容並揭露風險；經紀人公司及銀行將有關文件送交保險業辦理要保
人或受益人變更、保險單借款及終止一部或全部契約之申請，應於保險業完成作業前對要保人進
行電話訪問，以確認其本意。電話訪問之保險種類及比例，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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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適合性義務之法律效果
金融服務業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規定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前
文探討違反說明義務之法律效果時已就本條進行分析，於此玆不贅言。
第三目

真實刊登廣告義務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8 條第一項規定：「金融服務業刊登、播放廣告及進行
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不得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
事，並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金融消費者所負擔之義務不得低於前述廣
告之內容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對金融消費者所提示之資料或說

政 治 大
時有如「提供全方位的保險專業服務」、「為保戶爭取足額保障」等語
立

明。」本條要求金融服務業須就其所刊登之廣告負責，若保險經紀人於刊登廣告
197

，於其

所締結之保險契約未提供要被保險人足額保障之情形，此項「專業」與「足額保

‧ 國

學

障」之宣稱，與其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上之責任之關係何如，亦為重要之議題。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Nat

y

‧

第四目

sit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er

io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

al

n

iv
198 n
C
非本法制定當初即有之，而係 2014
月所增訂 U，且僅於提供之金融商品或
h e年n6 g
chi
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之金融服務業始有適用。保險經紀人所提供之服務原

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後段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

則上為不具信託、委託等性質之保險經紀服務，文義上似無本條後段有關忠實義
務規定之適用199。惟觀察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之立法過程，課予保險經紀人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的其中一目的似係為與本條作連結；
從而，若欲瞭解保險法規定之意涵，勢須先從本條規定出發。

197

如錠律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網站即有「錠嵂以『保險有錠嵂，人生無憂慮』的願景，
為全台灣投保人提供全方位的保險專業服務，落實保險經紀人『維護被保險人利益』的中介角色，
並以達成每位保戶皆能在保障、退休、醫療三區塊做到足額為目標。而錠嵂長期且穩定的成長績
效，更吸引許多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積極拉攏與尋求合作」等語。詳參：
https://www.lawbroker.com.tw/about_operation.jsp（最後瀏覽日：2019/11/5）
198
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
（2011 年 6 月制定）
199
相關討論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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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沿革
按 2011 年制定本法時立法理由之說明，本條有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立
法係參考信託業法第 22 條200、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項201之規定所
設202。由於後二者除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亦有忠實義務之規定，故於 2014
年 7 月修正時，另課予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具信託、委託等性質之金融服務業
「忠實義務」。該次修正理由指出：課予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之 Fiduciary
Duty 係為消弭金融消費者因信賴金融服務之專業性而順從其建議，進而可能產
生之不利益，並將條文中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 Duty of Care、將「忠實
義務」與 Duty of Loyalty 等同視之。前者要求金融業者「專業」，後者則要求其
「防範或揭露利益衝突」與「不得獲取不正利益」203。

政 治 大

二、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立

就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言，首先，依前揭說明，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與

‧ 國

學

適合性義務均屬契約義務，而本條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二者似出自相類
之立法目的，從而，如何在契約法上定位本條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即有

‧

疑問。此外，立法理由將本條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 Fiduciary Duty 中

y

Nat

之 Duty of Care 劃上等號，無疑是直接挑動我國歷來有關民事法上之「善良管理

sit

人注意義務」如何與外國立法例上之 Fiduciary Duty 相容之爭論的敏感神經。

er

io

就忠實義務而言，保險經紀人原則上不負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

al

iv
n
C
163 條第六項中，在後者之修正理由極度不充分的情形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hengchi U
n

之忠實義務已如前述，惟因該規定在保險法 2015 年的修正中被轉植於保險法第

200

信託業法第 22 條第一項：
「信託業處理信託事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並負忠實義
務。」
201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項：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基金保管機
構、全權委託保管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應依本法、本法授權訂定之命令及
契約之規定，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
202
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之立法理由：
「第三項參考信託業法第二十二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以下簡稱投信投顧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明訂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203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修正理由：
「有鑑於金融服務業對於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
務不僅掌控關鍵資源（Critical Resource）及重要資訊（Critical Information）
，且其通常強調其在
金融領域之專業地位，對金融消費者提供專業性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以創造金融消費者之財富或
保全其資產價值，處於弱勢地位之金融消費者則因信賴其專業性而順從其建議。因此，金融服務
業應對金融消費者負有受任人義務或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ies），不僅應負有專業之注意義
務（Duty of Care）
，且應負有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防範或揭露利益衝突，並避免獲得不
正利益。據此，爰修正原條文第三項，明定『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
約約定，負忠實義務。』俾有效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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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條第三項增訂忠實義務時的修正理由，即「防範或揭露利益衝突，並避免獲得
不正利益」，對於解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仍有幫助。
第二項

保險監理法上之義務

保險經紀人於保險監理法上所負之義務，主要集中在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
到第八項，包含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義務、分析報告義務、報酬揭露義
務。
第一款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按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規定：「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政 治 大
「增訂第六項為『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
立

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本條之立法理由為：
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由於此類立法理由除顯示本條立法品

‧ 國

學

質令人質疑外204，不具任何說明本條理論基礎與立法目的之功能。惟觀察本條之
立法過程，提案立委原先預將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之內容於保險法第 9 條第

‧

二項中增訂，雖最後並未於後者中增訂205，但在立法理由未有任何置喙的情形下，

y

sit
er

立法過程

io

第一目

Nat

當時的提案說明或仍可用作理解本條之參考依據。

al

n

iv
n
C
提案說明中首先揭示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提供其相關諮詢、風
hengchi U
險評估及後續服務，並以此向要保人收取報酬，與屬保險人之代理人的保險代理
人有別。惟實務上保險經紀人之報酬多取決於所招攬的業務是否成立，為獲取報
酬，保險經紀人將盡可能促成其所洽訂之契約成立，而在知悉被保險人有可能為
保險人拒保之事實後，或未告知保險人，或告知被保險人此等事實並非重要而無
須告知保險人，進而使被保險人遭受法律之不利益。因此，為強化對被保險人權
益之保護，本條明定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被保險人洽訂或
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206。

204

葉啟洲，前揭註 113，頁 142。
理由係因最終審查會通過的版本著重於對違反書面分析報告義務及報酬揭露義務課以行政罰
鍰，故將本條納入屬於監理法規之保險業章中。詳參：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7。
206
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11 期第一冊院會紀錄，頁 250-25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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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保險經紀人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義之金融服務業，而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三項已明定金融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盡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故
本條增加保險經紀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負有「忠實義務」之規定，
以明確保險經紀人之義務207 。由此可知本條課以保險經紀人上開義務之理由有
二：（一）為弭平將保險經紀人作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對保險消費者所致生之不
利益。（二）為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作連結。
第二目

學說見解

如前文所述，有學者將本條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作相同理解，認為條文
中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理解為屬英美法上 Fiduciary Duty 之下位概念的
Duty of Care，而「忠實義務」為屬於 Fiduciary Duty 之另一下位概念的 Duty of

政 治 大
Duty 之規定，課予保險經紀人應以公正誠實之態度，求取被保險人利益之義務
立
Loyalty。在此理解下，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整體即為保險經紀人應負 Fiduciary
（下稱理解方式①）。

學

‧ 國

208

另有學者認為，本條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係相互補
充的關係，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忠實義務之基礎，而保險經紀人專業工作上的

‧

需求，得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基礎，透過忠實義務加以具體化。而忠實義務

y

Nat

之內涵，得以金融消費者服務法第 9 條適合性義務與第 10 條說明義務作為保險

sit

經紀人忠實義務具體化之基礎或借鏡209（下稱理解方式②）。

er

io

本文擬將針對上開學說見解所為之檢討，留待有關忠實義務之理論均確實建

al

n

iv
n
C
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關係的看法不同，可能得出相當分歧之結
hengchi U
論。
立後再一併回應，惟觀察上開學說見解，此處至少可確知：對於本條之理解，依

第二款

書面分析報告義務

第一目

立法沿革

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前段規定，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
於主管機關指定之適用範圍內，應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而依同條第八項規

定，該書面分析報告之適用範圍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定之。本條之立法理由亦僅
207
208
209

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11 期第一冊院會紀錄，頁 251-252。
詳參本文第一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目、一之整理。
詳參本文第一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目、三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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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複條文內容210，參考立法院公報之提案說明，本條係參考德國立法上有關保
險經紀人應以書面形式盡其諮詢建議義務之規定而設211。
須注意者，現行規定係 2016 年 12 月 28 日修正後再為限縮之結果，因 2015
年 2 月增訂之條文，於實務上窒礙難行，有導致保險經紀人過重負擔之虞212。而
2015 年 2 月原先增訂之條文為：「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應
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者，應明確告知其報酬
收取標準（第七項）。前項書面分析報告之內容及報酬收取標準之範圍，由主管
機關定之（第八項）。」
第二目

書面分析報告之範圍及內容

一、書面分析報告之範圍

政 治 大
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第四項規定，書面分析報告之適用範圍包含
立

包括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但不包括：微型保險、保險金額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

‧ 國

學

之旅行平安保險、一年期傷害保險續保業務（已約定續保條款且保險金額及承保
條件不變之續保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含同保額附加駕駛人傷害保險）、住

‧

宅火災保險續保業務（已約定續保條款且保險金額及承保條件不變之續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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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分析報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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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被保險人所提供各種資訊及需求，於中立、公平合理及客觀之基礎下所提供
hengchi U
之建議。前者至少應包含基本資料、保險需求、風險屬性、保險費支出；後者則

書面分析報告之內容主要分為保險消費者基本資料及需求瞭解，及根據要保

為：保險公司名稱及概況、保險商品／險種名稱、保險金額、保障範圍、保險費
及繳費年期、建議投保保險公司之理由。

210

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於 2015 年 2 月增訂時之立法理由：
「增訂第七項為「保險經紀人為被
保險人洽訂保險契前，應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者，應明確告
知其報酬收取標準。」
。
211
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 11 期第一冊，頁 252-253。
212
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條於 2016 年 12 月修正時之修正理由：
「本條第七項規定立意良善，惟
不分投保金額、險種一概納入規範，似過於繁瑣勞費且易流於形式，尤其對於一般民眾主動投保
之普遍險種，諸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旅行平安保險、機關團體辦理活動依法應投保之險種，
洽訂保險契約前強制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提供書面分析報告，並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報
酬，於消費者之保障助益有限，屢因投保程序繁瑣、資源浪費而為人詬病，致民怨迭起有礙保險
業務發展，有失政府公信，有悖立法初衷。有鑒於此，爰修正本條文第七項，明定於主管機關指
定之適用範圍內，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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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開內容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一項就適合性義務之規定相互對
照，後者係要求金融服務業應瞭解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並在該基礎上確保所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對消費者之適合度，就此以觀，似可推得書面分析報告實係適合性
義務在保險監理法上之體現的結論213。
第三款

報酬揭露義務

依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後段規定，保險經紀人若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
報酬者，應明確告知其報酬收取標準；而其報酬收取標準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定
之。因本條之立法理由同樣僅在重複條文內容，故仍須參考立法院公報中的提案
說明。提案立委原先欲於保險法第 9 條第三項增訂者為：「保險經紀人應為被保
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應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吿，並揭露各項保

政 治 大
紀人之主要收入來源為保險人所給付之佣金，易致生其於向要保人推介保險商品
立
險商品之佣金成數、其他相關利益之資訊。」其於提案說明中指出：由於保險經
時，以可得佣金、報酬或其他利益較高之保險商品為首要考量；為避免保險經紀

‧ 國

學

人罔顧保險商品對於消費者之適合度，或忽略保險公司本身的體質問題，爰增訂
此條以提高消費者權益保障214。

‧

然而，本條最後的用語竟係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揭露對「要保人或被保

y

Nat

險人收取報酬之基準」，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第四項亦配合修正，僅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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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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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所收取之佣金，我國立法似多所遲疑。

sit

規範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報酬關係，顯見就是否揭露保險經紀人向

i
Un

v

就民事法上義務而言，首先，保險經紀人雖不依第 9 條及第 10 條就保險商
品本身對保險消費者負有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但依其本於居間契約或委任契
約所負之契約義務，對保險商品之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即可能成為保險經紀
服務的一部分。其次，保險經紀人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前段負「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按立法理由之說明，此為 Fiduciary Duty 之下位概念的 Duty
of Care，與前揭契約法上義務關係為何，滋生疑問。
就保險監理法而言，保險經紀人依保險業法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忠實義
務、書面分析報告義務及報酬揭露義務。前二者係參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

213
214

類似見解，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3-134。
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 11 期，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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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而設，如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確與保險經紀人就保險商品之說
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有關，則解釋上即有將保險業法第 163 條第六項之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認定為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在監理法之體現的可能。此
外，如前所述，書面分析報告義務之內容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一項相
類，報酬揭露義務之立法初衷又係在消弭保險經紀人因自身利益而罔顧保險商品
對保險消費者之適合性，綜合來看，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至第八項為保險經紀
人之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在保險法中之投射。

第四節

我國相關案例

前文已就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及法律上義務為詳細的論述，本節將在此基
礎上，就我國實務上「與未媒介最合適保險商品有關之案例」、「與續保有關之

政 治 大

案例」、「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案例」進行分析，期能更精確地掌握我國保險經紀

立

學

‧ 國

人在保險實務中之角色。

與未媒介最合適保險商品有關之案例

第一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金字第 197 號民事判決（下稱【投保節

‧

第一項

y

sit
er

案例事實

io

第一目

Nat

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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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保人（同時為被保險人）為節稅而經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業務員（下
hengchi U
稱業務員）投保增額壽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以其所有房屋抵押借款繳付
首年保費 700 萬。嗣後要保人主張係受業務員詐欺，且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未
考量其年收入狀況，違反保險業招攬及核保作業控管自律規範（下稱系爭自律規
範）、未依保險法第 9 條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而欲：
一、保險經紀人公司與要保人間屬委任關係，其違反系爭自律規範且未依保
險法第 9 條規定為保險之招攬，屬不完全給付，依民法第 535 條、544 條及第 227
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主張①）。
二、依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第 188 條，主張業務員違反系爭自律規範屬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保險經紀人公司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主張②）。
三、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第 9 條第一項、第 10 條第一項及
第三項，主張保險經紀人公司於招攬保險時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適合性義
務及說明義務，而依同法第 11 條請求損害賠償（主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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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法院見解

一、保險經紀契約定性：居間契約
本案將保險經紀契約定性為居間契約。其首先認為居間契約於以下三個面向
與委任契約有別：一、居間之內容限於他人間行為之媒介，且以有償為原則。二、
居間人報酬之請求，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三、支出之費用非經
約定，不得請求償還。故有關居間契約之規定應優先於委任契約適用。而保險經
紀人依保險法第 9 條規定，僅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而
已，該保險契約仍由要保人與保險人自行簽訂。從而，就保險經紀人處理事務之
性質而言，實僅為從事訂約機會之報告，與要保人間應成立居間契約，優先適用

政 治 大
經紀人逕代要保人所訂立，要保人與保險經紀人間屬居間關係，故主張①不可採。
立
民法居間之規定。本案中，系爭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與保險人自行簽訂，非保險

‧ 國

學

二、自律規範與保險法第 9 條均非「保護他人之法律」

‧

就主張②之部分，法院首先認為系爭自律規範屬行政管理事項，保險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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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公司及業務員縱違反系爭自律規範，亦僅生主管機關是否應對之懲處之問，與其

sit

是否善盡審核義務無涉，故難認違反系爭自律規範與要保人之損害間具相當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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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其次，法院認保險法第 9 條為定義性之條文，旨在指明保險法上就保險經

v

紀人所為之定義，難認屬以保護被保險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從而，主張②不足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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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經紀人公司未違反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
就主張③之部分，法院以要保人之資產無顯不能負擔系爭保險契約之情形，
且業務員亦已針對系爭保單內容進行說明，並與要保人核對保險建議書之內容是
否有誤。再者，要保人在「保單簽收回條暨保戶權益告知確認書」中就「業務員
招攬時有無充分說明本保險契約條款的重要內容及風險」與「是否確實瞭解所繳
交之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且有能力繳交各期保險費」二問題項目中均勾
選「是」，足證保險經紀人公司未違反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故主張③並非有
據。
第三目

本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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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往論者對此實務見解之評析
過去曾有論者針對法院就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契約定性作出反駁215，其
內容簡單整理如下：首先，論者認為委任契約亦得約定以「媒介他人間之行為」
為義務內容，且亦得約定為有償。若約定為有償委任契約，則作為受任人之保險
經紀人係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與保險法第 163 條第 6 項不謀而合。其
次，論者雖同意居間關係中就報酬之規範（民法第 568 條）與保險經紀實務相
符，但認為委任契約亦得為相同之約定。最後，論者亦同意居間關係中就居間人
支出費用所為之規範（民法第 546 條）符合保險經紀實務，惟認為透過將民法第
546 條有關必要費用作符合保險經紀實務之解釋即得加以處理。
二、本文見解

立

政 治 大

（一）對過往論者所持見解之檢討

‧ 國

學

過往論者雖鉅細彌遺地針對採取居間說之實務見解提出反駁，認其忽略委任

‧

契約為勞務契約之原型，而可與居間契約作相同約定216，惟該見解中存在一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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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邏輯謬誤，即：委任契約既作為勞務契約之典型，則其相關規定本即與其他

sit

特殊委任關係互為相容。此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將保險經紀契約定性為居間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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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何不相容之處？若將問題導向委任契約與居間契約均得用於定性保險經

v

紀契約，因此應適用委任相關規定云云，則顯係對我國民法就勞務契約之體系設
計之邏輯有所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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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法院見解之檢討
1. 針對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契約定性
法院謂保險契約係由要保人與保險公司自行簽訂，而非由保險經紀人逕代要
保人與保險人所訂立。就此以觀，似可推測法院認為保險法第 9 條中「洽訂保險
契約」僅有「洽商」之意。而若於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推敲法院之立場，應可認
215

事實上氏所評析之實務見解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字第 177 號民事判決（此處簡稱高院
案）
，此處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金字第 197 號民事判決（此處簡稱北院案）係參考高院案
之判決理由而作成，惟高院案所定性之契約為「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間之契約，氏逕認高
院案係在處理「要保人」與「保險經紀人」間之關係，恐有誤讀。詳參：邱柏綸，我國保險經紀
人法律上定位與忠實義務之研究，頁 76-78，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12 月。
216
邱柏綸，前註，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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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於保險契約之洽訂方面，保險經紀人原則上非要保人之代理人。此部分與本
文見解相同，誠值贊同。
然而，法院於判決理由中揭示：「⋯⋯依永達公司〔編按：保險經紀人〕處
理事務之性質而言，實僅為從事訂約機會之報告，故應優先適用民法居間之規定，

而非屬委任關係」。觀察本案之事實認定，要保人係以節稅為目的投保系爭增額
壽險，契約締結後，保險經紀人曾致電要保人詢問所投保之三份保單是否符合其
『財務規劃需求』。」從案例事實中難以判斷要保人另有委任保險經紀人為其進
行相關之風險規劃；如有，則「保險經紀人所處理事務之性質」即可能逸脫居間
契約之範圍。
2. 針對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自律規範係由同業公會所訂立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其本身並非法令，法院

政 治 大
此同時，亦得窺見監理法規有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規定試圖擴大保險經紀人
立
認為自律規範非屬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誠值贊同。惟與

義務範圍之可能，法院是否固守此道防線，值得觀察。另就保險法第 9 條而言，

‧ 國

學

法院確立了本條僅為定義性條文的立場，除不屬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之「保護他
人之法律」外，似亦足證逕以本條之存在而將保險經紀人解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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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保險經紀人公司之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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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係屬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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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保險經紀人並不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而就保險商品本身對保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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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0 條之規範主體的前提下，在個案中認定保險經紀人公司未違反上開規
hengchi U
定，恐有法律適用上的違誤。
n

費者負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法院逕於保險經紀人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第二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保險字第 24 號判決（下稱【躉繳型年

金案】）
第一目

案例事實

要保人經由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下稱業務員）向保險人投
保增額終身壽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年繳保險費為 938 萬元；嗣後主張其於
投保前已明確告知業務員欲購買之保險商品為退休後可以月領 100 萬元以上之
「躉繳型年金保險」，未料業務員竟隱匿實情使其於無購買意思之系爭保險契約
上簽名，且代其於要保書上勾選「年繳」，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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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民法第 184 條、188 條主張業務員上開行為致其喪失保險費 938 萬
元，侵害其所有權，請求保險經紀人公司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主張①）。
二、業務員明知其欲投保者為躉繳型年金保險而非系爭保險契約，卻傳達不
實（勾選年繳）；而既業務人屬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受僱人，此應屬保險經紀人於
履行其與要保人間之保險經紀合約時，未合法履行合約之附隨義務，屬債務不履
行，而欲依民法第 227 條、226 條主張解除契約、退還保險費 938 萬元，或依民
法第 179 條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即保險費 938 萬元（主張②）。
第二目

法院見解

一、業務員未侵害保險費之所有權

政 治 大
保險人為債權之請求，故難認其對該 938 萬元之保險費的處分權能因此受有任何
立
法院首先認要保人係依系爭保險契約繳納該 938 萬元之保險費，並基此得對

限制或減損，從而，主張①在法律上顯難成立。

‧ 國

學

二、保險經紀人公司無債務不履行

‧

y

Nat

針對主張②，法院以要保人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提

sit

供其銀行帳號作為續期保費之自動轉帳銀行帳戶，並於保單簽收條暨保護權益確

er

io

認書上勾選確認「本人所購買之商品是 20 年期繳費保險單」，且於保險經紀人

al

iv
n
C
保險契約，業務員並無詐欺要保人之情事，從而，要保人主張保險公司有不完全
hengchi U
給付及一部給付不能云云，尚非可採。
n

公司致電說明系爭保險契約係年繳保險費 938 萬元時應已知悉所投保者為系爭

第三目

本案評析

一、針對保險經紀契約定性與債務不履行
本件要保人主張保險經紀人明知其指示要以躉繳方式辦理，卻仍勾選年繳，
屬未合法履行合約之附隨義務；有趣的是，保險經紀人公司並非於其抗辯中主張
其無債務不履行行為，而是直接主張要保人與其之間並無任何保險經紀合約存

66

DOI:10.6814/NCCU202000616

在。此似呼應學者於文獻中指出者：我國現行保險實務上，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
均未充分意識到保險經紀契約關係之存在217。
觀察法院的判決理由，雖其未就保險經紀契約進行定性，但其係以保險經紀
人無詐欺情事作為認定保險經紀人無債務不履行之理由，而非逕認保險經紀契約
不存在。此一肯認保險經紀契約存在之見解可資贊同，惟若深入思考本案，不難
發現論理上存在更細緻化的可能性。詳言之，即便保險經紀人無詐欺、傳達不實
之情事，亦不代表系爭保險契約符合要保人投保時之需求。如若要保人確實明確
告知業務員其需要「躉繳型商品」而使此成為保險契約之義務內容，但業務員捨
此不為，仍使其與保險人締結年繳型之保險契約，則縱要保人已於該要保書上簽
名（進而推定其已就保單內容進行確認），似亦僅屬要保人與有過失層次上的問
題218，而非保險經紀人未違反契約義務219。
二、針對所有權侵害

立

政 治 大

法院認該 938 萬元之保險費非所有權之侵害的見解可資贊同，此亦回應了前

‧ 國

學

文之結論，即在無法舉證保險經紀人主觀上就其行為具故意之前提下，相較於侵
權行為法，契約法具備處理相關法律問題之彈性。

‧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重上字第 822 號判決（下稱【20 年期案】）

第一目

案例事實

er

io

sit

y

Nat

第三款

al

n

iv
n
C
要保人透過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屬業務員（下稱業務員）與保險人締結
20 年
hengchi U
期增額壽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締約後第三年始發現其所投保者非當初告知
業務員欲投保之短年期、繳費五年總繳費額 1000 萬元之保險，而主張：保險經
紀人公司與業務員係受其委任而為處理事務或居間媒介系爭保險契約之人，或未
盡善良管理人知注意義務，或就關於訂約事項未為據實報告等，依民法第 535 條、
第 544 條、第 227 條、第 224 條及居間契約之法律關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17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50。
是否確屬過失相抵之問題，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以及同節
第三項、第三款、第一目中之討論。
219
要保人之主張原文為：
「⋯⋯又被告永達公司〔編按：保險經紀人公司〕之受僱人陳世卿、楊
碧玲〔編按：業務員〕明知原告〔編按：要保人〕欲投保者為躉繳型年金險，而非系爭保險契約，
然未依約履行債務，且明知原告指示要以躉繳方式辦理，卻傳達不實（勾選年繳）
，顯於履行兩
造間之保險經紀合約時，未合法履行合約之附隨義務，此為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不完全給付⋯⋯」
法院如此論理可能係為避免訴外裁判。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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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法院見解

一、保險經紀契約定性：居間契約
法院首先認為，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
但非逕為代訂保險契約，故依其處理事務性質而言，仍屬從事報告訂約機會之人，
應優先適用民法居間規定，而非委任關係。從而，本案保險經紀人公司與要保人
間成立居間契約，而業務員為民法第 224 條所稱保險經紀人之使用人。
二、保險經紀人公司無債務不履行
其次，法院認為業務員並無詐欺要保人投保，或有就關於訂約事項未據實報

政 治 大
就業務員之行為負同一責任云云，洵屬無據。至於其認定依據為何，分述如下：
立
告之行為，從而要保人主張保險經紀人公司違反居間契約之義務或附隨義務而應
（一）要保書上已載明系爭保險契約係 20 年期之商品，要保人簽署時無不

‧ 國

學

知之理。

（二）此保單每年期保費為 100 萬元，影響其權益甚鉅，難認其係至第三年

‧

始發現系爭保險契約為 20 年期商品。

y

Nat

（三）雖要保人的確曾向業務員表示其欲購買短年期商品，並希望業務員於

sit

1000 萬元之範圍內為其規劃，但系爭保險契約由保險經紀人公司推廣時僅有 6

n

al

er

io

年期、10 年期、15 年期與 20 年期之類型，並不存在要保人所欲投保之 5 年期型

v

商品，足見要保人並未指定購買特定保險商品，之後亦不再堅持原先想法而接受

Ch
業務員為其規劃之系爭保險契約。
第三目

engchi

i
Un

本案評析

依保險法第 9 條對保險經紀人之定義，保險經紀人原則上的確為單純洽商保
險契約之人而與要保人間成立居間契約，本文同意本案就本條之解釋。惟本案中
保險經紀人公司與要保人間是否為居間關係仍有待商榷。蓋若要保人曾經明示其
欲「投保短年期、金額在 1000 萬元內」之保險，則保險經紀人對要保人所負之
義務即從單純「洽商保險契約」擴張至洽訂「洽商短年期、金額在 1000 萬元內
之保險契約」。保險經紀人是否因此而負為要保人洽訂符合其此種需求之保險商
品之義務，不無疑問。
第二項

與續保有關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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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9 號判決（下稱【未回傳續保
要保書案】）

第一目

案例事實

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屬保險經紀人於被保險人之強制汽車責任險、車體損失
險、汽車第三人責任險（下稱系爭汽車保險）到期後，在要保人已表示欲續保之
前提下，因疏忽而未將續保之要保書回傳與保險人。嗣後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

以續保之汽車保險未成立生效為由拒付保險金，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轉向保險經紀
人公司依債務不履行請求損害賠償，並達成和解。
又保險經紀人公司與本案之保險人間訂有「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保險

政 治 大
人請求保險金給付。系爭責任保險中劃定承保範圍之條款為：「被保險人於保險
立
契約（下稱系爭責任保險）」，於向要保人賠償後，轉基於系爭責任保險向保險

期間或追溯期間內，因執行保險代理人、經紀人業務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

‧ 國

學

致使第三人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之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於保險期間內受賠償之
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之責（下稱系爭條款①）」；並在契約條

‧

款中將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定義為「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代向保險人洽定保險契

y

Nat

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金之行為」（下稱系爭條款②）。

sit

雖本案為保險經紀人公司與保險人間之爭訟，惟因其就保險經紀人未回傳要

n

al

緊密關聯，以下即就該部分進行分析。
第二目

法院見解

Ch

engchi

er

io

保書之行為是否屬系爭責任保險承保範圍之爭執，與保險經紀人之法律責任間有

i
Un

v

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未回傳要保書致要保人受有損害屬系爭責任保險之承
保範圍，理由如下：
一、保險經紀人之主要業務範圍係為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
本案保險人主張，若合併觀察系爭責任保險劃定承保範圍與定義保險經紀人
業務之條款，應認保險經紀人於所洽訂保險契約成立前之過失行為不在承保範圍
內。惟法院認為，既保險經紀人之業務為「洽訂保險契約」，則於契約未成立前
為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以促使契約成立即為其主要業務內容，保險人將承保範圍
限於所洽訂保險契約成立後之主張，洵屬無據。本案保險經紀人係在從事前述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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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保險契約之過程中，因過失造成要保人受有損害，自該當系爭責任保險條款中
「執行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致使第三人受損損害」，保險
人應為保險金之給付。
二、保險經紀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由於保險經紀人公司與要保人間之法律關係為何並非本案爭點，故法院並未
就二者之契約關係進行定性。惟法院於判決理由中指出，保險經紀人因執行業務
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致要保人、被保險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而
本案之保險經紀人公司既接受要保人委託與保險人洽訂系爭汽車保險之續保，於
所屬保險經紀人疏未完成續保程序時，難謂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屬執
行業務有過失，依法應對要保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立

本案評析

學

‧ 國

第三目

政 治 大

本文贊同法院將「洽訂保險契約促使契約成立」作為保險經紀人之主要業務
內容之見解，在此基礎上，針對保險經紀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部，本文

‧

認為論理上有再細緻化的可能。

y

Nat

在本案中，保險經紀人的確係在執行「洽訂保險契約」之「保險經紀業務」

sit

時因未回傳續保之要保書而對要保人造成損害而落入系爭條款①與②所共同劃

er

io

定之承保範圍內。應注意者，「業務範圍」與「契約義務範圍」並非絕對一致。

a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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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保險人續保系爭汽車保險」之義務，從而對要保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惟此義
hengchi U
務與保險經紀人本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洽訂保險契約」之義務並不相同，而
本案係因要保人已向保險經紀人「表明」其有意續保，而保險經紀人違反該「應

在要保人未向保險經紀人表明其有意續保的情形下，法院就保險經紀人是否有通
知要保人續保或代要保人向保險人續保之義務等問題之態度，亦未必將與本案相
同。
第二款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保險上字第 32 號判決（下稱【未通知續保
案】）

第一目

案例事實

要保人（同時為受益人及本案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屬業務員）透過保險經紀人
公司以其母為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投保一年一期之團體傷保險。保險人每年會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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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期限屆至前一至二個月將所匯總之到期通知書轉交給保險經紀人公司，再由後
者將通知書轉交業務員，並由業務員通知其所承攬之保戶保險契約即將到期。由
於本案之要保人同時為本案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屬業務員，故訂約後五年間，每年
都由其收到保單到期通知書後，親自向保險經紀人公司之行政專員辦理續保。
未料第六年時，保險經紀人公司之行政專員因作業疏失而未通知要保人辦理
續保，致被保險人嗣後意外死亡時，遭保險人以未辦理續保為由拒賠。依民法第
184 條、188 條之規定，要保人向保險經紀人公司請求相當於保險金數額之損害
賠償。
第二目

法院見解

一、保險經紀人無續保通知義務

政 治 大
法院認保險經紀人依法無期前通知續保之義務，所持理由為：首先，本件為
立

任意保險，非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有於保險期間屆滿前必須為續保通知之義務

‧ 國

學

220

。本案保險人縱通常會在保險期間屆滿前一個匯總到期通知書，轉交給保險經

紀人公司，再由後者將通知書轉交業務員，由業務員通知其所承攬之保戶保險契

‧

約即將到期，亦僅屬為增加保戶購買保險之機會的任意性通知，非謂保險經紀人

y

Nat

依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而負有期前通知續保之義務。

sit

其次，期前續保通知亦非商業習慣。雖保險實務上保險人於保險到期通知書

er

io

上均記載：「為保障您的權益，特此通知您辦理續保事宜」之文句，但此「為保

al

n

iv
n
C
此外，每一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內容並非全然一致，僅憑到期通知書之存在即謂
hengchi U
期前通知續保為商業習慣之主張，不足採信。

障您的權益」同時亦顯示保險人所為通知，在性質上僅屬服務保戶的任意性通知。

二、未通知續保與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
法院除認保險經紀人公司無續保通知之義務外，尚謂：本案之要保人縱受有
損害，亦與保險經紀人公司之未通知行為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蓋縱保險經紀人公
司期前通知要保人續保，要保人是否續保，仍取決於自己之意思，非謂保險經紀
人公司一旦通知要保人續保，即當然發生續保之結果，從而，保險經紀人公司未
通知要保人續保與要保人未獲保險給付之損害間無相當因果關係。
22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 3 條第一項：
「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
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如怠於通知而於原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故，於要保人辦妥
續保手續，並將其期追溯自原保險期間屆滿之時，保險人仍須負給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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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本案評析

本案之要保人（同時為受益人）係以侵權行為作為請求權基礎，就要保人不
得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之結論而言，本文雖表贊同，但認為於論理上仍有
細緻化的可能性，詳述如下。
首先，在侵權行為之主張下，相對於認定保險經紀人有無通知續保之義務，
法院僅需認定本案無權利侵害，要保人亦未能舉證保險經紀人公司之行政專員有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使其未能獲得保險保障，更遑論本案中不存在任何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行為即可。法院捨此不為而為保險經紀人有無續保通知義
務、有無因果關係等論述，說理上似有瑕疵。
其次，若本案要保人係以債務不履行作為請求權基礎，則結果是否不同，值

政 治 大
五年之久，若將此情納入考量，該期前續保通知義務是否依誠實信用原則而成為
立
得觀察。申言之，本案中要保人受保險經紀人公司通知而辦理續保之模式已長達

保險經紀契約上之契約義務？又要保人同時作為保險經紀人公司之所屬業務員，

‧ 國

學

對前述誠實信用原則之解釋適用是否有所影響？抑或僅屬過失相抵之問？此些
問題有深入研究之價值。

‧

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案例

第一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消字第 30 號判決（下稱【變更投資標的

案例事實

sit

n

第一目

al

er

io

案】）

y

Nat

第三項

Ch

engchi

i
Un

v

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業務員（下稱業務員）向要保人招攬投資型保險，
嗣後虧損嚴重，要保人遂主張業務員未得授權擅自變更投資標的、辦理保單質借
為要保人購買新保險，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段、同條第二項以及同法第
188 項第一項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備位聲明保險經紀人應依民法第
224 條及 544 條規定，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目

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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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首先於判決理由中指出221：「保險法第 9 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經紀
人，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
之人』，是保險經紀人乃係受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委任，而代要保人向保險人洽
訂保險契約之人，其應屬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而非保險人之受僱人，此
觀同法第 8 條保險代理人之定義，益可得知。」並認定要保人係委託保險經紀人
代為處理相關事宜，故二者之間的法律關係為委任契約。
再者，因業務員與要保人間均有就投資標的轉換之事宜與保單質借之狀況進
行討論，故可認要保人對業務員有為代理權之授與，後者亦未有逾越權限之行為。
從而，保險經紀人公司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要保人之先、備位聲明均不
足採。
第三目

本案評析

政 治 大
觀察法院之見解，有以下二點值得注意：
立
且保險經紀人應屬要保人之投保代理人。

學

‧ 國

一、法院就保險法第 9 條「洽訂保險契約」之解釋應係「洽商並訂定契約」，
二、法院將本條與同法第 8 條保險代理人之定義相互對照，認保險經紀人非

‧

「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

y

Nat

針對上開見解，首先，業務員若獲要保人之授權而得代為處理「變更投資標

sit

的」及「保單質借」等相關事務，則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就此部分為委任關係

er

io

殆無疑問；惟因本案不涉及訂約相關之爭議，故法院對保險法第 9 條「洽訂保險

al

n

iv
n
C
會將保險經紀人認定為要保人之投保代理人，不無疑問。
hengchi U
此外，雖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在立場上確實有所差異，但以對照保險法

契約」一詞之見解僅具說文解字一般的意義，於涉及訂約相關之事項，法院是否

第 8 條、認「保險經紀人非保險代理人」之方式認「保險經紀人為受要保人委任
而代理其洽訂保險契約之人」顯有不足，蓋保險代理人須經保險人授權始有受領
要約或其他意思表示之權222，非逕依保險法第 8 條而為保險人之代理人。
第二款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保險上字第 6 號判決（下稱【減額
繳清案】）

221

此見解嗣後為部分實務見解所採，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 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
5 號判決（此判決維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426 號民事判決就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
關係之認定）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年度保險字第 20 號判決等。惟上開列舉判決，其案例事實
均係在處理「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之關係；處理「要保人」與「保險經紀人」之關係者僅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消字第 30 號民事判決，故此處以本案為代表。
222
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104。

73

DOI:10.6814/NCCU202000616

第一目

案例事實

要保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繼承人為受益人，經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屬業務員
（下稱業務員）向保險人投保終身壽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於第六保單年度
時以無意續繳保費為由，辦理減額繳清。第八保單年度時被保險人身故，受益人
請領保險金時發現所得保險金數額遠低於要保人實際所繳付之保險費，故：
一、以業務員僅告知要保人辦理減額繳清後保險金額會等比例下降，未使其
充分了解減額繳清後之保險金權益、未盡協助據實說明義務，依民法第 184 條、
第 188 條、第 544 條、第 227 條，爰向保險經紀人公司請求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
行之損害賠償（主張①）。
二、保險人於要保人辦理減額繳清時，未依法提供辦理減額繳清後各年度之

政 治 大
受有保險金減少之損害，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27 條，向保險人請求侵權行為與
立
解約金金額等文件，亦未就繳清之計算方式及計算所得數據提供說明，致受益人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主張②）。

‧ 國

學

第二目

法院見解

‧

sit

y

Nat

一、保險經紀人公司無向要保人詳細說明減額繳清權益變更之義務

er

io

法院首先認為，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206 點及保全人員的職業

al

iv
n
C
計算方式及計算所得數據為說明者為保險人
h e n g c，若保險人未將上開事項委由保險經
hi U
紀人公司處理，則保險經紀人公司並無就系爭保險契約於辦理減額繳清後各年度
n

道德規範第 10 點，負有提供減額繳清後個年度之解約金金額，並就減額繳清之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所繳之年繳化保險費」等資訊為完整說明之義務。此
外，縱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提供之 DM 上有「保本」之文字，其亦未向要保人說
明於減額繳清後，無論何時發生保險事故均有保本，故無未據實說明或誤導之情
事。從而，主張①不可採。
二、保險人未盡說明減額繳清權益變更之義務與損害間無因果關係
首先，法院認為本件受益人期待權之損害為系爭保險契約交易範圍內之利
益，非固有利益之侵害，僅有債務不履行而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問。就契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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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言，法院認保險人未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206 點223及保全人員
的職業道德規範第 10 點224向要保人說明「保單價值準備金」、「所繳之年繳化
保費」及其計算方式、計算所得數據等，屬未盡完整說明之責任進而成立債務不
履行；惟因要保人客觀上已無清償每年逾 813 萬元、且尚需繳費 14 年之保險費
之能力，主觀上亦係因無意續繳保費而辦理減額繳清，受益人無法獲得原保險契
約所定保險金額理賠之差額，係要保人自行選擇之結果，與保險人未為完整詳細
之說明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故主張②亦不足採。
第三目

本案評析

本案無權利侵害，且要保人亦未能舉證本案中之業務員、保險經紀人公司與
保險人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其之情事，故就法院見解中有關侵

政 治 大
之部，法院於本案中採用的論理有再檢討的空間，分述如下：
立
一、針對保險經紀人公司契約責任之部分

學

‧ 國

權行為之論述，本文採相同見解。然而，就保險經紀人公司與保險人之契約責任

‧

保險經紀人究竟有無在要保人向其詢問辦理繳額繳清時，就減額繳清之計算

y

Nat

方式及計算所得數據事項進行說明之義務，應視其與要保人間保險經紀契約之義

sit

務範圍而定。誠如前述，如無特別約定，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僅為洽訂保險契

er

io

約，至多在單純洽訂保險契約的範圍內，本於居間契約或委任契約，而可能在個

al

n

iv
n
C
人就減額繳清之計算方式及計算所得數據事項向要保人說明為由
，認定保險經紀
hengchi U
人無此義務，實未掌握問題的本質。
案中負有對保險商品之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法院以保險人並未委由保險經紀

觀察本案事實，要保人僅係向業務員詢問有無繼續繳保險費之辦法，以及應
如何為之較為妥適，因業務員並未涉入要保人之意思決定，故其之角色較近似傳
遞要保人減額繳清意思表示於保險人之使者，未足使保險經紀人公司在契約法上
負有前揭說明義務。至若在何種情形下，保險經紀人公司始有負該等義務之可能，
則為另一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223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206 點：
「保險商品提供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者，應
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於辦理繳清或展期後解約，有收取解約費用者，應於送審商品文件之計
算說明書之『解約金計算公式及其法令依據』中詳述解約費用之收取內容。
（二）保戶辦理繳清
或展期時，應提供保戶辦理繳清或展期後各年度之解約金金額。
（三）保險單所附之解約金表應
加註『若保戶辦理繳清或展期時，本表將不適用。』等警語。」
224
人身保險保全實務處理準則及職業道德規範中保全人員的職業道德規範第 10 點：
「各項費用
之收退、減額繳清及展期保險之計算，應以正確之公式及保費／責任準備金／解約金計算之，如
有需要應向保戶解釋其計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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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保險人契約責任之部分
本於相同邏輯，保險人在契約法上是否負有就減額繳清之計算方式及計算所
得數據事項向要保人說明之義務，仍須回歸其與要保人間之契約法律關係。人身
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僅為便利保險商品之審查，保全人員職業道德規範更僅
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所訂定之自律規章，並非法令，法院逕以二者作為
保險人契約法上義務之依據，論理上不無令人齟齬之處。
第四項

考察

第一款

嚴格認定保險經紀人民事責任之傾向

政 治 大
相對於監理法上日趨繁瑣的規範趨勢，法院在認定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責
立

任時，多採取較為消極的立場。首先，涉及適合性義務之案例如【投保節稅案】、

‧ 國

學

【20 年期案】，法院均將其定性為居間契約，而在認定有無債務不履行時，只要
保險經紀人無詐欺、未據實報告，而要保人亦於保單上簽名確認，即認無保險經

‧

紀人未違反契約義務；縱係未就保險經紀契約進行定性的【躉繳型年金案】亦同。

y

Nat

其次，在與續保有關之案例中，除要保人已明確委請保險經紀人辦理續保的

sit

情形如【未回傳要保書案】，在【未通知續保案】中，法院認定保險經紀人無主

er

io

動為續保通知之義務。最後，就有關保單管理而言，法院的態度與在涉及適合性

al

n

iv
n
C
清後保險金額之變化的說明義務；在【變更投資標的案】中，只要遵從要保人指
hengchi U
示，即無契約義務違反。
義務的案例中相似，如在【減額繳清案】中，直接認定保險經紀人未負就減額繳

第二款

保險經紀契約的義務範圍未被細緻劃定

在【躉繳型年金案】中，要保人希望保險經紀人為其取得具特定性質的保險
商品是否成為後者之契約義務未被討論；在【減額繳清案】中更以保險人有無委
由保險經紀人向要保人說明決定保險經紀人是否對要保人負該義務。此均顯示我
國法院在處理此類爭議時往往未能掌握問題的本質，而當法院放棄對契約義務內
容進行細緻的討論時，即會出現【減額繳清案】中，逕以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
意事項與保全人員職業道德規範作為課以保險人契約法上義務依據的荒謬論述。
第三款

保險法第 9 條之角色定位與保險經紀實務間存在鴻溝

76

DOI:10.6814/NCCU202000616

依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保險人為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之人。無
論針對「洽訂保險契約」，係如同本文般採單純媒介居間的見解，抑或是受要保
人委任進而對其負較居間契約義務更多之義務的見解，均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
論，即：我國法制上對保險經紀人之期待為「非代保險人招攬保險之人」，而這
也是保險法第 9 條之所以與同法第 8 條分別規定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20 年期案】及【減額繳清案】中，保險經紀人公司均辯稱其與要
保人間無契約關係存在；在【減額繳清案】中，保險經紀人公司更自稱其為向保
險人收取佣金或報酬而「招攬」保險之保險經紀人。此外，除【未回傳要保書案】，
上開所有案例中，實際上與要保人接觸者皆為保險經紀人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
員，除非法制上將「保險人／保險代理人公司所使用之業務員」及「保險經紀人
公司所使用之業務員」分別看待，否則單靠保險法第 9 條即欲消除我國保險實務

政 治 大
保險法第 9 條作為定性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契約關係之基礎，亦悖於實情。
立
第五節

本章小結

學

‧ 國

中存在多年之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角色混同之問題，與治絲益棼無異；而以

‧

茲將本章重要結論整理如下：

y

Nat

sit

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契約關係為何，須視具體個案而定，保險法第 9

er

io

條不具定性該等契約關係的功能，亦無法僅從該條文中推得保險經紀人是否為要

al

n

iv
n
C
二、保險經紀人在民事法上負契約義務，針對保險商品之說明義務與適合性
hengchi U
義務是否及如何為契約義務所包含，須進一步探討。此外，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保人之代理人。

第 7 條第三項規定，保險經紀人另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在立法理由將後
者與 Fiduciary Duty 鍵結的情況下，Fiduciary Duty 與契約法關係如何即待釐清。
三、保險經紀人在監理法上負「忠實義務」、書面分析報告義務及報酬揭露
義務，本文認為有將此三義務解釋為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於監理法上之投射的
可能性。
四、相較於立法者始終欲於保險法相關法規中課以保險經紀人諸多義務之意
圖，法院於認定保險經紀人之民事責任時往往採較嚴格之態度，亦即：保險經紀
人僅需無不法情事（如詐欺、誤導）、無違背要保人指示即可，並未要求其於此
之上須負更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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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忠實義務之基本理論
第一節

概說

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理論起源於英美信託法，因信託關係具有信託財
產之形式歸屬與實質歸屬不一之特徵，信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與受託人而喪失部
份財產處分權的同時，受託人取得了廣泛的裁量權。為保護在此關係中位居弱勢
地位的信託人，法律遂課予受託人較重之忠實義務225。此後忠實義務開始廣泛適
用於多種與信託關係具相似特徵之法律關係中，如：本人與代理人、公司與公司
負責人、醫生與患者、律師與客戶等。然而，誠如學者所言：「忠實法（Fiduciary
Law）一團亂226。」隨著其於現代社會各種法律關係中之適用，忠實法展現了有

政 治 大
英美法下就當事人間在何種情況下始成立忠實關係，本於此忠實關係
立

趣並迷人的多變樣貌，但也因此加深了法律理論的複雜與難解。

（Fiduciary Relationship），忠實義務人（Fiduciary）又負何種忠實義務，仰賴大

‧ 國

學

量判例法原理原則之積累，似難一窺其基本架構。然而，隨著經濟社會交易型態
之改變，消費者保護意識逐漸抬頭，愈來愈多的法律關係具備忠實關係之表徵，

‧

從而，在判斷某種法律關係是否屬忠實關係時（就非屬判例法傳統上認定之忠實

y

Nat

關係者尤其重要），一套可供檢驗的忠實關係理論即屬必要227。

sit

本章將嘗試以鉅觀之視角解構／再建構忠實義務之基本理論，包括忠實關係

n

al

er

io

何時成立、忠實義務之具體內涵為何，並依此檢視我國法下與忠實義務有關之規

v

定，期為本文於解構／再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時提供一論理依據。

Ch

第二節
第一項

engchi

i
Un

忠實關係之成立

忠實關係可否被定義

忠實義務始於忠實關係之成立。惟誠如前述，由於忠實法被廣泛適用於各式
各樣的法律關係中，忠實義務人在不同的法律關係中所負之忠實義務亦因此相
異。是否存在一得以適用於各種忠實關係之法律定義，司法實務與學說見解不一，
詳述如下。

225

王文宇，前揭註 11，頁 82。
D. Gordon Smith, The Critical Resource Theory of Fiduciary Law, 55 VAND. L. REV. 1399, 1400
(2002).
227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28。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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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否定說

傳統上多認，忠實關係是不可定義的。理由大致上有三：首先，相較於先有
原理原則，忠實法是由法學方法上一連串的類推適用（jurisprudence of analogy）
發展而來，相關法則之解釋適用十分注重具體個案的事實認定228，因此試圖從中
萃取出若干要素以定義忠實關係是困難且無實益的229。再者，由於忠實關係可能
存在於各種法律關係中，若於各該法律關係中適用同一原理原則，就結果而言將
創造出不確定的法律230。此外，亦有學者直接主張，忠實義務並不必然始於忠實
關係之成立，而應歸因於當事人明示自願承擔（undertaking）某種義務。因此，
針對某一法律關係中之當事人何以負有忠實義務之分析，得獨立於對於忠實關係
本質之探問231，從而亦無須定義忠實關係。

立

肯定說

學

‧ 國

第二款

政 治 大

針對前揭有關於不同法律關係中適用同一套忠實法之原理原則將創造出不
確定之法律的批判，有學者作出回應，其認為：從無任何法規範係清楚明確的，

‧

僅程度有別232。而相對於傳統學說認為定義忠實關係並無任何意義之見解，美國

y

233

Nat

法院則多認，判斷一方是否對他方負有忠實義務的前提係雙方間成立忠實關係

sit

，此觀點與前揭學說見解實屬相互矛盾，蓋若不需先釐清雙方當事人間之法律

er

io

關係是否為忠實關係，則無法判斷是否須課予當事人忠實義務。事實上，在與忠

al

n

iv
n
C
間成立忠實關係——此種忠實關係的來源可以是與被告間之法律關係或某些事
hengchi U
實234。從而，雖法院對何為忠實關係一問本身並無統一之見解，但仍會在個案中
實義務有關的爭訟中，原告在主張被告違反忠實義務前，往往會先主張其與被告

試圖探求忠實關係是否存在。由此觀之，對忠實關係下定義並非不切實際。
遺憾的是，美國法院在判斷雙方當事人間是否成立忠實關係時，多先就二者
間之法律關係是否落入某種判例法傳統上被認定屬於忠實關係之範圍內（如：信
託人與受託人、本人與代理人、公司與公司負責人等）進行判斷；如是，則一方
228

Deborah A DeMott, Beyond Metaphor: An Analysis of Fiduciary Obligation, 37 DUKE L.J. 879, 879
(1988).
229
Deborah A DeMott,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n a Justifiable Expectation of Loyalty and Their
Consequences, 48 ARI L REV 925, 934-35 (2006).
230
See DeMott, supra note 228, at 879.
231
James Edelman, When do Fiduciary Duties Arise?, 126 LQR 302, 302-303 (2010).
232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xvi-xvii (2011).
233
Paul B. Miller,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i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FIDUCIARY LAW 63,
65 (Andrew S. Gold & Paul B. Miller, eds., 2016).
234
See Id.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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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對他方通常負有忠實義務235。學說上對於此種方法論有所批評，認為當事
人間之所以成立忠實關係，係其法律關係之本質使然，而非因先落入某種法律關
係的分類中，始成立忠實關係。換言之，忠實關係之成立得獨立於慣常被視為忠
實關係之法律關係外，並得基於某些特定之具體情形而成立236。
第三款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忠實關係是可被定義的，理由如下：
一、於雙方當事人之法律關係明確無爭議時，討論忠實關係之本質的確不如
直接適用忠實法內化於各該法律關係之原理原則來得具備實益；但於雙方當事人
間之法律關係不明確或過度複雜，以至於無法被輕易歸類為任一種忠實關係之典

政 治 大
二、即便雙方當事人之法律關係已落入成立忠實關係之典型態樣內，仍可能
立

型態樣時，只有試圖對忠實關係的本質進行探問始得解決爭端。

因具體個案中存在某些事實，使得課予一方當事人更高度之忠實義務有失公平，

‧ 國

學

甚而悖於忠實關係之本質。於此種情形之下，是否存在一檢驗忠實關係是否成立
之原則即屬重要。

‧

三、歸類先於定義之方法論顯示了人們對於某些關係是否屬忠實關係早有定

y

sit

n

al

er

忠實關係之定義

io

第二項

Nat

見237，而此「定見」本身又彰顯了忠實關係是可被定義的。

第一款

概說

Ch

engchi

i
Un

v

確認忠實關係是可被定義者後，復應處理者為：如何定義忠實關係？如前所
述，美國法院於判斷當事人是否負忠實義務時，多先界定雙方間是否成立忠實關
係。惟法院甚少直接對忠實關係作概括性的定義，而是以由具體個案中所萃取而
出 之 具 體 要 件 作 為 判 斷 忠 實 關 係 是 否 存 在 之 基 礎 238 ， 包 括 ： 裁 量 權 限
（Discretion）、權力（Power）、不對等（Inequal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
信賴（Trust）、信任（Confidence）239。

235
236
237
238
239

Id.
Id. at 68. 類似看法，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28-129。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64.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2.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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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上則有試圖對忠實關係提出定義者，認為得依以下四點歸納出忠實關係
之特徵：①服務之提供。②財產或權力之託付（entrustment of property and power）
。
③ 託 付 人 （ Entrustor ） 無 法 在 不 損 及 此 託 付 關 係 之 前 提 下 特 定 忠 實 義 務 人
（Fiduciary）之權限範圍。④託付人無法密切監督忠實義務人之行為以確保其確
實依其託付而履行義務240。此外，亦有學者提出以忠實權力理論（Fiduciary Power
Theory）作為檢視特定法律關係是否為忠實關係之依據。
無論係美國法院之觀點，抑或學說見解，對於嗣後釐清保險經紀人是否屬忠
實義務人均極為重要，詳述如下。
第二款

忠實關係之特徵

第一目

忠實義務人所提供者為具一定專業性之勞務

政 治 大
相對於商品而言，忠實義務人所提供者為勞務。惟並非所有勞務提供者均為
立

忠實義務人，須其勞務內容為在一般社會觀念下具一定之專業性，如：醫療、法

‧ 國

學

律、投資管理、教學或其他為他人所倚靠之重要能力者，始足當之241。忠實法起
源自信託法，「信賴託付」作為其特徵蘊含其中，而對於「專家」之「信賴」往

‧

往亦是構成忠實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反面而言，不具特殊專業性之勞

y

Nat

務提供如水電工、修車場員工，因與客戶間未必具有信賴託付關係，自非屬對客

n

al

er

io

第二目

sit

戶負有忠實義務之人242。
財產或權力之託付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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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財產或權力之「託付」為忠實關係中最重要的部分。一方因將自己之財產或
權力託付與他方，而使自己位居此託付關係中之弱勢地位；他方則因取得非屬自
己之財產或權力，而有濫用該等財產或權力之可能。針對此一忠實法所想像之忠
實關係典型態樣，有以下幾點須注意：
一、託付之意義

240
241
242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77.
See Id. at 6-7.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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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託付，得依所託付之財產及權力之性質及條件而有不同態樣243，其通常
來自託付人之信賴。然而，美國法院曾指明，主觀上之信賴不足以將一般正常交
易關係轉化為忠實關係，仍須將當事人於個案中所表現之具體信賴因素及交易過
程中受任人是否握有不當影響力列入考量244。
二、裁量權限（Discretion）之重要性
伴隨著財產或權力之託付而來的是忠實義務人就該等託付具有裁量權限，此
裁量權限之高低，將影響所成立之忠實關係之強弱；甚或，若受任人就此等託付
不具任何裁量決定之權限，其與委託人間可能將不存在任何忠實關係245。此要件
為另一學者提出之「忠實權力理論」之核心，將於下文詳述。
三、財產或權力之意義

立

政 治 大

許多忠實關係與「財產（Property）」有關，惟何謂財產，其定義與內容往往

‧ 國

學

模糊不清，致使若以「財產之託付」為成立忠實關係之其中一要件，則於忠實關
係之認定上將產生許多模糊地帶。就此，有學者主張，在忠實法的脈絡下，傳統

‧

上與財產權相關之辯論並無太大用處，應以「重要資源（Critical Resources）」之

y

Nat

託付作為認定是否成立忠實關係的根據；而在判斷是否有重要資源之託付時，應

sit

著重於「該等資源之託付是否賦予受任人為投機行為之可能性」？此判斷並與社

er

io

會規範上對於該等資源是否「歸屬」於託付人息息相關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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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係來自於權力委託，此類權力之委託往往係因託付人與忠實義務間知識或經
hengchi U
驗的差距而產生，如：醫師與患者、律師與客戶之關係247。
雖忠實關係內之託付多均直接或間接與財產權相關，惟亦有部分忠實關係之

第三目

風險之存在與委託人的脆弱性

243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7-9.
See Id. at 12-13.
245
See Id. at 8-9.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72. Smith, supra note 226, at 1403. Paul B Miller, A Theory
of Fiduciary Liability, 56 MCGILL L.J. 235, 261-63 (2011).
246
Smith, supra note 226, at 1443-44. 惟亦有學者認為，以「重要資源之託付」作為認定是否成立
忠實關係的依據，在某些涉及對託付人而言具有價值，但通常無法被歸類於財產的忠實關係中會
產生適用上的困難。例如：代理關係中代理人代本人行使權利而所可能產生的各種情形，不見得
能以「資源」一語掌握；而在諮詢顧問與客戶間，亦有可能不涉及任何「資源」的託付。See also
DeMott, supra note 229, at 935-36.
247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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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或權力之託付構成忠實關係之重要部分，忠實義務人因此就託付人所託
付之事物取得裁量權限，而此等裁量亦使得忠實關係內蘊藏之風險有別於任何與
他人之關係所存在的風險。此種特殊之風險樣態可從以下二個面向觀察：
一、託付人之脆弱性係由「託付」而來
託付人在將財產或權力託付予忠實義務人之前，其談判地位可能與忠實義務
人對等。惟一旦託付人將財產或權力託付給忠實義務人、使其取得裁量權而成立
忠實關係，任憑託付人握有多大的資訊能力、談判協商能力，其原先之優勢地位
仍無可避免地發生逆轉248。換言之，託付人之所以在忠實關係中位居弱勢，並非
由於其與忠實義務人間存在談判協商能力不對等、無法取得足夠的資訊等情——
該風險與定型化契約對消費者產生的風險並不相同249 ——而是來自託付人在託

政 治 大

付財產或權力之後，某一程度上喪失了對該等事物之控制。

立

二、託付人難以為適當之自我保護

‧ 國

學

財產或權力之託付、忠實義務人之裁量權限、忠實義務人之服務價值、託付

‧

人之風險，四者在忠實關係中相互連動。因財產或權力之託付，忠實義務人取得

y

Nat

裁量權限；忠實義務人之裁量權限愈高，其所能提供之服務價值亦愈高，但與此

sit

同時，託付人所承受之風險也隨之升高250。由於託付人所能獲得之服務價值與其

er

io

所必須承受之風險成正相關，而裁量權限又為忠實關係之核心要素，故在一忠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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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難以期待託付人能於不付出高額監管成本、不大幅減損其欲獲得之服務

ni
Ch
價值的前提下而為適當之風險控管。
U
engchi

事實上，忠實義務之法則正朝向成本利益的衡量前進，即法院在決定是否課

予受任人忠實義務時，往往會衡量託付人在委託關係中所受到的風險程度、託付
人對忠實義務人行為加以限制時所需之成本，以及是否有其他可供使用之法律上
保障措施以降低委託人之風險251⋯⋯等，在此脈絡之下，風險的存在與託付人之
脆弱性即成為不得不仔細檢驗之要素之一。
第三款

248
249
250
251

忠實權力理論（Fiduciary Power Theory）

See Id. at 26.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29。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25-26.
See Id.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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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何以權力作為理解忠實關係之核心

前揭所述忠實關係之特徵，大抵不脫美國法院所曾指出之忠實關係之要件，
如：裁量權限、權力、不對等、脆弱性、信賴、信任。此些要件相互連動，學者
有將之區分為「定義性特徵（Definitive Properties）」與「結構性特徵（Structural
Properties）者252，前者對如何對忠實關係之特徵進行區分、歸類有所助益，後者
則蘊涵忠實關係內當事人將呈現何種地位狀態之意涵。
而定義性特徵內最重要者為「權力」，蓋因忠實義務人得以裁量權力代替託
付人行使原屬託付人之「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從而牽連出忠實關係之
結構性特徵如「脆弱性」、「不對等」、「信賴」等，故於眾多列舉特徵裡，本
文亦將「權力」作為理解忠實關係之核心，而此即「忠實權力理論」之理論基礎。
第二目

內涵

立

政 治 大

根據忠實權力理論，忠實關係被定義為：一方對他方之重要的實際利益

‧ 國

學

（Significant Pratical Interesst）得以自由行使裁量權力的關係。依此定義，不難
發現「權力」為界定忠實關係之核心要素，而伴隨此要素而來者為「裁量」、「重

er

io

sit

Nat

一、權力來自託付人之「法律能力」

y

‧

要的實際利益」之意涵，詳述如下：

al

n

iv
n
C
務人所行使者非其原有之權力，而係來自於託付人之法律能力。在忠實權力理論
hengchi U
之下，法律能力被理解為「以合法有效之方式為行為，並因該等行為而負擔法律
正如前揭所述，財產或權力之「託付」為忠實關係中最重要的部分，忠實義

責任之能力253」。當忠實義務人被授權行使託付人之法律能力，某種程度而言忠
實義務人即成為託付人之替身254（Substitutive），視授權種類取得如：與他人成
立法律關係、取得或轉讓財產、使用他人機密資訊、為他人之健康或個人福祉做
出決定等權力255。
二、權力的範圍縱被特定亦無礙忠實關係之成立

252
253
254
255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69.
See Id. at 71.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29。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71.

84

DOI:10.6814/NCCU202000616

忠實義務人就託付人之重要利益所握有之裁量權限使忠實關係具有異於一
般法律關係之獨特意涵，惟這並不代表託付人不得對該等權限有所限制。事實上，
忠實義務人之權力被以各種形式限制，可能是在其觸發上有所限制（如：日期、
一定條件之成就）；可能是在該等權力之行使範圍上被加以限制（如：僅有某些
具體事項或授權是忠實義務人所得行使者）；亦可能是行使方式的限制（如：忠
實義務人於行使裁量權力時須優先或強制地考量某些因素）256。而即使忠實義務
人之裁量權力遭到若干限制，亦無礙忠實關係之成立。
三、重要的實際利益
忠實義務人所行使者為託付人「以合法有效之方式為行為，並因該等行為而
負擔法律責任」之法律能力，此處所謂之實際利益在概念上的意義即為法律能力

政 治 大
有為投機行為之可能性？」為判斷準則者，而在忠實權力理論之下，「重要性」
立

257

。至於該等實際利益是否「重要」，前述學說有以「該等資源是否賦予受任人

的判斷著重於「該等利益是否在法律上被認為有其重要性？」。前者注重忠實關

‧ 國

學

係內的利益衝突構造，後者則強調該等利益是否可能因賦予受任人一定之裁量權
限而受到若干影響。

第一款

概說

‧

課予忠實義務之必要性

er

io

sit

y

Nat

第三項

al

n

iv
n
C
「脆弱性」、「不對等」、「信賴」被認為是忠實關係的結構性特徵，託付
hengchi U
人之所以「脆弱」，與忠實義務人處於「不對等」之地位，而必須「信賴」忠實
義務人將為其最佳利益行事，乃在於其所面臨之風險無法完全消除，忠實義務之
課予也因此成為平衡託付人與忠實義務人間地位的方法。反面言之，課予忠實義
務的必要性取決於託付人能否取得其他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替代措施以避免受任
人濫用其權限；若是，則受任人258可能較不易被課予忠實義務，反之亦然。
第二款

可供檢驗之基準

256

See Id. at 72.
See Id. at 73.
258
此處使用「受任人」一詞，表彰因為課予其忠實義務，受任人不成為忠實義務人。下文使用
「受任人」一詞而非「忠實義務人」者，均同此邏輯。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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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社會上或法律上可能存在之替代措施有以下數種259：一、只找與
託付人無利害衝突之人為受任人。二、以獎賞之方式誘導受任人不濫用其權限。
三、控制受任人。四、監督受任人。五、以同業公會的規範或行政機關的行政命
令等其他非課予忠實義務的方法。
惟上開措施存在著個別缺點，例如：若濫用權限所得到之利益大於忠實執行
事務所能獲得之獎賞，則理性之受任人仍會選擇濫用權限；對受任人的高度控制
或監督則增加委託人之成本，甚至使受任人就權力之行使不具裁量權限從而無法
滿足忠實關係之核心要件——裁量。此外，同業公會之利益與委託人不一致，行
政命令之貫徹亦有監督成本，難以期待此二種方法將帶來多少成效。
上開批評固有其道理，然而，本文認為，縱或法律上或社會上所可能存在之
替代措施皆不如直接課予受任人忠實義務來得具有實益，思考可能之法律上或社
會上替代措施仍具有啟示性的意義。申言之，監控受任人之成本可能隨時代變遷

政 治 大
實，忠實法的動態性格即於此展露無遺，亦即：忠實義務之內涵可能早已以某種
立

而漸趨降低，行政命令之制定與執行亦可能隨相關意識之改變而日趨繁複與確

亦可能存在其他衡平託付人與受任人權益之機制。

‧

第四項

學

‧ 國

變體投射於行政監理法規當中。因此，即便不於民事法上認定忠實關係之存在，

典型之忠實關係態樣

y

Nat

sit

綜合前述有關忠實關係之特徵與忠實權力理論為理解何謂忠實關係所提供

er

io

之理論依據，本文認為應以「重要的實際利益」的「託付」、就該被託付之利益

al

n

iv
n
C
即以此檢視在相關議論下多被認為屬忠實義務人者，包含：信託受託人、代理人、
hengchi U
公司董事、專家、居間人，分述如下。
「行使裁量權力」三個要素作為檢視某一法律關係是否為忠實關係之核心。以下

第一款

信託受託人

作為忠實法之起源，信託關係為最典型之忠實關係。依美國法律彙編信託法
（第三版）（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之定義，信託為「一種與財產有關之
忠實關係」。其係由財產所有權人以明示且有意之方式於信託受託人間所創設，
目的在於使信託受託人負按信託所訂之慈善目的、或以非為信託受託人之一人或
數人之利益而管理處分該財產之義務260。」信託受託人之權力來自信託託付人將

259
260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30。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 § 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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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託財產託付於己261，該等信託財產因形式上所有權歸屬於受託人，受託人所
負之最重要的義務為以託付人之最佳利益處理信託事務，以及迴避牽涉自我利益
（self-interest）之交易262。故不論是從利益衝突構造觀點切入，抑或從所託付之
利益是否有因賦予信託受託人一定裁量權限而可能受到若干影響之視角觀察，信
託關係中被託付之財產屬「重要的實際利益」應無疑義。
信託受託人之是否具有裁量權限將影響其與託付人之間是否成立忠實關係，
而此一特徵亦可見於消極信託（Bare Trust）、自由裁量信託（Discretionary Trust）
與固定信託（Fixed Trust）之傳統區分中。消極信託受託人就信託財產無積極之
管理或處分之權限，故多不被視為忠實義務人263；自由裁量信託受託人除得積極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外，尚有決定信託財產受益人利益之權，屬忠實義務人當無
疑義。至於固定信託受託人，因信託文件中已指定信託財產分配方式，故其僅有
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權；但因固定信託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仍

政 治 大

具一定之裁量權，因此亦負有忠實義務264。
代理人

學

‧ 國

第二款

立

代理關係亦被認為是典型的忠實關係。同樣依美國法律彙編代理法（第三版）

‧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之定義，代理為「因當事人之合意，而由一方

y

Nat

（本人）明示授權他方（代理人）應依循本人之指示，以本人之名義為其處理事

sit

務的一種忠實關係265。」最典型的代理行為係「合法有效地代本人與他人締約」，

al

er

io

此為意思表示能力健全之自然人所擁有之權利能力的核心，若本人未將其法律能

n

iv
n
C
代理關係中存在權力之託付，此點並無疑問；惟相較於信託代理人，代理人
hengchi U
行使權力時受本人控制的程度可能更高266，其是否仍具裁量權限即不無疑問。就
力託付予代理人，代理人即無此權力。

此，學者有認，在代理關係中，即使本人已給予詳細的指示，但如何詮釋（interpret）
該等指示以在其限制下行使權力，則落入代理人之裁量權限中267。
代理人何以對指示內容之詮釋存有裁量權限，得從以下三個面向觀察：

261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77.
Smith, supra note 226, at 1453.
263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77.
264
Id.
265
“Agency is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that arises when one person (a “principal”) manifests assent to
another person (an “agent”) that the agent shall act on the principal's behalf and subject to the principal's
control, and the agent manifests assent or otherwise consents so to act.”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1.01 (2006).
266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5.
267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8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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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代理人過往對本人之瞭解，即便本人所為之指示，其內容在字面意
義上已臻明確，代理人仍有據此決定自身將如何行動之裁量權限268。
二、代理人代本人處理事務之過程，其客觀情況往往有所變動。本人之所以
委任代理人代為處理事務即是期待代理人得於理解其首要目的之前提下行事，從
而，代理人針對本人為特定指示之目的為何所為之詮釋，就結果而言將使代理人
於行為時具一定的裁量權限269。
三、若代理人就本人所委任之事務無任何裁量權限，則本人似無特別委任代
理人之必要，蓋伴隨複雜細瑣之指示而來者係本人須付出諸多交易成本及機會成
本270，是以或多或少，大部分的代理人就其所被授權處理之事務，均具有裁量權
限。
此外，既代理人之裁量權限體現於其對本人所給予之指示所具之詮釋空間，
在此脈絡之下，代理人所負之忠實義務即得被理解為：依本人之意思，合理詮釋

政 治 大

該等指示而行事，並避免藉代理行為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的義務271。
公司董事

學

‧ 國

第三款

立

十九世紀後，公司組織型態逐漸走向「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之模式，

‧

亦即公司之所有權人雖為股東，但實際上對公司經營相關事務進行決策者為董事

y

Nat

（與其他公司負責人）。因此種對他人之財產握有經營管理權限之特徵與信託關

sit

係相似，故早期有類推適用信託法原理原則解釋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者272。然而，

n

al

er

io

董事之職責畢竟與信託受託人有所差異，信託法之原理原則終究無法完美處理所

v

有涉及公司董事與公司之法律問題，從而，董事所負之忠實義務，在公司法脈絡

Ch
下即逐漸發展出其獨有之特色。

engchi

i
Un

董事處理與公司經營有關之各種事務時所行使者係公司作為法律主體所享
有之權利能力，而董事之所以得行使屬於公司之權利能力，係因公司作為擁有獨
立法人格的法律主體，必須透過授權予機關始得實際地為法律行為。此項先天性
的限制，將公司與董事間存在「法律能力」的「託付」二項要件展露無遺。
此外，公司董事就如何行使公司之權利能力，雖仍部分受限於股東會之決議，
但大致上具有廣泛的裁量權限。舉例而言，董事在其權限內無遵守股東會決議之

268

Deborah A. DeMott, The Fiduciary Character of Agenc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structions, i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FIDUCIARY LAW 321, 322 (Andrew S. Gold & Paul B. Miller, eds.,
2016).
269
See Id. at 323-24.
270
See Id. at 328. See also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80.
271
DeMott, supra note 268, at 321.
272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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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已是普遍的法律見解273；此外，法院以「商業判斷法則」作為判斷董事是否
違反忠實義務之標準，故作為非商場專家之裁判者，須盡可能地不以事後諸葛之
角度評判董事的商業決策。就結果而言，司法審查將與公司經營相關的決策裁量
權保留予董事行使274。
第四款

專家

專業人士所提供之勞務，多涉及財產或權力之託付，典型之例為醫師與律師。
前者係得病患之委託而得對其身體施行手術；後者則是受當事人委託而得代理當
事人在法院行使訴訟權，二者均屬忠實義務人275。醫師與律師除均係提供專業服
務之人士外，對當事人而言，同時也擔任諮詢顧問（Advisor）的角色。在此脈絡
下，其他諮詢顧問人如投資顧問、稅務顧問等似亦有被認定為忠實義務人之可能。

政 治 大
向，如：醫師得病患之授權為其動手術，因就手術過程中醫師應就如何對病患為
立
就此，學者有認，即便醫師跟病患之關係中存在許多得以成立忠實關係的面

侵入性的醫療行為得為獨立之裁量而當然成為忠實義務人；惟若醫師的角色僅侷

‧ 國

學

限於提供病患資訊，以幫助病患行使其自身的裁量判斷，則此時醫師應非忠實義
務人276。 蓋誠如前述，歸類先於定義之方法論是否正確有待商榷，於進行此類

‧

辯證時，不應先將某一角色分類——其係專家？抑或係諮詢顧問？——而應具體

y

al

n

居間人

sit

io

第五款

er

使」等要件。

Nat

檢視於各該關係中是否存在「重要的實際利益」的「託付」以及「裁量權力之行

Ch

engchi

i
Un

v

居間之種類繁多，包含證券仲介、不動產仲介、抵押擔保仲介、婚姻仲介等。
由於本文旨在辯證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相關議論與證券仲介人及不動
產仲介人之法律地位如何有所關聯，以下將先敘明二者與保險經紀人之相似處，
復以忠實權力理論檢視二者是否屬忠實義務人，最後輔以美國司法實務及學說上
相關議論，作為開展後續討論的催化劑。
第一目

273
274
275
276

證券經紀商（Broker-Dealer）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81-82.
See Id. at 82.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43.
Miller, supra note 233, at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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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保險經紀人的相似處
證券經紀商是否為忠實義務人之所以成為充滿爭議的問題，原因大致有以下
二點：一、報酬來源。二、服務的多樣性277。傳統上證券經紀商係代理客戶從事
證券交易，並依交易標的價值的一定百分比收取費用之人。此種報酬形式成為證
券經紀商推薦或誘使客戶購買高風險或高額商品，以使自己從中獲利之誘因。伴
隨證券經紀服務的多樣化，例如：當證券經紀商在代理顧客從事證券交易的同時
身兼給予客戶投資建議、為其進行財務規劃的投資顧問時，客戶對其所提供之意
見的信賴程度亦隨之升高，此使利益衝突的情形更為嚴重。
就保險經紀人而言，其向保險人收取報酬，而此報酬可能以一定之業務種類
或數量目標之達成為基礎，導致保險經紀人雖應為被保險人之利益配置保險商
品，但結果可能未以被保險人的利益為依歸，而推薦不適合的保險商品278。因此

政 治 大

種利益衝突與證券經紀商與顧客間之利益衝突結構上多所相似，故檢視證券經紀

立

學

‧ 國

商的法律地位如何即有必要。
二、以忠實權力理論檢驗

‧

證券經紀商代理客戶從事證券交易，之中有「權力之託付」應無疑問。關鍵

y

Nat

是在忠實權力理論的架構下，證券經紀商是否就該等權力之託付具裁量權限。美

sit

國司法實務即以此為判斷標準，絕大多數法院並未直接認定證券經紀商為忠實義

er

io

務人，反而著重於檢驗客戶之帳戶是否為全權委託帳戶（Discretionary Account）
，

al

iv
n
C
再視（一）證券經紀商與客戶間是否有明示成為投資顧問之合意？（二）證券經
hengchi U
紀商是否實際主導客戶的交易？在大多數的案例裡，證券經紀商與客戶之間均不
n

若是，則證券經紀商與客戶之間有較高可能將成立忠實關係279；反之則不然，須

具此種關係280，從而欲於具體個案中課予證券經紀人忠實義務並不容易。
三、其他議論

277

自 1975 年美國證券行業的佣金率自由化後，證券經紀商的競爭日趨激烈，尋找替代性的收入
來源對證券經紀商而言即成為必要。除了仲介交易之外，證券經紀商亦開始提供如包管帳戶
（Wrap-Accounts）之服務，或為握有重要投資組合之客戶進行投資安排，並以此為基礎收取一
定費用。See Donald C. Langevoort, Broker as Fiduciaries, 71 U. PITT. L. REV 439, 440-41 (2010).
278
陳俊元，前揭註 6，頁 168。
279
Arthur B. Laby, Fiduciary Obligations of Broker-Dealers and Investment Advisors, 55 VILL. L. REV.
701, 704-05 (2010).
280
雖各州對於是否對客戶之投資帳戶不具裁量權限之證券經紀商忠實義務所採取的檢驗標準並
不一致，但列舉的兩個要素為普遍之看法。See Langevoort, supra note 277, at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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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課予證券經紀商與投資顧問（Investment Advisor）同等之忠實義務281，
在美國所引起的巨大爭議已行之數年。癥結點在於證券經紀商往往無法被認定為
受《美國投資顧問法》（Investment Advisers Act 1940）所規範之投資顧問282，進
而導致無法以課以其忠實義務之方式處理前述因報酬結構所引發的利益衝突之
問。此種因適用法規不同而導致在忠實義務的要求上有所差異的情況，在 2010
年 7 月《華爾街改革與金融保護法》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通過之後似乎有了新的答案。該法第 913 條授權美國證券管理委
員會（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得課予證券經紀商與投資顧問相同程
度之忠實義務，並得制定相關規定以統一二者所負義務的標準283。遺憾的是，至
今 SEC 並未做出任何具體行動284。
然而，縱 SEC 欲積極依《華爾街改革與金融保護法》之授權而在忠實法的
脈絡下規範證券經紀商的行為，其可能亦需面臨諸多困難。例如：係要將忠實義

政 治 大
券經紀商在提供客戶投資建議時，應盡最大的忠誠（Loyalty）、應無所隱瞞
立

務解構為詳細的行為準則以供證券經紀商遵守？抑或僅作原則性的規範，要求證
（Candor）並為相應之注意，復將釐清這些曖昧不清的詞彙的工作留給仲裁機關、

‧ 國

學

司法機關與立法者？再者，即便任何 SEC 制定的法規並不會直接對證券經紀商
與客戶之間的私法關係產生任何效力，客戶亦可能於司法爭訟時以證券商須遵守

‧

SEC 所制定的法規為由，主張證券經紀商對其負有某種與誠信（Good Faith）與

sit
er

io

281

y

Nat

公平交易（Fair-Dealing）有關之契約法上義務285。

在美國法之下投資顧問對客戶負有諸多義務，最基本者為依客戶需求提供廣泛、適當且持續
的建議，此外，投資顧問亦擔負監控客戶帳戶表現，並隨投資市場的動向而調整投資組合。詳參：
林育廷，證券從業人員之專業責任——Broker or Advisers?，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2 期，頁 83，
2008 年 12 月。
282
《美國投資顧問法》Section 202(a)(11)前段將投資顧問定義為：
「任何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
直接或經由出版品、著作之方式，提供有價證券之價值、投資、購買、銷售證券適合性之建議；
或發行有價證券之分析、報告，並以之為營業者。」此定義乍看之下十分寬鬆，似能將給予顧客
投資建議、為其進行財務規劃之證券經紀商納入其中，惟同條後段設有若干除外條款，其中第(C)
款將「若證券經紀商所提供之諮詢建議服務僅係其從事證券經紀業務而偶發之行為（“solely
incident”）
，且未因該服務受有特別報酬（special compensation）
」排除於本法之適用。而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與法院對何謂「偶發行為」及「特別報酬」均
採取對證券經紀人有利之解釋，致使結果而言證券經紀商即便有提供客戶投資建議之行為亦難
有本法之適用。See William Alan Ⅱ Nelson, Broker-Dealer: A Fiduciary by Any Other Name, 20
FORDHAM J. CORP. &. FIN. L. 637, 643-45 (2015).
283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913 (k)(1):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Act or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 the
Commission may promulgate rules to provide that, with respect to a broker or dealer, when providing
personalized investment advice about securities to a retail customer (and such other customers as the
Commission may by rule provide),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for such broker or dealer with respect to such
customer shall be the same as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applicable to an investment adviser under section
211 of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
284
Nelson, supra note 282, at 689-693.
285
Langevoort, supra note 277, at 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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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縱無法於忠實法的脈絡下解決前開問題，美國司法實務及監理機關仍
嘗試透過各種方式保護投資人。前者如美國法院要求證券經紀商須向客戶揭露評
估所推薦交易時所必須之資訊286，後者則如美國證券商自律組織「美國證券管理
機構（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 Authority, FINRA）」制定相關規範要求證券經
紀商須在符合「適合性原則287（Suitability）」、「瞭解你的客戶原則288（Know
Your Customer）」等的前提下，履行其對客戶的義務。儘管此些規範並未被冠以
「忠實義務」的名稱，但作為忠實法脈絡下所欲解決者的對策之一，美國法上關
於證券經紀人與客戶間是否成立忠實關係的議論，實際上為本文帶來了一啟發性
的觀點：在釐清何謂忠實義務，以及某種法律關係是否為忠實關係等問題之外，
辨識存在與該等法律關係中之問題，從而在監理法上處理該等問題，抑或在私法
關係上課予其他義務（如資訊揭露義務），似亦不失為可行之道。

政 治 大

第二目 不動產仲介人

立

一、與保險經紀人的相似處

‧ 國

學

不動產經紀人的利益衝突來源為其位處賣方、買方間，有時為賣家管理給付

‧

標的、找尋合適的買家，有時代理買方尋找合適的交易標的，並依成交價金的一

y

Nat

定比例收取報酬。因買賣雙方契約角色的對立，在不動產經紀人同時受買賣雙方

sit

委託、甚為相關代理行為時，所產生的利益衝突將更加明顯。在美國法傳統上，

al

er

io

不動產經紀人多為代理賣家出售、出租不動產之人，此時在代理法下，不動產經

v

n

紀人即對賣家負忠實義務289 ：包括為賣家取得最佳可能的成交價格及契約條款
290

。

Ch

engchi

i
Un

由於過去代理法中存在嚴格的禁止雙重代理法則，因此不動產經紀人難以在
代理賣家出售不動產的同時擔任買家的代理人，進而對買家負忠實義務。然而，
在不動產交易的過程中，不動產經紀人除代理賣家處理交易相關事宜外，亦扮演
286

See Id. at 445.
Rule 2011「適合性原則」要求證券商須有合理基礎以確定對其所推薦之有價證券或投資策略
適合客戶，且經過合理謹慎之判斷。判斷內容包含但不限於：客戶年齡、其他投資、財務狀況、
稅務狀況、稅務狀況、投資經驗、投資時間、流動性需求、風險程度與其他客戶所告知的相關資
料。See FINRA, Rules & Guidance, https://www.finra.org/rules-guidance/rulebooks/finra-rules/2111
(last visited: 2019/9/20)
288
Rule 2090 要求證券商在開戶及維持帳戶時，須以勤勉的態度對待客戶，瞭解並保留每位客戶
的 基 本 資 訊 ， 以 及 代 理 客 戶 行 為 的 相 關 權 限 。 See FINRA, Rules & Guidance,
https://www.finra.org/rules-guidance/rulebooks/finra-rules/2090 (last visited: 2019/9/20)
289
Robert L. Raper & Andrew J Vandiver, Real Estate Broker Liability, 36 N.KY. L. REV. 409, 413
(2009).
290
William J. Ⅲ Minick; Marlynn A. Parada, The Real Estate Broker’s Fiduciary Duties: An
Examination of Current Industry Standard and Practice, 12 REPP. L. REV. 145, 151 (198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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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買家磋商不動產價格、給予其建議的角色。例如：買家會會同不動產經紀人
實地勘查欲交易之不動產，過程中往往也會向其透露許多自身資訊與需求，從而，
縱不動產經紀人係賣家之代理人，交易實務上買家仍然易對其產生依賴與信賴，
認為其係被不動產經紀人所代理291。
保險經紀人之報酬結構與不動產經紀人之報酬結構相似，雙方均為將盡力促
成交易以使自己獲得利益之人。此外，由於保險仲介市場上存在代表保險人之保
險代理人以及為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之保險經紀人，二者之法律地位雖
有所不同，但保險消費者是否能明確區分之中差異，不無疑問。基於此些相似處，
瞭解忠實法脈絡下不動經紀人之法律地位與義務即有必要。
二、以忠實權力理論檢驗

政 治 大
受有意欲購買該不動產之人的報價、向買家展示該不動產；換言之，大部分的不
立
就賣家與不動產經紀人之關係而言，典型的狀況係賣家授權不動產經紀人接

動產經紀人並無代理賣家直接與買家成立契約的權力292。惟誠如前述，即便在此

‧ 國

學

種代理關係中，不動產經紀人看似無裁量權而僅能依賣家指示行動，如何詮釋該
指示仍落入不動產經紀人的裁量權限中，例如：某一買家所給出的條件是否符合

‧

賣家所為之具體指示之目的？或是在交易環境已產生改變的狀況下，對賣家所為

y

Nat

指示的理解是否應隨之調整以符合賣家的最佳利益？

sit

就買家與不動產經紀人的關係而言，由於禁止雙重代理法則之限制，美國法

er

io

院在處理買家與不動產經紀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時往往多所掙扎，但晚近不動

al

n

iv
n
293
C
止雙重代理之限制亦有鬆綁之傾向
h e，n不動產經紀人仍有被認定為買家之代理人
hi U
c
g
而對買家負忠實義務之可能。
產經紀人不再僅得代理賣家，亦有可能作為買家之代理人，從而美國法院對於禁

從法院的掙扎中可以看出，「歸類先於定義的方法論」帶來諸多解釋適用的
困擾，也往往無法配合各種法律關係於實際運作之情形。若暫從不動產經紀人得
否同時為買賣雙方之代理人的爭論中跳出，以忠實權力理論檢驗其與買家的關
係，將發現在此關係中，買家可能「託付」予不動產經紀人的「重要實際利益」
係以其名義代理其締結不動產交易契約的權利（而此情形可回歸代理關係在忠實
法脈絡下的討論）。然而，若不動產經紀人無此種代理權限，則必須處理的問題
將是：在不動產經紀人與買家的關係中，買家究竟將自己的何種「法律能力」
「託
付」予不動產經紀人，進而使不動產經紀人就該權能取得裁量權限？就此，本文
291
292
293

See Id. at 156.
Raper & Vandiver, supra note 289, at 415.
See Id. at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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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正如前文所提及般，美國法院在投資人無將其帳戶之投資權限全權委託證
券經紀商的情形下，係以「證券經紀商是否實際上主導客戶之交易」作為判斷證
券經紀人是否應對客戶負忠實義務之標準，在不動產交易關係上，考量不動產經
紀人是否實際上主導該次交易，亦與忠實權力理論間具相當的相容性。
三、其他議論
除鬆綁禁止雙重代理法則外，美國法院亦有不採取以成立代理關係作為成立
忠實關係之前提，而改以觀察具體個案中有無足以認定雙方間存在忠實關係之事
實存在，以便繼續在忠實法脈絡下處理買家與不動產經紀人間之法律問題者。但
此種方式為某些學者所批評，認為當法院想方設法地欲使因不動產經紀人之不當
行為而受有損害的買家獲得損害賠償的同時，不動產經紀人與買家間的法律關係

政 治 大
當以忠實關係之成立、忠實義務之課予作為解決前揭法律問題的方式面臨其
立

亦因此存在各種不確定性，就結果而言將導致不動產經紀人無所適從294。

極限之所在後，美國法院決定轉身離開戰場，改以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與

‧ 國

學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作為立論依據，要求不動產經紀人須公平（fairly）且
誠實（honestly）地進行交易295，並在此基礎上衡量不動產經紀人究竟須對交易

‧

當事人負何種義務296。而與證券交易商是否對投資人負忠實義務的相關議論類

y

Nat

似，不動產經紀人在忠實法脈絡下的種種議論亦彰顯：在「忠實義務」的標籤被

n

al

Ch
第三節

第一項

er

io

能產生的利益衝突。

sit

撕去之後，仍有其他方式可資運用，進而處理此種因居間人位處交易雙方間而可

iv
n
e n忠實義務之內涵
gchi U

概說

誠如前述，檢視某一法律關係是否屬忠實關係之核心為「重要實際利益」的
「託付」，以及受任人就該被託付之利益「行使裁量權力」。對託付人而言，伴
隨此特徵而來的風險大致上有兩類297：一、忠實義務人可能濫用受託財產或權力。
二、忠實義務人可能錯誤或不當執行職務。忠實義務之課予乃是為了減少此等風
294

Minick & Parada, supra note 290, 165-67.
See Id. at 168. See also Raper & Vandiver, supra note 289, at 434-35.
296
惟學者有認一方面要求不動產經紀人須公平進行交易，一方面又課予其對賣家之忠實義務，
要求其為賣家之最佳利益行事，將導致不動產經紀人落入進退兩難之境地。See Minick & Parada,
supra note 290, at 169.
297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06.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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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故其內涵大致上得分為兩類，一係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二係注意
義務（Duty of Care）。
第二項

義務範圍

第一款

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

在一般交易關係中，當事人各為己利，一方當事人本無為他方當事人謀求利
益之義務，惟忠實關係中因存在「財產或權力之託付」，是以必須課予忠實義務
人兩個面向之義務以保護託付人：其一為忠實義務人行使權利時應專為託付人之
利益而為，其二為忠實義務人須避免與其自身有利害衝突之行為298，而此二面向
即構成所謂之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又一般法律關係與忠實關係間最大

政 治 大
忠誠義務，在忠實關係中即具備特殊的意涵。此外，既忠誠義務禁止忠實義務人
立
的區別在於財產或權力之託付，是以為處理此種因「託付」而來的風險所課予的
任何不利於託付人之行為（即便該行為並非必然對託付人造成損害），因此體現

‧ 國

學

忠誠義務內涵的法規往往具備預防性的功能，於忠實義務人執行職務時，提醒其
所被託付之財產或權力並非由其所有299。

sit

y

‧

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Nat

第二款

er

io

相對於忠誠義務著重於要求忠實義務人應將託付人之利益置於最優先之考

al

n

iv
n
C
策時應善盡履行之責任 。惟忠實義務人所負之注意義務與美國法下之一般注意
hengchi U
義務（General Duty of Care）是否有所不同，在學理上多所爭論。論者有認，由
量而行使權力，注意義務所要求者為忠實義務人行為時之小心謹慎，即在做成決
300

於縱非忠實義務人亦有可能違反美國法下之一般注意義務（General Duty of
Care），故注意義務並未如忠誠義務般在忠實關係中具備獨特之意涵301。然而，
相對多數之學說意見則持相反見解，認為即便是在非忠實關係中，當事人仍不得
圖利自己而對相對人造成損害；倘依相同邏輯，則忠誠義務在忠誠關係中所具備
的獨特意涵，似不如學者所以為的那般獨特302。
此外，由於是否負某一義務與是否違反該義務係二不同層次的問題，即便就
忠實義務人對託付人負忠誠義務與注意義務已無太多爭議，但於討論該義務是否
298
299
300
301
302

See Id. at 108. 另參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34-135。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08.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69-170. 另參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35。
DeMott, supra note 44, at 915.
Smith, supra note 3, at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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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違反時，則應有不同標準。具體而言，相較於要求忠實義務人之主觀狀態（如
是否能抗拒為自利行為或侵占託付人財產之誘惑）注意義務所牽涉者乃忠實義務
人之專業能力，對託付人而言，此種專業能力係較職業道德更易於事前進行評估
者。再者，由於託付人較易能於事後指出忠實義務人某一行為係屬不適切，故是
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問中往往存在落入後見之明之虞。綜上所述，就忠實義務人是
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應較判斷其是否違反忠誠義務嚴格303。
第三款

本文見解

事實上，忠實義務的核心在於要求忠實義務人為託付人之利益行動。此目的
得藉由課予忠實義務人忠誠義務與注意義務，要求其不得有圖謀己利之行為，且
必須妥適執行職務而達成。因此，不論是忠誠義務或是注意義務，在忠實關係中

政 治 大
內涵，並就各該義務的特性建構出不同的運作機制，換言之，此分類本身係為輔
立
均具備意義。再者，之所以區分忠誠義務與注意義務乃是為幫助了解忠實義務的

助理解，對於分類本身是否適當的探問在此似不具太大實益。蓋此脈絡下，分類

‧ 國

學

只是對於事物的一種解釋方式而已。惟不可否認的是，與忠實關係中之注意義務
是否具獨特意涵之問有關之議論，實際上彰顯了忠實法在法體系定位上的尷尬，

‧

此將於下文詳述。

y

Nat

此外，在忠誠義務與注意義務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外溢義務，亦成為不得不

sit

面對的扣問。本文認為，肯認外溢於忠誠義務與注意義務之義務存在的見解，本

er

io

質上係認為忠實義務本身存有一被劃定的範圍，但若以忠實權力理論作為理解忠

al

n

iv
n
C
之功能，尚具備決定忠實義務範圍的機能。具體而言，忠實關係中忠誠義務與注
hengchi U
意義務之範圍並不固定，取決於託付人所授予裁量權的範圍，從而，即便忠實關
實關係的理論基礎，則忠實權力理論不僅具協助判斷當事人間是否建立忠實關係

係中的注意義務可能與一般注意義務產生混淆，但在忠實權力理論下，依託付人
之授權程度，忠實關係中的注意義務，其範圍可能遠遠超越一般注意義務。而該
超越一般注意義務的注意義務，本質上並非所謂的「外溢的義務」，而係隨授權
範圍而異其範圍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第三項

體系定位

承接前述，在缺乏理論基礎的情況下，忠實義務人所負之注意義務與一般注
意義務間的關係易生混淆，導致忠實法實際上是否屬於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體系

303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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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一個次類別，學說上爭論不休。此外，因忠誠義務之內涵似亦與傳統契約法
上雙方當事人各謀己利、救濟方式通常為以契約之一方所受損害為基礎（lossbased）之損害賠償等原則互不相容，從而有學者倡議忠實法實際上非屬契約法，
而應作為一獨立之法律類別。
我國的民事責任體系分為契約法與侵權行為法，暫且將特定法律關係是否屬
忠實關係、有無必要將其歸類於忠實關係等相關問題擱置一旁，在引進起源於英
美法系的忠實義務後，如何切合體系地將其與民事責任體系銜接，即成為不得不
解決的問題。下文將整理美國法上針對此問題的所為的相關討論，期能為嗣後討
論忠實義務如何於我國法體系中落地時帶來些許幫助。
第一款

與契約法的關係

政 治 大
契約法則而使忠實法得從契約法體系中分離而出，學說見解大致上得分為肯、否
立
許多忠實關係內的當事人間具有契約關係，但就忠實法則是否獨立或外溢於

兩說，分述如下。

‧ 國

學

第一目

否定說

‧

y

Nat

採否定說的學者多從忠實法與契約法之相異處，以及忠實法作為獨立法體系

sit

存在實益兩個面向出發，認為不應將忠實法劃入契約法體系中。以下則以此二面

er

io

向為觀察視角，詳述學者之見解。

n

al

ni
Ch
一、忠實關係與契約關係不同之處
U
engchi

v

（一）忠誠義務並不相容於契約法
在忠實關係中，忠實義務人對託付人負忠誠義務，應專為受益人之利益而行
使權力，並須避免與其自身有利害衝突之行為。此與契約法上，契約當事人得以
自身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且因契約雙方本即位處對立之關係，一方在最大化其
自身利益的同時，將可能將損及他方利益的情形並不相同，故論者有謂忠實法並
不適用契約法之法則304。
（二）忠實法上之資訊揭露義務更為嚴格

304

See Id. at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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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有認忠實義務人對託付人負有更嚴格的資訊揭露義務。申言之，在忠實
關係中，即便託付人並未對忠實義務人提出要求，忠實義務人仍須提供託付人相
關資訊，例如：忠實義務人須自我揭露利益衝突情形305。然而在契約關係中，除
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律另有規定外，契約當事人並無主動提供資訊之義務。
（三）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較違反契約義務時更為多樣
依學者見解，違反忠實義務將產生以下四種法律效果306：一、損害賠償責任。
二、利益歸於託付人（歸入權）。三、終止忠實關係。四、報酬請求權消滅。以
下即就各該法律效果是否與契約法相容進行論述。

政 治 大
就損害賠償責任而言，依所違反之義務態樣不同，而有不同之賠償範圍。具
立
1. 損害賠償責任

體而言，違反注意義務之忠實義務人，對託付人負填補性損害賠償責任；而違反

‧ 國

學

忠誠義務者，除致託付人受有損害時須負填補性損害賠償責任外，尚須負懲罰性
賠償責任。另一方面，違反契約義務之一方當事人對他方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亦

‧

多以其所受損害為計算基礎（loss-based）。若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為填補性

y

Nat

損害賠償，則與契約法間即互具相容性。然而，在重大違反忠實義務之事件中，

n

al

er

io

違反義務時須負懲罰性損害賠償之契約法有所扞格308。
2.

Ch
利益歸於託付人（歸入）

sit

可能導致忠實義務人須負懲罰性損害賠償307，此部分即與通常不會認定義務人在

engchi

i
Un

v

在違反忠誠義務之情形，忠實義務人可能須對託付人負填補性損害賠償責
任、懲罰性損害賠償責任已如前述。惟在某些違反忠實義務之態樣中，忠實義務
人並未對託付人造成損害，充其量僅係忠實義務人利用其對被託付之財產或被授
與之權力具裁量權一事，圖謀自己之利益。在此情形下，因託付人並未受有損害，
故通常無法向忠實義務人請求損害賠償，此種結果在強調忠實義務人須以託付人
之利益為最優先考量之忠實關係中顯然並不合理。

305

See Id. at 267. See also Robert Charles Clark, Agency Cost versus Fiduciary Duties, in PRINCIPALS
71-72 (John W. Pratt & Richard J. Zeckhauser, eds., 1985).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35-136。
TAMAR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269, 291-2.
See Id. at 235-36.

AND AGENTS: THE STRUCTURE OF BUSINESS,
306
307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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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縱託付人受有損害，但在忠實義務人因違反忠誠義務所獲利益大於該
等損害之情形，忠實義務人將選擇違反契約義務309。在此情況下，要求忠實義務
人將所得利益歸還託付人，除具懲罰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之意涵外，更有促進忠
實義務人善盡對託付人之資訊揭露義務，並與之協商的功能310。
歸入救濟比起損害賠償更著重於利益之歸屬、預防違約以及懲罰違約等三面
向，除與契約法上以所受損害為計算基礎（loss-based）之救濟方式似乎有所區別
外，其所蘊含的懲罰性質亦與忠實法的道德性不謀而合，故成為認為忠實法應從
契約法中分離，作為獨立之體系存在之論者的有力論點之一。
3. 終止忠實關係
論者有謂因忠實關係是一種信任關係，故當忠實義務人違反忠實義務，信任
即不復存在，此時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使託付人得以此為理由

政 治 大
實關係中，違反忠實義務對忠實關係是否存續影響至深，而當契約關係中出現影
立
終止或請求法院終止忠實關係311。忠實關係之終止與契約法則並不抵觸，蓋在忠
響契約關係存續之重大事由時，契約當事人亦可能基於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取得

‧ 國

學

契約終止權。本於此觀點，終止忠實關係之法律效果並非無法見容於契約法中。
然而，可能滋生疑義者為，以雙方當事人間信任之消亡作為推導出忠實關係之終

‧

止的理由，是否同時表彰了忠實法的道德意涵？而此道德意涵是否亦為契約法則

sit

y

Nat

所接受？此將於下文探討。

er

io

4. 報酬請求權消滅

al

n

iv
n
C
未得利之情形，因不論係損害賠償或歸入權均無法請求或行使，故論者有謂此時
hengchi U
應使忠實義務人之報酬請求權消滅以遏阻忠實義務人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312。誠
於忠實義務人違反忠實義務，但未致託付人受有損害，忠實義務人自身亦尚

如前述，契約法之救濟方式著重於損害填補，在託付人並未受有損害，甚至忠實
義務人亦未得利之情形，此時使忠實義務人之報酬請求權消滅，與其作為託付人
之救濟手段，毋寧更近似一種對忠實義務人的懲罰方式；此與懲罰性損害賠償是
否與抵觸契約法則為共通的問題，亦與忠實法的道德意涵息息相關。
（四）忠實法有其道德意涵

309

此為著名之「效率違約理論（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
」
。
Robert H. Stikoff, An Economic Theory of Fiduciary Law, i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IDUCIARY LAW 197, 207 (Andrew S. Gold & Paul B. Miller, eds., 2016).
311
謝哲勝，前揭註 9，頁 135-136。
312
謝哲勝，前註，頁 136。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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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上有認，因違反契約義務在英美法系下被視為一種無關道德的行為，故
相較於契約義務，違反忠實義務更容易被視為一種道德瑕疵（如背信）313。忠實
法的道德意涵體現在違反忠實義務的法律效果上，如：懲罰性損害賠償、利益歸
於託付人（歸入）、忠實關係之終止、報酬請求權之消滅等，此已如前述。而若
契約法本質上不具道德意涵，則此類法律效果即與契約法原理原則互不相容。若
將忠實法歸於契約法下的次類別，則除將使忠實義務人所負之義務降至與契約義
務同等，託付人之救濟手段亦隨之減少外，忠實義務人更無須背負背信等道德上
之污名。基於上開理由，忠實法的道德意涵成為主張忠實法應獨立於契約法外之
學者的論理依據之一314。
二、忠實法作為獨立法體系存在之實益

政 治 大
除了忠實關係與契約關係有所不同之外，主張忠實法應作為一獨立法律類別
立

的學者所提出的另一個理由係「忠實法作為獨立體系存在有其實益」，詳述如下。

‧ 國

學

（一）凸顯與忠實關係有關之法律問題的重要性

‧

y

Nat

首先，學說上認為，若某種法律被標記為一種特定類別，則其所提出問題的

sit

重要性就會被凸顯315。換言之，若認為忠實關係所生之法律問題有其重要性，則

er

io

應使其成為一獨立之法律類別。此外，正如前揭所述，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

n

al

v

較契約義務的違反來得多樣，若契約法中無法推導出此種法律效果，則承認忠實

ni
Ch
關係不應作為契約法下的一個次類別即屬必要。
U
engchi
（二）應以忠實法建構適合忠實關係之法律原則

誠如前述，忠實關係廣泛存在於各種法律關係中，因各該法律關係間存在差
異，故似難以建構出一套具一致性的原理原則。針對此一問題，學者認為與其在
各該法律關係中分別處理與忠實關係相關之法律問題，使忠實法之內涵、需求與
基本原則變得更加難以掌握，不如將忠實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類別，立於其中而對

313
314
315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238-39.
See Id. See also Clark, supra note 305, at 75-76.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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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忠實義務人作整體性的觀察，並藉由原則性的觀點分析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以形塑適合忠實關係之法律原則316。
此外，正因忠實關係的多樣性，故更需要將忠實法作為一特別的法則，以問
題導向的方式解決之中所生的法律問題317。換言之，正是因為忠實法擁有多變的
樣貌，致須將其從契約法中分離，作為獨立且具備彈性之法律類別，靈活地處理
各種情形。
第二目

肯定說

肯定忠實法應為契約法下的一個次類別的學者所提出之理由約可分為以下
三點：一、忠實義務實際上為契約義務。二、契約法亦有道德意涵。三、利益歸
於託付人（歸入權）之法律效果亦可能由契約法導出，分述如下。

政 治 大
一、忠實義務實際上為契約義務
立

‧ 國

學

學者首先從法律經濟分析的角度出發，認為正如同寇氏定理所主張：在資源
有限且交易成本高的交易世界中，法規之制定得增進雙方當事人之福利，達成其

‧

在資訊充分揭露、且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所能達成的結果。在忠實關係中，因

y

Nat

忠實義務人所提供之勞務多具一定之專業性，故若要確保忠實義務人確實履行其

sit

職務，託付人往往須付出高昂的監控成本（如事前擬定詳細的契約條款、要求忠

er

io

實義務人行為前須再確認託付人之真意等），從而導致雙方福利下降318。課予忠

al

n

iv
n
C
進而節省該等成本之功能。此一模式本質上為契約
h e n g c h i ，U而忠實義務即為契約義務319。
實義務人忠實義務，將使義務本身產生代替契約條款、促進交易當事人進行磋商，

（一）忠實義務代替了契約條款
因忠實關係中存在財產或權力之託付等特徵使然，進入忠實關係後託付人即
曝露於忠實義務人可能濫用受託財產或權力，致原應歸屬於其之利益被侵奪；或
不當執行職務，致其受有損害之風險當中。為保護託付人，法律課以忠實義務人
316

See Id. at 239-240.
See Id. at 240-41.
318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Contract and Fiduciary Duty, 36 J.L. & ECON. 425, 4267 (1993). 惟有學者認為，司法實務所使用的語言與推論經常與此處所提出之經濟模型不一致，
且以忠實義務代替契約磋商之見解，在部分不以契約為基礎法律關係的忠實關係中亦顯得格格
不入。See also Andrew S. Gold, The Loyalties of Fiduciary Law, i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FIDUCIARY LAW 176, 186-7 (Andrew S. Gold & Paul B. Miller, eds., 2016).
319
Easterbrook & Fischel, supra note 318, at 427, 429.
317

101

DOI:10.6814/NCCU202000616

更高度的忠誠（higher degree of loyalty），而此亦代表忠實義務人可能需付出更
多成本以提供服務予託付人。
為平衡此成本，忠實義務人有二種方式可供選擇：①向託付人收取更高額的
服務費用。②取得託付人之同意而為不同之處理。在交易成本高的交易世界中，
方法②所必須付出的額外花費將大於方法①，從而，對忠實義務人之更高度的要
求將體現於方法①中雙方對於此「更多服務」應具備多少價值的認知互動當中。
申言之，若託付人對於更多服務的重視程度小於提供該等服務所需之成本，此時
即與法律欲對託付人加以保護之目的背道而馳；惟若託付人對於更多服務的重視
程度高於提供該等服務所需之成本，則在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中，忠實義務
人與託付人將會將該「更多服務」置入契約條款中320。就此觀點而言，課予忠實
義務之目的在於代替該因高交易成本而無法透過締約前磋商而合意置入契約的
契約條款。

政 治 大
（二）忠實義務促進交易雙方當事人磋商
立

‧ 國

學

承接前述，論者有謂，忠實義務取代了某部分的契約條款，雖非基於當事人
間的明示合意而締結，但得作為一種默示契約，在交易成本高昂的交易世界中，

‧

盡可能使雙方當事人的福利最大化321。而正如同當事人在不同的契約關係中負不

y

Nat

同之契約義務般，不同的交易中所可能產生的忠實義務亦不相同。基於忠實關係，

sit

忠實義務人可能被禁止或被要求為特定行為，亦可能被課以更高度的資訊揭露義

er

io

務，甚至在違反忠實義務時，忠實義務人可能負擔較填補性損害賠償更重之損害

al

n

iv
n
C
進行磋商 。而此一「重回談判桌（back
table）」之模式，再度昭示了：
h e n gtocthe
hi U
忠實法實際上是契約法。
賠償責任，凡此種種，除替代了契約條款外，另一方面也將促進契約雙方當事人
322

二、契約法亦有道德意涵
正如前述，倘契約法本質上不具道德意涵，則論者有認忠實法即應獨立於契
約法之外。惟學說上對此有持相反立場者，認為以忠實法具道德意涵作為理由的
論述，在任何情況下皆非在討論規則，而僅係一有關價值判斷的命題而已323。此
外，契約法則中的誠信（Good Faith）與忠實義務相互融合324，從而，除非「誠
320
321
322
323
324

See Id. at 431.
See Id. at 427.
See Id. at 444-45.
See Id. at 434.
See Id. at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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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從道德的意涵中被區分而出，否則逕認存在要求契約雙方當事人必須以誠
實信用之方法履行義務的契約法不具道德意涵之見解，顯然過於速斷。
三、利益歸於託付人（歸入）之法律效果並不與契約法互斥
主張忠實法應作為獨立法律類別之學者，多以歸入無法相容於契約法之損害
賠償法則作為支持其結論的其中一個論點。惟學說上存在不同的見解，認為正如
部分慣常被視為忠實義務人者違反忠實義務時，其對託付人所負者通常為填補性
損害賠償責任（如投資顧問），歸入之法律效果並非忠實關係之核心要素325，執
此為由而欲將忠實法從契約法中分離，恐過於偏頗。再者，以所獲利益為計算基
礎（profit-based）的救濟方式有阻礙良性交易之虞（如在管理層收購之情形），
而認為在忠實關係中忠實義務人永遠不可能涉入任何對自己有益的交易，亦屬不

政 治 大
除以忠實關係的其中一個特徵作為將整個忠實法從契約法中分離之見解不
立

切實際326。

夠全面，且歸入之行使隨不同之忠實關係而可能有所節制外，另一個認為歸入不

‧ 國

學

與契約法互斥的理由為，作為比填補性損害賠償責任更嚴格之責任，歸入之法律
效果得拆解成「損害填補」與「處罰」，以遏止有侵占託付人財產或濫用其權力

‧

之忠實義務人進入交易市場。此種救濟方式會促使雙方當事人於締約時就忠實義

y

Nat

務人違反義務時應負何種責任進行磋商，而正如前文所述，此種「重回談判桌」

n

al

er

io

第二款

sit

之模式實即契約327。

與侵權行為法的關係

Ch

engchi

i
Un

v

除認忠實法為契約法的一個次類別外，主張忠實法無作為一獨立法律類別之
必要的學者，亦有將其歸類於侵權行為法體系者。惟除忠實法是否起源自侵權行
為法至今仍未有定論外328，侵權行為法下處理問題的方式是否適合忠實關係亦不
無疑問。以下即就相關議論進行整理。
第一目

325
326
327
328

否定說

See Id. at 433.
See Id. at 442-43.
See Id. at 444.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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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忠實法應從侵權行為法中分離之學者所提出的理由大致聚焦於侵權行
為法與忠實關係的差異上。此種差異大致反映在兩個面向上：
一、忠實法不關注忠實義務人違反忠實義務時的主觀態樣
學者首先認為，忠實關係之目的在於使雙方當事人均獲有利益，僅在一方違
反忠實義務時始對他方造成損害（harm），但侵權行為法所關注者乃一方對他方
所施加之侵害（injury）329。換言之，相較於侵權行為法上行為人的主觀態樣將
影響其成立之責任，在忠實關係中，行為人就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是否具備故意
過失並不重要，蓋於忠實法中，是否存在忠實義務之違反始為重點之所在。
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不存在合意

政 治 大
此外，學者另指出，不同於忠實關係，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並不存在當事人間
立

之合意。雖當代侵權行為法學者有認侵權行為之相關規範與法則，乃係被害人與

‧ 國

學

侵權行為人間，就造成之侵害應給付之賠償所為之假定協議。然而，因相關法則
適用於所有當事人間，於部分被害人欲就該侵害而獲得更多的賠償之情形，亦無

‧

法遂其意思330。因此，即使將「假定的協議」作為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中仍可能存

y

al

n

肯定說

sit

io

第二目

er

在合意。

Nat

在合意之理由，就當事人無法遂行其意思之結果以觀，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中不存

Ch

engchi

i
Un

v

主張將忠實法劃入侵權行為法之學者所持的理由，主要為違反忠實義務之法
律效果，較易從侵權行為法則中推導而出331。以下即從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
（第二版）（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即正在進行中的第三版（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中，在侵權行為法的脈絡下就忠實義務之違反所做之法律重述
出發，論證何以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與侵權行為法較為相容。
一、美國法律彙編中之「違反忠實義務」
329

Id. 關於 Harm 與 Injury 之區別，前者乃「出自任何原因而對一方所造成的實際損失（the
existence of loss or detriment in fact of any kind to a person resulting from any cause.）
」
；後者則為「對
他人任何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所施加的侵犯（the invasion of any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 of another.）
」
。
See also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7 (1965).
330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240-41.
331
DeMott, supra note 229, at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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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第二版）第 874 條之描述332：「與他方間成立
忠實關係者，就因該忠實關係所造成之損害，應對他方負責 333 。」本條中之
comment a 認為，當當事人之一方就關係範圍內之事項負有為他方之利益行事或
給予意見之義務，雙方間即存在忠實關係。雖此定義過於簡陋，對於理解何為忠
實關係並無太大幫助而為學者所批評334；惟緊接於其後的 comment b 著重於侵權
行為法作為一種使被害人所受之金錢損害獲得填補的機制，透過將違反忠實義務
的行為定性為侵權行為，使託付人因忠實義務人違反忠實義務而生之損害得被填
補335。
二、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與侵權行為法相容

政 治 大
損害賠償外，尚得請求回復原狀之救濟（Restitutionary Recovery）。此外，在忠
立
在侵權行為法下被害人若欲向加害人求償，除得本於實際損害而請求填補性

實義務人因違反忠實義務而對託付人所造成之損害遠大於其所獲得之利益的情

‧ 國

學

形中，向忠實義務人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亦比請求回復原狀之救濟來得吸引人
336

。換言之，侵權行為法除提供填補性損害賠償之救濟外，尚得要求行為人返還

‧

其因違反義務所獲利益的衡平救濟，更有提供懲罰性損害賠償之可能。因此，作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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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見解

io

第三款

Nat

為與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間的橋樑，侵權行為法與忠實法間有其相容性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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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忠實法無作為一獨立的法律類別的必要
h e n g c h i U，但亦不主張其必然為契約
法下或侵權行為法下的一個子類別。詳言之，本文欲將契約法與侵權行為法作為
一種解決問題的機制，在符合相關法則之要件的前提下，不論是契約法或侵權行

332

“One standing in a fiduciary relation with another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to the other for harm resulting
from a breach of duty imposed by the relation.”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874 (1979):
333
正在進行中的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第三版）對忠實義務之違反的描述為：
「a. 違反忠實
義務之行為人應對託付人負有責任。b. 故意誘使他人違反忠實義務者，或故意且實質上協助他
人為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者，對託付人負有責任。」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20 (a),
Tentative Draft No.3 (March 7, 2018).
334
DeMott, supra note 229, at 933-34. 此外，正在進行中的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第三版）
中，已明白揭示由於忠實關係廣泛存在於各種法律關係中，忠實義務人之義務內容通常除更加具
體地被規定於相關法規中外，彼此間也存在諸多差異，故就忠實關係為詳細之定義並非美國法律
彙編於本條中之目的。See also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20 cmt. a, Tentative Draft No.3
(March 7, 2018).
335
DeMott, supra note 229, at 927.
336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20 cmt. b, Tentative Draft No.3 (March 7, 2018).
337
DeMott, supra note 229, at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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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中之原理原則，均得用以處理因忠實關係而生之各種法律問題。以下將先對
忠實法應獨立於契約法與侵權行為法之見解進行反駁，復以問題解決導向之觀點
為忠實法進行體系定位。
第一目

對忠實法應獨立於契約法之見解的駁斥

如前所述，主張忠實法應獨立於契約法的學者多以忠實關係與契約關係存在
本質性的差異，以及將忠實法作為獨立之法律類別有其實益為由；惟本文認為忠
實關係實得作為一種具獨特性的契約關係，論者所認將忠實法作為獨立法律類別
所具之實益亦不具說服性。詳述如下：
一、忠實關係得作為具獨特性的契約關係

政 治 大
（一）忠實義務實際上為契約義務
立

‧ 國

學

契約雙方當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可能①單純使他方利益減少，亦可
能②違反契約義務並對他方造成損害。在契約關係中，使他方利益減少並不當然

‧

構成契約義務的違反，故一方當事人僅就②的部分對他方當事人負損害賠償責

y

Nat

任。另一方面，忠實法要求忠實義務人執行職務時須以託付人之利益為優先考量，

sit

不得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減少託付人之利益，更遑論對託付人造成損害。兩相對照，

al

er

io

契約關係與忠實關係間似乎存在一本質性的差異，亦即：前者被允許「於減少他

n

iv
n
C
然而，此種說法是否精確？其實不然。蓋雖契約之一方以減少他方利益之方
hengchi U
式追求自身利益在契約法下不當然構成契約義務的違反，而忠實義務人若有相同
方利益之情形下追求自己之利益」，後者則否。

情事將構成忠實義務之違反，惟此僅係對於何種情形構成義務違反之「評價上」
的差異，而非「法體系上」互不相容。若以契約法的架構解釋「忠實義務人不得
於減少他方利益之情形下追求自己之利益」，將忠實關係作為一種契約關係，則
忠實義務人於此「名為忠實關係的契約關係」（下稱忠實契約關係）上所負之契
約義務即為忠實義務，忠實義務之違反即等同於契約義務之違反，前揭差異僅係
契約義務內容之差異而已。
此外，本於此理解，亦得回應前揭敘述中有關忠實法上之資訊提供義務較契
約法上來得嚴格，故忠實法不同於契約法之見解。正如契約當事人於不同的契約
關係中負不同之契約義務般，所謂「契約法上之資訊提供義務」亦隨契約關係之
相異而有所不同，是忠實法中之「較嚴格的資訊提供義務」，亦僅是契約義務之
一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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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法中的道德意涵
就論者所認忠實法有其道德意涵故應從不具道德意涵之契約法中分離之見
解，本文並不贊同。首先，誠如前文認為忠實法應為契約法下的一個次類別的學
者所述，契約法上對雙方當事人須以誠信（Good Faith）之方法履行契約義務之
要求，表彰了契約法中的道德意涵。
再者，雖本文並非認為一概不得將道德性作為忠實法之特徵，但道德一詞實
過於空泛而無法輕易掌握，與其爭執何謂道德性、契約法是否蘊含道德意涵，不
如務實地觀察該等道德意涵於法律關係中之作用為何。具體而言，忠實關係中之
道德意涵體現於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上，如懲罰性損害賠償、利益歸於託付
人（歸入）等，故若將忠實法歸類於契約法的次類別後，仍能透過解釋推導出上

政 治 大
該等法律效果如何於契約法中落地，則於下文詳述。
立

開法律效果，則以道德意涵作為忠實法應獨立於契約法之理由即不夠充分。至於

‧ 國

學

（三）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有在契約法中落地之可能

‧

誠如前述，論者有以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如懲罰性損害賠償、利益歸於

y

Nat

託付人（歸入）難以在契約法中找到依據為由，認為忠實法不應作為契約法下的

sit

次類別者，惟此項見解仍有進一步檢討之必要。就懲罰性損害賠償而言，雖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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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在契約法中為其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因仍能透過侵權行為法得出該等法

v

律效果，故即便無法將其作為違反契約義務之救濟方式，亦不構成忠實法應作為
一獨立法律類別之理由。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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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利益歸於託付人（歸入）而言，傳統上認為，違反契約義務最主要的救濟
手段為填補性損害賠償，僅在該契約關係同時被認定為是忠實關係時338，始例外
地承認歸入得作為違反契約義務的一種救濟手段；換言之，違反契約義務本身並
不存在歸入救濟339。然而，此一看法已逐漸受到挑戰。
首先，學者有認忠實關係不過是一種具「忠實」特徵的契約關係者340。依此
理解，即便以違反忠實義務為由而適用歸入救濟，義務人所違反者本質上仍是契
338

或在違反契約義務的同時亦構成財產權之侵害的情形。
MINDY CHEN-WISHART, CONTRACT LAW 529 (2012).
340
精確而言，學者係認為在已成立基礎契約關係的契約中，忠實關係實際上只是該契約關係的
一個特色而已，此見解雖與本文相同，但無法完全說明在無基礎契約關係中，應如何定位忠實關
係的問題。另外，英美法系對忠實義務與契約義務的區分，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二者係分屬不同法
系，前者屬於衡平法的範疇，後者則落入普通法中，而二者分別適用不同的救濟方式。惟在許多
被歸類為普通法的案件已得適用衡平救濟（反之亦然）的今日，此種區分是否仍具實益不無疑問。
See Peter Jaffey, Disgorgement for Breach of Contract, 8 RLR 578, 579 (2000).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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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義務，故泛言契約法中不存在歸入救濟的說法，其實並不精確——歸入救濟毋
寧得作為忠實義務人／債務人違反此「具忠實特徵之契約義務」時，託付人／債
權人所得請求的一種救濟。
此外，在不具備忠實特徵的契約關係中，當填補性損害賠償不足以保護債權
人原欲透過契約履行而獲得的利益時，不論司法實務或學說，均有嘗試將歸入納
入違反契約義務的救濟方法中者，顯見在特定情況下，於契約法中承認歸入救濟
有其必要性341。綜上所述，歸入救濟與契約法互不相容之命題，並不正確。
二、將忠實法獨立於契約法不具實益
前述主張忠實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類別有其實益的學者，主要以忠實關係所生
之法律問題有其重要性為由，認為只有藉由將忠實法從契約法中獨立而出，始得

政 治 大
首先，忠實關係所生之法律問題的確有其重要性，惟如前所述，論者所稱之
立

發展適合處理相關法律問題的原理原則。本文認為此說法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忠實法之特色如具道德性、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更為多樣等，經前揭論述，

‧ 國

學

已不具說服力。此外，論者以忠實關係具契約關係所無之特徵而欲將忠實法獨立
於契約法之外，同樣的邏輯若推至極端，則存在忠實關係特徵的契約關係，是否

‧

亦應完全排除契約法之適用？

y

Nat

其次，主張忠實法應從契約法中分離之學者，與本文同樣認為忠實關係是可

sit

被定義的。從而，本文認為忠實關係之成立得獨立於契約法，但又反對將忠實法

er

io

從契約法中分離，此種見解似乎存在著邏輯上的謬誤？實則不然。忠實關係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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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當一方因對他方之重要的實際利益得以自由行使裁量權力時，雙方間即成
hengchi U
立忠實關係，忠實義務人並進而須對託付人負忠實義務，與此同時，雙方當事人
立與忠實關係所生之法律問題應如何處理，為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依忠實權力

亦成立一「忠實契約關係」。此一「忠實契約關係」的基礎為忠實權力理論，而
非雙方當事人原先之契約關係（如：信託契約、委任契約、居間契約）。因此，
縱使雙方當事人間原先不具備契約關係，仍因忠實權力理論之內容而成立「忠實
契約關係」，而基於此關係所生之相關法律問題，亦得在契約法的架構下處理。
論者所謂「將忠實法從契約法中分離所具備之實益」，毋寧只是一種創造出來的
實益。
第二目

對忠實法應獨立於侵權行為法之見解的駁斥

341

由於辯證歸入得否作為違反契約義務時之救濟手段之一並非本文主旨，故在此不詳加論述。
相關研究請參閱：余瑋迪，英美法違約利益歸入救濟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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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契約理論雖為如何理解契約法提供良好的基礎，但對於部分原理原則之
固守亦有囿限契約法發展的可能。本文花費許多篇幅在忠實關係與契約關係是否
有本質上之相異，以及以契約法處理與忠實關係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妥適之問；
幸運的是，這些問題在侵權行為法下似不若在契約法中具爭議性。
首先，論者認忠實法與侵權行為法之本質性差異在於前者不若後者關注義務
人違反義務時的主觀態樣，且後者亦不如前者般存在合意。然而，侵權行為法中
亦有不關注行為人之主觀態樣的無過失責任存在，泛言侵權行為法在責任評價上
必然關注行為人的主觀態樣並不精確。此外，以侵權行為法處理忠實關係所生之
問題時，因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不存在合意究竟導致了何種解釋適用上的問題？若
不存在任何問題，則即便將忠實法納入侵權行為法又有何妨？
再者，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不論係填補性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

政 治 大
本質性差異並未致生解決相關法律問題之困擾，且義務違反之法律效果上亦能相
立
甚至是利益歸於託付人（歸入）均易從侵權行為法之體系中推導而出，在二者之
容之前提下，將忠實法從侵權行為法中分離，並無任何實益。

‧ 國

學

第三目

小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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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法是否應作為獨立之法律類別？此問題的核心在於：應以忠實法的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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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侵權行為法之相異處作為將其從二者中分離之理由，抑或因存在該相異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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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調整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於忠實關係中的適用？前文已針對忠實法與契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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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互斥的前提下，本文認為並無將忠實法作為獨立法律類別之必要。
hengchi U
然而，若忠實法無作為獨立的法律類別的必要，則又應如何對其進行體系定

侵權行為法間無論係在本質上或法律效果並非互不相容進行辨證，在三者並非絕

位？誠如前述，忠實關係不僅可能存在於契約關係，亦可能存在於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中，甚至忠實關係本身即得作為一種契約關係存在，而正因忠實關係以不同
態樣廣泛地存在於民事法中，故與其將其填塞至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不如將契
約法與侵權行為法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機制，視具體情形處理相關法律問題。

第四節

我國法下之「忠實義務」

本文旨在辯證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而「忠實義務」之用語亦非首次
出現在我國法律中，除保險法之外，不論係於信託法制、公司法、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及保險法中均得見其蹤跡。前文已就忠實關係之成立、忠實關係之內涵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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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其進行體系定位進行詳盡之論述，本節將檢視我國法下與忠實義務有關之
規範，並在前開論述的基礎下，觀察忠實義務在我國法制下所體現之具體樣貌。
第一項

信託法制上之「忠實義務」

第一款

概說

信託法制源於英美法系，而美國法傳統上多將「信託」視為財產法律關係
（Property Law）之一支，其性質類似於大陸法系下的「物權法律關係」342。我
國法在引進信託制度時雖亦曾面臨信託法律關係應如何定性之困擾，惟依現行信
託法第 2 條規定，信託得依雙方行為之「契約」為之，亦得依單方行為之「遺囑」
為之。就此，學者有認，雖信託非必然為契約，但自功能面而言，因信託關係多

政 治 大
契約的性格。再者，我國信託法以設定信託（又稱契約信託）為規定核心
立

涉及委託人與受託人就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所為的意思合致，實質上已具備了
343

，故

以契約的視角分析信託內部法律關係（即委託人與受託人）並無不妥344。

‧ 國

學

信託法制上主要的規範為信託法與信託業法，前者係規範信託法律關係，後
者則係規範以經營信託為業者之監理法規。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信託法上並未出

‧

現「忠實義務」之用語，但在信託業法中卻有「忠實義務」之相關規定。以下即

sit

y

al

er

信託法上之「忠實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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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Nat

分別檢視相關規定對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契約關係產生了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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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中未見忠實義務之用語，惟仍得從相關規範中窺見其蹤跡。信託法第
hengchi U
22 條規定：「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學
者有認此即 Fiduciary Duty 中之 Duty of Care。此外，信託法中另有其他 Duty of

342

王文宇，信託法原理與商業信託法制，臺大法學論叢，第 29 卷第 2 期，頁 319，2000 年 1 月。
此文獻中將 Fiduciary Duty 譯為「信賴義務」
，而「Duty of Care」與「Duty of Loyalty」則分別被
譯為「注意義務」與「忠誠義務」
。
343
謝哲勝，信託法，元照，頁 73，2009 年 3 月三版。王志誠，信託法，五南，頁 68-69，2006
年 10 月三版。
344
學者雖認為信託法律關係為信託各當事人與債權人間所設定的一系列特殊債權債務關係，惟
至少在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契約關係得作為分析契約法律關係的基礎。參王文宇，前揭註 342，
頁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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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的具體化規定345，如同法第 24 條之「信託財產分別管理義務」346、第 25 條
「親自處理義務」347、第 31 條第一項「作成帳簿義務」、第二項「親自報告義
務」348等。而就 Duty of Loyalty 而言，我國信託法並未就其內涵明文加以定義，
僅於第 34 條及第 35 條中規範了數種利害衝突的情形，並加以限制或禁止349，如
受託人原則上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350，亦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
或於該信託財產上取得或設定權利351。然而，信託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
Duty of Care 之關係為何？學說與立法理由似有不同的解讀，詳述如下。
第一目

立法理由

觀察本條之立法理由，之所以課以受託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因受託人
基於信賴關係管理他人之財產，若其注意義務僅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相同，

政 治 大
為「注意義務是否違反」層次上的概念；而承接前文有關 Duty of Care 內涵之論
立
則不足以實現信託之目的。就立法理由觀之，條文之「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應
述352， Duty of Care 屬於「注意義務之範圍」層次之概念。二者並不相同。

‧ 國

學說見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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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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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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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宇，前註，頁 339-340。
信託法第 24 條：
「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財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分別管理。信託財產為
金錢者，得以分別記帳方式為之（第一項）
。前項不同信託之信託財產間，信託行為訂定得不必
分別管理者，從其所定（第二項）
。受託人違反第一項規定獲得利益者，委託人或受益人得請求
將其利益歸於信託財產。如因而致信託財產受損害者，受託人雖無過失，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受託人證明縱為分別管理，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第三項）
。前項請求權，自委託
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四項）
。」
347
信託法第 25 項：
「受託人應自己處理信託事務。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
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
348
信託法第 31 條：
「受託人就各信託，應分別造具帳簿，載明各信託事務處理之狀況（第一項）
。
受託人除應於接受信託時作成信託財產目錄外，每年至少定期一次作成信託財產目錄，並編製收
支計算表，送交委託人及受益人（第二項）
。
349
王文宇，前揭註 342，頁 342-343。
350
信託法第 34 條：
「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
此限。」
351
信託法第 35 條：
「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
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
得者。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第一項）
。前項規定，於受託人因繼承、合併或其他事
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利時，不適用之。於此情形，並準用第十四條之規定（第二項）
。
受託人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除準用第二
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
入（第三項）
。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
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第四項）
。
352
參閱本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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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說有認，一般而言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作為抽象輕過失的標準，但
在民法債編有關租賃（民法第 432 條）、借貸（民法第 468 條）、委任（民法第
535 條）、寄託（民法第 590 條）、合夥（民法第 672 條）之規定中，善良管理
人亦被作為債務人履行債務之行為標準353。在此意義之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似得被理解為契約關係中債務人的義務範圍。
第三目

本文對信託法第 22 條之理解方式

本文認為前揭學說見解有待商榷。觀察民法債編有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
規範，其用語均係「（義務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義務之內容為何，
則隨法律關係之不同而相異；換言之，「義務之範圍」與「行為人是否構成注意
違反之標準」係屬二事。從而，本條「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之規定，並非在劃

政 治 大
至於信託受託人所負之注意義務為何？前文所稱之「信託財產分別管理義
立

定契約義務的範圍，毋寧是在決定行為人注意之程度。

務」、「親自處理義務」、「做成帳簿義務」與「親自報告義務」即屬之，「善

‧ 國

學

良管理人之注意」僅是判斷受託人執行職務時是否違反此些義務的標準而已。就
結論而言，本文對信託法第 22 條之理解毋寧較接近立法理由。

‧

信託業法上之忠實義務

第一目

信託業法第 22 條及子規範之內容

er

io

al

sit

y

Nat

第三款

n

iv
n
C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依信托業法第 22 條規定：「信託業處理信託事務，應
hengchi U
為之，並負忠實義務（第一項）。前項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由信
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第二項）。」
與信託法第 22 條相似，此處之「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亦有究屬「注意
義務之範圍」抑或「行為人是否構成注意違反之標準」之理解上的問題，茲不贅
述。值得關注者乃「忠實義務」一語的出現，其被具體化規定於《信託業應負之
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 4 條中，其內容大致可簡化如下：一、受託管理行信託
事務時應盡力為受益人謀求利益（第一款）。二、受託人不得故意損害委託人或
受益人之利益（第二、三、四、五款）。三、受託人不得圖謀自己利益或為利益
衝突之行為（第六、九、十一、十三款），並應盡相關資訊揭露義務（第八款）。
四、受託人就委託人或受益人之交易往來資料應予保密（第十二款）。五、在存
353

王文宇，前揭註 342，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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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複數受益人之情形，受託人應公平對待之（第十款354）。六、受託人應遵守信
託業法（第七、十四款）。
第二目

本文對信託業法第 22 條之理解方式

直觀而言，《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 4 條列舉之十四款規定
並不具任何邏輯上的關係，為利分析，以下嘗試以 Duty of Loyalty 與 Duty of Care
的架構為其進行歸類。
如前所述，Duty of Loyalty 側重的面向有二，其一專為託付人之利益，其二
為應避免陷入利害衝突之情況；另一方面，注意義務則是要求受託人行為時應小
心謹慎。就此觀點而言，《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 4 條第二、五、
六、七、八、十一、十三、十四款乃屬忠誠義務之範籌；第三、四款屬於注意義

政 治 大
為託付人之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包含應盡力謀求受益人之利益，以及當複數受益
立

務之範圍；而第一款及第十款似僅為 Fiduciary Duty 的廣泛性意義，即受託人應
人存在時，公平地對待受益人。

‧ 國

學

在此基礎之上回頭檢視信託業法第 22 條的規定，將發現雖《信託業應負之
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 4 條所規定者絕大多數為忠誠義務之規定，但不當然表

‧

示條文中之「忠實義務」即等同於「Duty of Loyalty」，「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y

Nat

亦不等同於「Duty of Care」。

sit

更妥適的理解應為：信託業法第 22 條中之「忠實義務」為「Fiduciary Duty」，

er

io

之中有關 Duty of Loyalty 與 Duty of Care 之內涵被具體化規範於信託法、信託業

al

n

iv
n
C
私法關係中直接適用監理法規之規定，此段分析毋寧意在回應前文所提之
「忠實
hengchi U
義務（Fiduciary Duty）的動態性格」355，其內涵投射與私法與公法中，而之中將
法，甚至是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中。須注意者，本文並非主張得於

產生何種互動則留待下文詳述。
第二項

公司法上之「忠實義務」

第一款

概說

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與信託法第 22 條
354

王志誠、魏子凱，從受託人觀點談臺灣信託法之問題與修正方向——以受託人義務為中心，
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16 期，頁 17，2009 年 3 月。
355
參閱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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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信託業法第 22 條第一項之「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為之，並負忠實義務」等用語不同，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所採取的用語為「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其與民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關係為何，
更顯混亂。此外，本條亦非如信託業法第 22 條第一項直接以「負忠實義務」為
其條文用語，此亦使得如何掌握我國法下公司負責人之 Fiduciary Duty 更為困難。
以下將就學說與實務上就本條內涵之解釋進行整理，並提出本文之看法。
第二款

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內涵

如何在公司法第 23 條之架構下理解我國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學說與實
務就英美法上「Fiduciary Duty」之概念是否等同於民法委任關係之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而分為同質說與異質說。各該分類內之見解亦各不相同，詳述如下。

立

學說見解

學

一、同質說

‧

‧ 國

第一目

政 治 大

採同質說的學者主要認為，因大陸法系下委任關係之基礎與英美法上忠實義

y

Nat

務之基礎相似，故受任人基於委任契約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同於英美法

sit

上之 Fiduciary Duty。至於何以大陸法系下委任契約之基礎與忠實義務之基礎相

er

io

似，有認二者皆以互信為基礎者356，亦有認為委任契約本即蘊含忠實之內涵者357。

al

iv
n
C
Loyalty 等，仍得被用於補充我國董事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在此理解下同時
hengchi U
為「Fiduciary Duty」）之內容358。
n

若採同質說，則英美法上對於忠實義務內涵之理解，如 Duty of Care 與 Duty of

二、異質說359
相對於同質說，採取異質說之學者認為英美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與民法上
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同。惟對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忠實義務」應
如何理解，不同學者之主張亦隨之相異。有認條文之「忠實義務」等同於英美法

356
357
358
359

廖大穎，前揭註 10，頁 125。
邵慶平，前揭註 13，頁 11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頁 121，2014 年 9 月增訂十版。
就異質說①與異質說②的歸納整理，參考自黃朝琮，前揭註 1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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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 Fiduciary Duty，但 Duty of Care 早已蘊含於我國的民法體系中360，從而對該
學者而言，條文中之「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同於 Duty of Care，「應忠
實執行業務」則為 Duty of Loyalty（異質說①）。
惟亦有學者認為，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修正僅係引進 Duty of Loyalty361，
Duty of Care 與條文中所稱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不同，因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
Duty of Care 的過失程度傾向採重大過失，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抽象輕過失）
不同，故我國並未真正引進 Duty of Care362。換言之，對該學者而言，條文中之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未等同於 Duty of Care；而「應忠實執行業務」
則與前開見解相同，亦作為 Duty of Loyalty 理解（異質說②）。
第二目

實務見解

政 治 大
認為依條文結構及我國學說見解，對公司法第 23

與學說見解的分歧相較，實務見解則呈現相對統一之趨勢。臺北地方法院 93

立

年重訴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363

條第一項之解釋應採異質說為當364，法院並認為英美法上之 Duty of Care 與我國

‧ 國

學

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有相當之內涵。晚近最高法院於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72 號民事判決365則再度採取異質說，除將公司法第 23 條中「忠實執行職務」

‧

與「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分別定義，又將民法第 535 條、544 條就委任契

y

Nat

約中之受任人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違反該義務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與

n

al

er

io

意義務相同。

sit

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並列，故其應認為 Duty of Care 與民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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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宛如，前揭註 9，頁 59。
361
王文宇，公司法論，頁 29，2016 年 7 月五版。
362
王文宇，前揭註 361，頁 134。
363
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重訴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
「英美法上之忠誠義務（Fiduciary Duty）又可
細分為三大類即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狹義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及其他義務 （Other
Duty）
。注意義務約當於我國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即指公司負責人必須以合理的技能
水準、合理的謹慎和注意程度去處理公司事務。⋯⋯有關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應忠實執行業
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依條文之結構及前述參考日本學說及我國學說固宜採所謂之
『異
質說』
，即認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有區別。」
364
惟法院進一步指出，由於公司經營行為具多樣化、多變性、及多面向等特點，且在法律判斷
上，公司負責人不論係違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抑或忠實執行業務之義務，其應對公司負之
損害賠償責任屬同一，故法院就具體個案為判斷時，無庸強採學理上「異質說」看法，逕將公司
負責人所為之各種商業行為逐一定性，判斷係違反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何種義務。
365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72 號民事判決：
「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其受有報酬者，亦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
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此觀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民法第 535 條及第 544 條規定自明。而所
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充分取得並了解資訊，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並防免
公司受有損害；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係指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忠於職守之受任人，
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所用之注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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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檢討

論者有認同質說與異質說之差異，來自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內涵之理解互
不相同而已，二者在本質上並非互相衝突。而若將民法之委任契約作為典型的勞
務契約366，則公司與董事間之忠實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事實上即是一種
委任關係。若將委任關係中受任人對委任人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做廣義的
理解，則公司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其實得被認定為一種委任關係，忠實義務則
是（廣義）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在忠實關係中的體現。換言之，若以廣義的方式
理解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將得出與同質說相同之結論367。
而異質說係以狹義的方式理解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因 Duty of Loyalty 無
法被包納於（狹義）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中，因此公司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政 治 大
此外，論者亦認學者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對董事之
立

即與（狹義）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異368。

注意義務程度不同為由（美國公司法傾向以重大過失判斷公司董事是否違反其注

‧ 國

學

意義務），主張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 Duty of Care 有別，似有再商榷的餘地
369

。蓋在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案例中， Duty of Care 係在要求「行為人以一般謹

‧

慎 之 人 於 同 一 職 位 且 處 於 類 似 情 況 下 所 能 合 理 期 待 （ reasonably believe

y

Nat

appropriate）之注意程度處理公司事務370」；而我國法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則為

sit

「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

er

io

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371」。兩相對照，「一般謹慎之人在同一狀況下所能合理期

al

n

iv
n
C
上並無不同，故泛言 Duty of Care 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有所不同，似嫌速斷。
hengchi U
再者，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在架構上將 Fiduciary Duty 劃分為行為規則
待之注意程度」與「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注意程度的要求

（Standard of Conduct）與審查規則（Standard of Review），Duty of Care 屬於行
為規則，而就董事有無重大過失之部則屬審查規則，為經營判斷法則的一環372。
從而，在行為規制層次， Duty of Care 同義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善良管

366

民法第 529 條：
「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
規定。」
367
黃朝琮，前揭註 14，頁 18。
368
黃朝琮，前揭註 14，頁 19-20。
369
黃朝琮，前揭註 14，頁 20。
370
黃朝琮，公司出售時之受託義務與程序機制——美國德拉瓦州案例法之考察，載：公司法論
文集Ⅰ：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新學林，頁 106，2019 年 4 月二版。。
371
最高法院 42 年台上字第 865 號民事判例。
372
黃朝琮，前揭註 370，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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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之注意義務是否採取同 Duty of Care 般以重大過失作為審查標準，則係審查
規則層次的問題373。
第三款

本文對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理解方式

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係於 2001 年增訂，立法理由並謂本條增訂目的在於明
確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應踐行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立法理由將忠實義務
與注意義務並列，應可認條文之「忠實執行職務」為立法理由所指稱的「忠實義
務」，而「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注意義務」。惟立法理由中之「忠實義
務」並不等同於 Fiduciary Duty，而應屬 Duty of Loyalty 之範疇；至 Duty of Care，
雖因條文用語為「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似得在中文的使用邏輯下將其所指
稱者認定為「義務範圍」；惟誠如前述，「善良管理人」一語在我國法上係行為

政 治 大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係屬同一，均屬「注意義務是否違反」層次上的概
立
人是否違反其注意義務的判斷標準，在此意義之下，「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與
念。

‧ 國

學

在本文的架構下， Duty of Care 為「注意義務之範圍」層次上的概念，與「注
意義務是否違反」始終為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雖前揭有論者謂美國公司法上就

‧

董事之 Duty of Care 範圍的劃定實已與我國抽象輕過失之內涵相容，此種層次上

y

Nat

的區分似已不具意義。然而須思考的是，是否得將美國公司法領域之單一適用情

sit

形作為我國繼受並理解 Fiduciary Duty 內涵之基礎？本文認為不然，理由如下：

er

io

首先，我國董事與公司間除公司法外仍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374，似無美

al

n

iv
n
C
期待之注意程度處理公司事務」決定
of Care 之範圍之必要。其次，論者謂
h eDuty
ngchi U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是否採取同 Duty of Care 一般以重大過失審查之標準，
國公司法以所謂「行為人以一般謹慎之人於同一職位且處於類似情況下所能合理

則係審查規則層次之問題」云云，在我國民事法架構下難以理解，蓋「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即抽象輕過失已是決定義務人是否違反義務之審查標準（也因此我
國將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重大過失三概念並列），何來就「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再為審查？
就結論而言，若觀察立法理由，將得出異質說①所採之結論，本條之「忠實
執行業務」為 Duty of Loyalty，「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 Duty of Care。歸
咎於我國立法者在引進 Fiduciary Duty 時未妥善處理其應如何於我國法下落地的
問題，異質說①之理解有其道理。然而，對本文而言，更正確的理解方式與上開
373

黃朝琮，前揭註 14，頁 20。
公司法第 192 條第五項：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定。」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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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說及同質說均不相同（但較接近同質說）
，而係：
「忠實執行業務」為 Fiduciary
Duty，其本質是基於董事與公司間之委任契約而生之契約義務，惟因契約法上之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係義務違反標準，故此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即
委任契約義務）不等同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375。作為 Fiduciary Duty 之
內涵的 Duty of Care 與 Duty of Loyalty 並未直接形諸於條文文字，而忠實義務人
（Fiduciary）是否違反該等義務，我國公司法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作為衡量
標準376。
第三項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之「忠實義務」

第一款

概說

政 治 大
資顧問事業、基金保管機構、全權委託保管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
立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僱人，應依本法、本法授權訂定之命令及契約之規定，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 國

學

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而同條第三項復規定違反上開義務者
應就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或契約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

與信託業法第 22 條之「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並負忠實義務」、公司法第

y

Nat

23 條第一項「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較，本條之用語又更

sit

為微妙，究竟「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以忠實義務」及「本誠實信用原

第二款

al

n

該用語之定位。

er

io

則執行業務」之意涵為何？以下即從本條立法理由出發，在忠實法脈絡下釐清各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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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項之內涵

參閱本條之立法理由，可知本條係參考日本及美國就投資信託及投資顧問之
立法例，為保障投資人權益，而對資產管理業之經營者及相關人員，課以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從「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二者之並
列觀之，本條似意在將前者比為 Duty of Care，將後者比為 Duty of Loyalty，且將
Duty of Care 與我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同看待377。

375

此段與同質說之見解相異，蓋同質說認為 Fiduciary Duty 之內涵為委任契約上之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但二者其實層次有別，前者是義務範圍，後者是義務違反標準。
376
此段與異質說之見解分離；而是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抽象輕過失作為衡量標準可再討
論，此處僅謂此種架構係適合用以移植 Fiduciary Duty 於我國法制。
377
此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之立法理由所採取之邏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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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條文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民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否
相當，不無疑義。過往曾有論者謂因民法委任關係之內涵與投資顧問關係之樣態
不同378，故條文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受任人本於「委任契約所負之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不同，毋寧更接近 Fiduciary Duty 中 Duty of Care 之意義。
而投資顧問就此 Duty of Care 所負之注意義務程度，則可參酌美國德拉瓦州公司
法實行之結果，將其定位為重大過失責任379。換言之，對持此見解的論者而言，
條文之「忠實義務」為 Duty of Loyalty380，「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 Duty of
Care，且此「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非契約義務，從而無須與民法委任關係中
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做相同解釋381。
第三款

本文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項之理解方式

政 治 大
業務」，因其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並列，故將二者分別
立
本條之用語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

解為 Duty of Care 與 Duty of Loyalty 並無不可382。事實上，前揭立法理由與論者

‧ 國

學

之見解，於此點上並無不同，差別僅在於條文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是否
與民法委任關係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相同？立法理由認為二者相同，論者

‧

io

er

對過往論者所持見解之檢討

sit

Nat

第一目

y

則否。針對此點，本文之見解與上開二者均不完全一致，詳述如下。

al

n

iv
n
C
意義務」與契約責任脫鉤，本文並不贊同。首先，委任作為典型的勞務契約，本
hengchi U
即得隨當事人間關係態樣之不同而為相應的調整，雖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

論者認為委任關係之設計與投資顧問關係不同，故條文之「善良管理人之注

委任人之指示383，惟此並不代表委任關係內必然存在此種指示。再者，縱投資顧
問關係中，投資顧問通常須主動收集財務資料以進行投資分析，但此與須依客戶

378

氏認為在委任關係中，受任人原則依委任人之指示而行動，惟在投資顧問關係中，投資顧問
通常須主動收集財務資料以進行投資分析，此與委任關係之內涵有所不同。參閱：伍思樺，論證
券服務業者推介行為之法律責任—以忠實義務為中心－，頁 56，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
論文，2012 年 7 月。
379
伍思樺，前註，頁 57。
380
伍思樺，前註，頁 58。
381
此似較接近前揭異質說②之看法，事實上氏即是將公司法脈絡下之討論援引至此。
382
應注意者，本文始終認為此非移植忠實法於我國法下的最佳作法。詳參本節第二項、第三款
之論述。
383
民法第 535 條參照。

119

DOI:10.6814/NCCU202000616

之指示而執行業務的委任關係間並無互不相容之處，實難逕認 Duty of Care 為逸
脱投資顧問基於與客戶間之委任契約所負之義務。
第二目

對立法理由之檢討

與論者相對，立法理由認為 Duty of Care 即投資顧問基於與客戶間之委任契
約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中隱含的子命題有二，命題一：Duty of Care 是
契約義務之一部；命題二：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認定為「義務範圍」。
基於本文前揭諸多論述384，命題一可資贊同；惟因契約法上之「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係義務違反標準，與「義務範圍」始終不同，故本文並不同意命題二之
主張。
第三目

政 治 大

本文架構下之理解方式

立

對本文而言，更妥適之理解本條之方式為：條文中之「忠實義務」為 Fiduciary

‧ 國

學

Duty，其內涵投射於「該法、該法授權訂定之命令及契約之規定」中，而判斷忠
實義務人（Fiduciary）是否違反該等義務，我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以「善良

‧

管理人之注意」作為衡量標準。附帶一提，縱不採取本文之理解方式，本條中之

y

Nat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本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文字並不恰

sit

當，除「以忠實義務執行職務」一語在詞語組成結構上並不符合中文使用邏輯外，

n

al

義務，本誠信原則執行業務」方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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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表彰立法理由之概念，則應將條文修正為「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

i
Un

第四項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忠實義務」

第一款

概說

v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
並應依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後段有關「忠實義務」之
規定，非本法制定當初即有之，而係 2014 年 6 月所增訂者385。本條用語為「盡

384

參閱本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三款有關忠實法體系定位之論述。
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
（2011 年 6 月制定）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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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負忠實義務」，其意涵是否分別與 Duty of Care 及
Duty of Loyalty 相同？以下亦從立法理由及過往論者之見解出發，釐清其意義。
第二款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之內涵

觀察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過程，其中一版的草案中曾有「金融服務業者
接受金融消費者委託購買金融商品，應就價格及銷售費用，為金融消費者之最佳
利益執行受託義務」之規定386，惟最後定案的版本卻不見相關規範。2014 年 6 月
增訂「忠實義務」一語時，立法理由指出：由於金融服務業就期所提供之金融商
品或服務多握有關鍵資源（Critical Resource）387與重要資訊（Critical Information）
，
且通常強調其在金融領域之專業地位。與之相對的是位處弱勢地位之金融消費
者，因信賴其專業性而順從金融業者之建議。為有效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益，金

政 治 大
of Care）與用以防範或揭露利益衝突，並避免金融服務業者獲得不正利益之忠實
立
融服務業應對其負有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
，之中包含專業之注意義務（Duty
義務（Duty of Loyalty）。

‧ 國

學

此段立法理由有數點值得玩味：首先，相較於信託業法、公司法、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立法理由對此次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有關 Fiduciary Duty 之修訂做

‧

了較多的闡釋。其列舉之關鍵資源、重要資訊、弱勢地位、信賴、專業性、順從

y

Nat

金融業者之建議等，實係 Fiduciary Relationship 之特徵388。其次，其將「善良管

sit

理人之注意義務」與 Duty of Care、「忠實義務」與 Duty of Loyalty 等同視之。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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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此外，在列舉 Fiduciary Relationship 的相關特徵後，本條最後僅就金融服務業者

v

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者課予忠實義務，且此項忠實義務

Ch
係依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而定。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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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過往曾有論者謂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雖僅有 Duty of Care
之規定，但不表示金融服務業者不需對金融消費者負 Fiduciary Duty，蓋同法另
有適合性義務（第 9 條）與說明義務（第 10 條）之規定，此二者作為 Duty of
Loyalty 之內涵具體化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中，本次修訂僅係為消弭爭議389。此
外，執此論者亦認為雖本條文義上僅限於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
等性質之金融服務業者始有適用，惟仍應觀察金融服務業者與金融消費者間是否
386

立法院第七屆第六會期第十一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請參照蔡正元委員提案版本之第 13 條
規定），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8cfc9cececfcec5cecacdd2cec9ca（最後瀏覽日：
2020/2/19）
。
387
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中將「Critical Resource」譯為重要資源，此處無法確認立法者
是否意指同物，故保留立法理由中的用語「關鍵資源」
。
388
參閱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389
鄭郁萱，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的忠實義務，中正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頁 78，2014 年 7 月。氏將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譯為「狹義忠實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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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Fiduciary Relationship 而決定前者是否對後者負 Fiduciary Duty，條文之限制僅
係為重申、提醒之用，未有限縮之意390。
第三款

本文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之理解方式

本文認為不論是立法理由抑或過往論者對本條之看法，均不夠妥適，理由詳
述如下。
第一目

就立法理由之檢討

首先，立法理由列舉忠實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之特徵，但並未說明
何以本條之適用僅限於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之金融服務

政 治 大
中之具體情形致其欠缺一個或數個立法理由中所列舉之忠實關係的特徵，此時是
立
業者。再者，縱金融服務業者提供之金融商品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但因個案
否仍應課予其 Fiduciary Duty 則滋生疑義。

‧ 國

學

此外，金融服務業者應負之義務來源為法規規定、契約約定（契約給付義務）
，
及基於民法上誠實信原則而負之附隨義務，此處明文規定金融服務業者「依所適

‧

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負忠實義務」並未擴大金融服務業者原先基於法規規

y

Nat

定或契約約定而負之義務的範圍，從而本文認為此項增訂不具備實質意義，毋寧

n

al

就過往論者所持見解之檢討

Ch

engchi

er

io

第二目

sit

僅為一裝飾性的用語。

i
Un

v

首先，就論者將適合性義務與說明義務作為 Duty of Loyalty 之內涵之見解，
本文並不贊同。蓋誠如前述， 課予忠實義務人 Fiduciary Duty 旨在減少託付人的
兩項風險：一、忠實義務人可能濫用受託財產或權力。二、忠實義務人可能錯誤
或不當執行職務。前項風險以 Duty of Loyalty 避免，後則者以 Duty of Care 避免。
觀察適合性原則與說明義務之內涵，其與著重利益衝突之 Duty of Loyalty 關聯較
小，應係 Duty of Care 之範疇。
其次，本文雖贊同論者就即便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不具信託或委託等性
質，金融服務業者與金融消費者間仍可能成立 Fiduciary Relationship 之結論，惟

390

詳言之，氏認為條文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為 Duty of Care，忠實義務則為 Duty of Loyalty，
且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之適用並不限縮於「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
等性質之金融服務業者」之前提理解下，本條本身即為金融服務業者應對金融消費者負 Fiduciary
Duty 之規定。參閱：鄭郁萱，前註 389，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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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仍認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僅於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信託
或委託等性質之金融服務業者始有其適用。理由在於：觀察本條立法與修訂過程，
其制定之初的立法理由即謂：課予金融服務業者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乃參考信託
業法第 22 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項所制定391；而如前所述，此
二條文均有「忠實義務」一語。
再者，本條以「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作為忠實義務之來源，信託業法第 22
條以「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投資證券信託及顧問法第 7 條第一
項以「該法、該法授權訂定之命令及契約之規定」作為忠實義務之來源，就體系
解釋而言，本條就忠實義務之規定，應僅限於信託業、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業方
有適用。
第三目

本文架構下之理解方式

政 治 大
本於本節中一貫之邏輯，對本文而言，更妥適地理解本條之方式為：條文中
立

之「忠實義務」為 Fiduciary Duty，其內涵投射於「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中，而

‧ 國

學

判斷忠實義務人（Fiduciary）是否違反該等義務，我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作為衡量標準。

第一款

回顧前文

er

io

sit

y

‧

保險法下之「忠實義務」

Nat

第五項

al

n

iv
n
C
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規定：
，為
U
h「保險經紀人應
e n g c h i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本條之用語為「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負忠實義務」。如前所述，首先，提案說明中，本條
係參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而設，除明確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外，亦希
望能透過本條消弭保險經紀人作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所生之不利益。
其次，學說見解就本條大致上有二種理解方式：一、將本條之「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理解為 Duty of Care，「忠實義務」理解為 Duty of Loyalty，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即為保險經紀人之 Fiduciary Duty 的規定392。二、認為本條之「忠

391

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之立法理由：
「第三項參考信託業法第二十二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以下簡稱投信投顧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明訂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392
羅俊瑋，前揭註 24，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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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義務」非英美法上之 Fiduciary Duty393，而本條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
「忠實義務」為相互補充之關係，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忠實義務之基礎，而保
險經紀人專業工作上的需求，得以前者為基礎，透過後者加以具體化394。此外，
「忠實義務」並被定位為保險經紀人的契約義務，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之適合
性義務與說明義務，得作為將其具體化之借鏡395。
第二款

就提案說明及學說見解之檢討

本文認為不論是提案說明或學說見解均不夠妥適，針對二者檢討如下。
第一目

就提案說明之檢討

政 治 大
立的報酬而隱瞞被保險人可能為保險人拒保之事實（方式可能為未向保險人告
立
首先，提案說明以「保險經紀人作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可能為獲取契約成

知，或告知被保險人此等事實並非重要而無須告知）進而使被保險人遭受法律之

‧ 國

學

不利益」作為課予保險經紀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的理由，實難以理
解。

‧

蓋提案說明中之「法律之不利益」應係指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得主張依保

y

Nat

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惟不論是在被保險人已向保險經紀人告知其可能被拒保

sit

之事實，而保險經紀人未向保險人告知之情形，抑或保險經紀人告知被保險人該

er

io

拒保事實不重要而無須告知保險人之情形，均只要針對保險經紀人之是否有告知

al

n

iv
n
C
經紀人若有上開行為，本即須依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增訂
hengchi U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必要。

受領權之問進行處理，即可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再者，就內部關係而言，保險

其次，提案說明另謂：保險經紀人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所定義之金融
服務業，自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有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規定之適
用，而為明確保險經紀人之義務，有必要再課予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
務。惟誠如前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項後段有關忠實義務的規定僅適用於提
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具有信託、委託等性質之金融服務業者，為與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接軌，在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課予保險經紀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有其
正當性，忠實義務之課予無疑是逾越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的規範範
圍。
393
394
395

卓俊雄、邱柏綸，前揭註 25，頁 64。
卓俊雄，前揭註 18，頁 44。
卓俊雄、邱柏綸，前揭註 2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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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就學說見解之檢討

承接前文，隨對 Fiduciary Duty 之理解不同，學說就本條之理解方式大致得
分為二種396。本文認為此二種見解均不妥適，檢討如下：
一、就理解方式①之檢討
本條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分別並列，學者多認二者
在內涵上亦應有所不同，前者為 Duty of Care，後者為 Duty of Loyalty，保險法第
168 條第六項為保險經紀人應負 Fiduciary Duty 之規定397。惟我國法之「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係義務違反標準，與義務範圍之 Duty of Care 有所不同，而此一

政 治 大
判斷保險經紀人是否違反 Duty of Care 之標準，即「是否具有一般合理注意、技
立

從法律移植、法律解釋到法律適用一脈相承的誤解，將導致學說將美國判例法上
術與努力」，與我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同看待398，但事實上前者乃是在劃

‧ 國

學

定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屬於歸責標準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不具備此

‧
y

Nat

二、就理解方式②之檢討

er

io

採理解方式②之學者有二大論理上未盡周延之處：

sit

種功能。

al

n

iv
n
C
（一）欲將本條之「忠實義務」義務定位為契約義務，似僅須採取前文就公
hengchi U
司法相關討論中同質說之邏輯即可，捨此不為而逕認「忠實義務」與英美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概念無涉，復又主張以明顯派生自 Fiduciary Duty 之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上之適合性義務與說明義務作為本條「與英美法上之 Fiduciary Duty 概念無
涉之忠實義務」的具體化基礎，恐有邏輯不通、前後矛盾之虞。
（二）學者固可謂忠實義務之基礎是保險經紀人之契約義務，但因我國法上
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歸責標準，若泛言「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忠實義
務之基礎」則有層次混淆的問題，因義務的內容從不是由歸責標準所決定。

396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處之整理。
羅俊瑋，前揭註 24，頁 185。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28-129。此看法與公司法相關討論之
異質說①的邏輯相同。
398
例如：張冠群，前註，頁 131。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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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本文架構下之理解方式

本於本節一貫的邏輯，對本文而言，更妥適地理解本條之方式為：條文中之
「忠實義務」為 Fiduciary Duty，其內涵為保險經紀人之契約義務在保險監理法
上之投射，包含書面報告義務、報酬分析義務，而判斷保險經紀人是否違反該等
義務，我國保險法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作為衡量標準。
第六項

我國法制之「忠實義務」之整體觀察

第一款

各該規定之整理

我國法上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散見於不同法規中，其法條定性、條文

政 治 大

文字、是否得作為民事爭訟請求權基礎等各異。雖前文已有詳細論述，但為方便

io

al

n

文字

意 ，處理信 為之，並 負

託事務」

§7Ⅰ

民事私法

v
ni
C h 行業務並盡 U理人之注意
理人之注意 e n g c h i

「 以善良管 「 以善良管
條 文 理人之注

民事私法

託及顧問法

y

行政公法

§23Ⅰ

證券投資信

忠實義務」

金融消費者 保
保護法§7Ⅲ

「應 忠實執 「 以善良管
善良管理人 義務 及 忠實
之 注 意 義 義務 ⋯⋯執行
務」

業務」

是

是

險

法

§163Ⅵ
第五章保險

民事私法

業之部分為
行政公法

er

‧ 國

民事私法

法

‧

定性

Nat

法 條

§22

司

學

信託法 §22

信託業法 公

sit

立

閱讀，表列整理如下。

「 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
義務 ；⋯⋯ 負
忠實義務」

「 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
義務，⋯⋯，並
負 忠 實 義
務」

是 否
為 民
事 請 是

否

否

否

求 權
基礎
對 立
法 理

「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 未明示
義務違反標

①「忠實執
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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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負忠實 未明示，參

務」=Duty of 義務」=Duty 考 提 案 說
Loyalty

of Loyalty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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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之 準 ≠Duty of

=Duty

Care

Loyalty

解讀

of ②「以善良 ②「盡善良 ①「負忠實
管理人之注 管理人之注 義務」=Duty

②「盡善良 意 義 務 」 意 義 務 」 of Loyalty
管理人之注 =Duty

of =Duty

意 義 務 」 Care
=Duty

of ②「以善良

Care

管理人之注

of

意義務」

Care

=Duty

of

Care
①「善良管 ①「盡善良
①「善良管 理 人 之 注 管理人之注
理 人 之 注 意」=義務違 意義務」=義

法§24、§25、 Duty

Duty=Duty

§31 等。

Duty of Care of

③ Duty of + Duty of Duty

of

Nat

Loyalty

Care+

= Loyalty =信 Loyalty= 公

信託法§34、 託業應負之 司法及民法

io

義務及相關 之規定（編

al

n

§35 等。

Ch

行為規範

按）

engchi

務違反標準

=Fiduciary

義

Duty=Duty

=Fiduciary

of

務

of of

」

Duty=Duty
of

Care+ Duty

Loyalty=「本 Duty

務

」 =Fiduciary

Care+ Duty=Duty

Duty

②「負忠實

②「負忠實 義

y

Fiduciary

意義務」=義 務違反標準

Care+
of

of Loyalty= 保

法、本法授 Loyalty=「法 險經紀人之

sit

Care = 信託 =Fiduciary

‧

方式

務違反標準

權訂定之命 規規定或契 契約義務在

er

理 解

意義務」=義 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義

學

正 確

② Duty of

‧ 國

所 認

反標準

務違反標準

①「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 ①「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

治 ②「忠實義
政
②「忠實義 ②「忠實執 大
務
」
務立
行業務」=

意」=義務違 反標準
本 文

①「以善良

iv
n
U規定」

令及契約之 約約定」

監理法之投
射

（表 2：我國法制下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

第二款

觀察之結果與檢討

第一目

觀察結果

首先，就 Fiduciary Duty 之內涵係在何種理解下被移植於我國法制之問題，
由前揭整理可知，除信託法與信託業法外，無論公司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抑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均將條文中「忠實義務」解讀為 Duty of Loyalty、將「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解讀為 Duty of Care。簡言之，多數立法者採取同公司法
討論中異質說①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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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較於 Duty of Care 被直接類比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Duty of
Loyalty 的內涵在各該法規中之規範方式顯得複雜許多。詳言之，在信託法中，
Duty of Loyalty 直接被拆解為具體規定，以「避免利益衝突」為核心，被規範於
同法第 34 條、第 35 條中；在信託業法中，信託業者之義務（包含 Duty of Care
與 Duty of Loyalty）被規範於《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中；在公司
法中，公司負責人之義務（包含 Duty of Care 與 Duty of Loyalty）已被規範在公
司法相關規定中399；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中，證券投資信託業與證券投資顧
問業之義務（包含 Duty of Care 與 Duty of Loyalty）被以「本法、本法授權訂定
之命令及契約之規定」指稱；而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中，Duty of Loyalty 之內涵
為「所適用之法規規定或契約約定」所指涉。
最後，就體系而言，首先，信託業法與保險法之保險業章為行政監理法，之
中雖有「忠實義務」的用語，但因體系定位使然，保險法並未就此設置獨立的民

政 治 大
僅有作為 Fiduciary Duty 內涵之相關規定被具體化於信託法中。其次，公司法、
立

事請求權規定；至於信託法仍為純粹的民事私法，之中未有「忠實義務」的用語，
證券投資信託與顧問法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均為民事私法，且均有「忠實義務」

‧ 國

學

之用語，前二者更直接就此設有獨立的民事請求權規定。值得注意的是，雖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未就「忠實義務」本身設置獨立的民事請求權，但針對作為 Fiduciar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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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對觀察結果之檢討

er

第二目

‧

Duty 內涵的適合性義務或說明義務均有設之。

al

n

iv
n
C
在於多數立法者從未正確理解英美法下
Duty 之概念。此結論得從以下
h e nFiduciary
hi U
c
g
兩個層面的討論中得出。
我國法制中有關「忠實義務」的規定之所以令人費解且致生諸多困擾，原因

一、Duty of Care 在我國法下的核心要素為誠實信用原則
誠如本文所反覆強調，將 Duty of Care 與我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同視
之，實際上是混淆「注意義務之範圍」與「注意義務之程度」兩個層次的概念。
而此種混淆並非僅係論理面上之強行區分，更將導致課予 Fiduciary Duty 本身淪

399

如公司法第 233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為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
為公司之代表。此外，依公司法第 206 條第二項規定，有利害關係之董事同時應充分說明自身利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並迴避表決（同條準用第 178 條）
。此外，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另規定，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時，應對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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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意義之事。申言之，英美法下的 Duty of Care 旨在決定忠實義務人究竟對託
付人負「何種義務」，但我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無法直接用以決定託付人
的義務範圍。英美法下 Duty of Care 係要求忠實義務人負「更多」的義務，而在
我國法下要求忠實義務人「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並無法使其負「更多」的義
務以保護託付人。換言之，我國法下用以決定忠實義務人之義務範圍者毋寧是法
律與契約（此處作最廣義的理解，包含：行政公法、民事私法，以及法律原則如
誠實信用原則、習慣法等），而之中具備擴大忠實義務人義務範圍功能者為契約
法上之「誠實信用原則」。從而，我國法上真正與英美法下 Fiduciary Duty 之概
念連動者為「誠實信用原則」及侵權行為法上之「保護他人之法律」概念。
二、Duty of Loyalty 內涵的可投射性應被指認

政 治 大
但又對於其是否作為外溢於契約義務之義務、為何外溢於契約等問題沈默以對。
立
我國法多將 Duty of Loyalty 以「忠實義務」一語表徵，賦予其獨立之意義，

基本的邏輯概念是，如欲使忠實義務人負 Duty of Loyalty，則必須先就其內涵加

‧ 國

學

以辨識，否則此種義務課予毫無實益。如前所述，我國法中充實 Duty of Loyalty
之內涵的方式有以同業公會所訂之行為規範為據者（如信託業法）；有直接將其

‧

具體化為法律條文者（如信託法、公司法、保險法）；亦有以忠實義務人之所有

y

Nat

義務來源為之者（如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sit

由此可看出二重點，且此二個重點實為一體兩面：一、立法者所認 Duty of

er

io

Loyalty 之內涵係被廣泛投射於公法與私法當中。二、若以忠實義務人之所有義

al

iv
n
C
實 Duty of Loyalty 之功能；且二、對何謂
of Loyalty 內涵之探問幾無意義。
h e n gDuty
hi U
c
換言之，問題的本質仍在於：在我國法下被指稱為忠實義務人之人，實際上應對
n

務的來源作為充實 Duty of Loyalty 之內涵，則：一、此種立法技術實際上不具充

託付人負何種義務。

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章內容繁多，為利開啟後文之討論，茲將本章之重要結論整理如下：
一、忠實關係之成立係基於忠實權力理論中所謂「財產或權力之託付」、「忠
實義務人就此得自由行使裁量權力」等屬於忠實關係之本質要素而成立，其範圍
亦由忠實權力理論所輔助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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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實法脈絡下所欲處理的問題，得於契約法及侵權行為法中得到解決；
而即便不於民事法上處理該等問題，忠實義務之內涵亦可能已投射於行政監理法
規中，透過民事法之原理原則，而復與忠實義務人之私法上義務產生互動。
三、我國立法例上其他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顯示立法者對於法律概念
的理解並不精確，而立法技術的粗糙更導致了忠實義務移植我國後呈現體系紊
亂、內涵不明，甚至淪為裝飾性的用語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基於立法者之錯誤
理解而為法律解釋毫無意義，所應努力的方向應為「將忠實義務解構」，亦即：
在撕去「忠實義務」之標籤後，真正地去辨證被指稱為忠實義務人者應負何種義
務。

立

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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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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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法上關於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辯論
第一節

概說

制度之存在係為回應需求。從而，若欲以比較法作為研究方法，首應確定需
求／問題意識，復觀察他國法制中是否有可能回應此需求／問題意識之要素存在
400

。本文之問題意識在於解構並再建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已如前述，而

基於以下理由，擇定美國與日本作為比較法研究對象。
就美國法而言，首先，忠實義務起源自英美法系，惟其原先係源自信託法領
域，在從信託關係過渡至保險經紀關係時，致生諸多解釋適用上的問題，本節擬
透過對美國判例法進行詳細的分析，在保險法脈絡下先描繪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

政 治 大
視美國保險經紀人於普通法、忠實法下所負之義務外，尚須對美國之保險監理法
立
務之樣貌。其次，因忠實義務之內涵亦可能已投射於保險監理法規當中，故除檢

規中有可能為忠實義務內涵所投射之部進行通盤檢視，以期通盤性地理解保險經

‧ 國

學

紀人忠實義務係以何種姿態穿梭於美國法中。

就日本法而言，日本與我國同樣作為先以保險人、保險代理人為保險招攬主

‧

體，而後基於活絡保險中介市場等理由始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者401，從而，日本

y

Nat

保險經紀市場發展如何，值得觀察。此外，與我國將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規定

sit

於保險法保險業章中相似，日本保險業法第 299 條中訂有保險經紀人應負「誠實

er

io

義務（原文：誠実義務）」之規定。若誠實義務與英美法系中之忠實義務在概念

al

n

iv
n
C
／忠實義務 之意涵進行描述，尚具備法律移植與創建上的意義，亦即：嘗試於
hengchi U
大陸法系中再現英美法系下之特定法律概念。最後，與美國法相同，日本保險經
上確實互為連動，則就誠實義務之內涵予以釐清，其意義將不僅限於對誠實義務
402

紀人之忠實義務亦以其他變體悠遊於日本相關保險監理規制中，尤其在 2014 年
保險業法修正後，日本法展現了全新之積極規制態度。
綜上所述，本章即分別從美國、日本之保險招攬制度出發，就保險經紀人於
二法制下所負之民事法義務及監理法義務進行深入探討，期能在比較法之視點下
為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提供辯證。

400

A. Esin Örücü,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Law, in ELGAR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560, 561 (J. M. Smits, eds., 2d ed 2012).
401
江頭＝小林＝山下・前掲注 17）233 頁。
402
此處以「誠實義務／忠實義務」表記並不代表本文認為二者為同一概念，僅係於概說之處表
彰二者具備某種關聯性。至其具體內涵各自為何、彼此間又存在何種互動關係，則請參照本章第
三節第三項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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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

第一項

美國保險招攬制度之概觀

第一款

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兩立之模式

美國之保險銷售採取直接行銷（Direct Writers）與代理行銷（Agency Writers）
雙軌制度，而在代理行銷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者為保險代理人（Insurance Agent）
與保險經紀人（Insurance Broker），二者均為美國的保險中介人（Insurance
Intermidiaries）。一般而言，保險代理人為經保險人授權而招攬或磋商保險契約
之人；而保險經紀人則為受被保險人（Insured）委託，代其向保險人訂立保險契
約，並給予被保險人建議之人403。乍看之下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似乎有著截

政 治 大
中介人一根本性的定義係屬困難 。
立

然不同的立場，但隨保險人授權種類、授權程度以及業務範圍不同，欲給予保險
404

‧ 國

學

第一目

保險代理人（Insurance Agent）

‧

常見之保險代理人種類包含：總保險代理人（General Agent）、獨立保險代

y

Nat

理人（Independent Agent）及專屬保險代理人（Captive / Exclusive Agent），以下

al

n

一、總保險代理人（General Agent）

Ch

engchi

er

io

sit

就其分別進行介紹405。

i
Un

v

總保險代理人係依與保險人間之代理契約，於某特定區域內代表保險人監督
及推廣該地區之業務者406。經保險人授權，而有代保險人接受風險、同意或修改
保單條款、發行新單以及更新舊有的保單之權，在某些情形下總保險代理人甚至

403

ROBERT H., II JERRY & DOUGLAS R. RICHMOND,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203-04 (6d ed,
2018).
404
田爪浩信「損害保険会社の経営破綻と保険仲介者の顧客に対する責任—米国における判例
法の展開—」損害保険研究 63 巻 4 号（2002）171 頁。
405
其他保險代理人種類如管理總代理人（Managing General Agent, MGA）經保險人授權，在特
定區域或特定種類的事務範圍內，代理保險人管理全部或部分業務之人。MGA 所經手者通常係
為特定產業或組織所量身定做的保險計畫（insurance program）
，MGA 的權限可能包含行銷保險
人之保險商品、發單、收取保費、處理理賠、監督訴訟，甚至可能兼職再保險契約的協商。MGA
最大的特點是，就其所被授權處理的保險計畫，得獨立決定是否承保與保險費為何。See Douglas
R. Richmond, Insurance Agent and Broker Liability, 40 TORT TRIAL & INS. PRAC. L.J. 1, 3 (2004).
406
鄭鎮樑，前揭註 45，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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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口頭對被保險人承諾承保特定風險，並進而拘束保險人。就此以觀，總保險
代理人取得了保險人相當廣泛之授權407。
二、獨立保險代理人（Independent Agent）
獨立保險代理人係指不受保險人支配，而得代理複數的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招
攬保險契約，並以此向保險人收取手續費408。然而，實際上獨立保險代理人所扮
的角色可能為，在所代理的保險商品中，針對保險保障範圍、理賠處理機制以及
保險費等要素，給予保險消費者建議並推薦其最有利的保險之人409。
三、專屬保險代理人（Captive/Exclusive Agent）

政 治 大
險人進行保險招攬的權限。在保險行銷管道的分類中，專屬保險代理人被劃入直
立

與獨立代理人相對，專屬保險代理人通常為保險人之受僱人，僅有代理該保

接行銷中410。

‧ 國

學

第二目

保險經紀人（Insurance Broker）

‧

y

Nat

不同於保險代理人中尚有專屬保險代理人之僅能代單一保險人招攬保險之

sit

保險中介人存在，保險經紀人多與數個保險人間訂有契約，而被定位為「獨立的

er

io

中間人」看待411，而正是此一獨立於單一保險人的特徵，使得保險經紀人有時亦

al

iv
n
C
保險經紀人基本上得分為二類：零售保險經紀人（Retailed
Broker）及批發
hengchi U
保險經紀人（Wholesale Broker），以下分別介紹之。
n

被稱為「Independent Agents」412。

一、零售保險經紀人（Retail Broker）
零售保險經紀人係與保險消費者接觸之人，其通常受被保險人委任，基於被
保險人之利益而為其洽訂保險契約，因而往往被視為是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於洽
407

Douglas R.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4. See also JERRY & RICHMOND, supra note 403, at 202.
梅津昭彦『保険仲介者の規制と責任』
（中央経済社、初版、1997 年）60 頁。
409
井口浩信「損害保険仲介者の顧客に対する義務と責任——米国における判例法の展開とわが
国への示唆——」博士学位論文、一橋大学（2005）48 頁。
410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 The Financial Service Fact Book 2019, at 33. Available at:
https://www.iii.org/sites/default/files/docs/pdf/insurance_factbook_2019.pdf (last visited: 2019/11/14)
411
Douglas R.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5.
412
See Id.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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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保險契約的過程中，零售保險經紀人不單僅與保險人及保險消費者接觸，有時
亦需與其他保險經紀人接觸，尤其是在保險經紀人必須為保險消費者取得特定之
保險保障或保險消費者已經數保險人拒絕承保時。此時批發保險經紀人之重要性
即被凸顯而出413。
二、批發保險經紀人（Wholesale Broker）
批發保險經紀人主要斡旋於零售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之間，輔助零售保險經
紀人為其顧客配置保險，其多半不與零售保險經紀人接觸，亦通常不被認定為被
保險人之代理人414。
第三目

小結

政 治 大
觀察上開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之種類，不難發現就保險契約之招攬而
立

言，獨立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之角色有高度相似性415，於媒介保險契約的過

‧ 國

學

程中，均可能需針對保險消費者之需求，於眾多保險商品中為其推薦最合適者。
此外，此一角色定位上的模糊，導致於法律上精準地區分二者變得異常困難，例

‧

如：美國法院有直接將二者等同看待者；部分州（如康乃狄克州）亦有不採取將

y

Nat

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嚴格區分之模式，而是將各式各樣不同的保險中介人

sit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統一以「保險販賣人（Insurance Producer）稱之者416。

al

n

位何如，始終充滿疑問417。

er

io

然而，於適用代理法處理有關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之問題時，二者之法律定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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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險中介實務現狀

前述有關代理法在保險中介的脈絡下如何解釋適用的問題留待下文詳述，此
處擬先描繪美國保險中介實務，以避免法律論述過度悖離實務情形。
第一目

保險商品種類

413

See Id.
See Id. at 6.
415
井口・前掲註 409)48〜49 頁。黎曉鵬，由保險經紀人法律之定位談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28
條之修正，保險專刊，第 30 卷第 3 期，頁 353，2014 年。See also Sean M. Fitzpatrick, The Small
Laws: Eliot Spitzer and The Way to Insurance Market Reform, 74 FORDHAM L. REV. 3041, 3054 (2006).
416
紐約州與加州則仍持續採取將保險中介人為區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之二分模式。See
Fitzpatrick, supra note 415, at 3054.
417
See Id. at 3055.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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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貝氏信評 2017 年之統計，在財產保險中，直接行銷占淨保費收入之 52.9%，
代理行銷則為 44.2%；而在一般個人型的財產保險中，直接行銷占淨保費收入之
70.9%，代理行銷則為 26.9%；在商業型的財產保險中，直接行銷占淨保費收入
之 27.7%，代理行銷則為 68.6%418。在人壽保險中，依 LIMRA 於 2017 年之分析
結果，直接行銷占比為 38%，代理行銷則為 51%419。就此以觀，在個人型財產保
險市場中，相較於保險經紀人與獨立保險代理人，主要的保險銷售者為專屬保險
代理人及隸屬保險人內部行銷系統之保險業務員。商業型財產保險則正好相反，
係由保險經紀人與獨立保險代理人為其推介合適之保險商品；人壽保險亦同。
第二目

保險消費者性質

政 治 大
保險消費者層面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保險經紀人主要為大型商業組織或資產雄厚
立

相對於在法律上區別保險經紀人與獨立保險代理人之困難，二者在所服務之

之人所使用，此類人多半有特殊的保障需求，因其支付相當高額之保險費，故有

‧ 國

學

尋求最合適保險的實益420；而小型企業體及個人型保險則多使用獨立保險代理人
及專屬保險代理人421。

sit

y

‧

美國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

Nat

第二項

er

io

承接前述，在一般的理解中，保險代理人被理解為保險人的代理人，而保險

al

iv
n
422
C
理與保險中介人有關的法律問題 h。從而，若欲釐清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勢
engchi U
須從代理法出發，以下爰先就保險經紀人與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代理關係進行分
n

經紀人則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美國法院亦於代理法（Agency Law）的脈絡下處

析，復在此基礎上討論美國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之法律責任。
第一款

代理法概說

418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 supra note 410, at 33.
See Id. at 35. LIMRA 之分析資料取自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 於 2019 年發行之 The
Financial Service Fact Book，Fact Book 中未列明此處百分比之基礎為何，兼之無法取得 LIMRA
原始資料，不得以之下此處予以留白。
420
井口・前掲註 409)49 頁。James Sumbaly, An Insurance Broker’s Duty: Adopting California’s
Approach, 43 SETON HALL LEGIS. J. 195, 197 (2019).
421
Fitzpatrick, supra note 415, at 3055.
422
梅津・前掲註 408)64 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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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重點不在研究美國之代理法，故以下僅分就代理關係之成立、雙重
代理之禁止以及代理人之責任進行簡要介紹。
第一目

代理關係之成立

如前所述，代理關係在美國法律彙編代理法（第三版）中被定義為：「因當
事人之合意，而由一方（本人）明示授權他方（代理人）應依循本人之指示，以
本人之名義為其處理事務的一種忠實關係」，其主要得由依①代理權的授與、②
表見代理、③禁反言原則、④固有權限，以及⑤本人對無權代理行為的事後承認
而成立423。須注意者，本人與代理人間除有代理關係外，在多數情形中二者之間
亦有契約關係，前者不當然因為本人有代理權的授與而成立，仍須視被授與權限
之人是否確實有接受本人之授權而代為行為之意思（無論係明示或默示）424。

立

雙重代理之禁止

學

‧ 國

第二目

政 治 大

美國法原則上禁止雙重代理（Dual Agency）即代理人在同一交易關係中同
時代理本人與本人之相對人425，但若經本人之同意，及向本人揭露所有其明知、

‧

須知且可得而知之可能影響本人判斷之重要內容，並以符合誠實信用之方式為之

y

sit
er

代理人對本人之義務

io

第三目

Nat

（act in good faith），此時則例外允許代理人之雙重代理行為426。

al

n

iv
n
C
就代理人對本人之義務而言，首先，代理人除須依基於明示或默示合意而成
hengchi U
立之契約履行其義務外427，亦有與任何代理人在類似情形下通常所能為之謹慎
（care）、勝任（competence）且勤勉（deligence）地執行職務之義務；而若代理
人宣稱其具備特殊技能（special skill）或知識（knowledge），則須以一般具備該

423

樋口範雄『アメリカ代理法』
（弘文堂、2002 年）頁 52。JERRY & RICHMOND, supra note 403,
at 198-99.
424
Douglas R.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7.
425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3 (2006).
426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6 (2006).
427
“An agent has a duty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ress and implied terms of any contract between
the agent and the principal.”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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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技能或知識之人所能之謹慎、勝任，勤勉地執行職務428。此外，代理關係
為典型之忠實關係已如前述，代理人對本人負有忠實義務，即：代理人須為本人
之利益，忠實執行所有與該代理關係有關之事務429。
第二款

代理法下的保險經紀關係

第一目

代理法下的二大困境

一般而言，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代理關係始於被保險人要求保險經紀人
為其取得保險保障，而授與其代其為之的權限。在代理法中處理保險經紀人與被
保險人之法律關係，往往面臨二大困境：其一，保險經紀人雖代被保險人取得
（procure）保險保障，但因其同時多有代保險人收取第一期保險費、交付保險單

政 治 大
若將保險經紀人認定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則因代理關係為典型之忠實關係，故
立

之權，故可能同時被認定為保險人之代理人而違反「禁止雙重代理」原則。其二，
可能推導出其須對被保險人負忠實義務之結論。關於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

‧ 國

學

人，因牽涉層面較廣，為論述方便，留待本節第三項詳述，此處擬先處理雙重代

y

‧

保險經紀人之雙重代理問題

Nat

第二目

sit

理的問題。

er

io

前揭認為保險經紀人同時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代理人的主張，乍看之下頗

al

n

iv
n
C
而被保險人及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訂約時
U
h e n g，得以明示或默示之方式同意保險經紀
i
h
c
人在代理己方外同時得代理他方430。保險實務上，保險人亦明知保險經紀人在為

具道理，其實不然。首先，誠如前述，代理人若得本人之同意則得為雙方代理，

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外，尚可能有其他為其利益之代理行為431。
其次，若細緻地觀察，「保險經紀人－被保險人」之代理關係，與「保險經
紀人－保險人」之代理關係，二者間並不存在利益衝突432。詳言之，於前者中，

428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8 (2006): “Subject to any agreement with the principal, an
agent has a duty to the principal to act with the care, competence, and diligence normally exercised by
agents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Special skills or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 agent are circumstance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agent acted with due care and diligence. If an agent
claims to possess special skills or knowledge, the agent has a duty to the principal to act with the care,
competence, and diligence normally exercised by agents with such skills or knowledge.”
429
“An agent has a fiduciary duty to act loyally for the principal’s benefit in all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1 (2006).
430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8.
431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198.
432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9. See also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1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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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所處理之事務為「取得保險保障」；於後者則為「收取第一期保險費」
及「交付保險單」，二者本非同一交易。
再者，在通常情形，在被保險人取得所需之保險保障後，其與保險經紀人之
代理關係即告終止，此時即便保險經紀人再代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收取保險費或交
付保險單，亦無雙重代理之情形433。綜上所述，即便在取得保險保障之外，保險
經紀人可能有其他代理被保險人或保險人之行為，但至少在取得保險保障、收取
保險費及交付保險單之情形，並不生所謂雙重代理之問。
第三款

小結

在代理法下，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固無疑問，而雙重代理的問題
亦可透過解釋得到解決。然而，正是保險經紀人此種斡旋於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

政 治 大
更凸顯了「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代理人為本人之忠實義務人—保險
立
之中介人特徵，導致將代理法適用於保險經紀關係時處處窒礙難行，而此些困難
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忠實義務人」此一推論過程的粗劣與單薄。

‧ 國

學

第三項

美國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之法律責任

‧

y

Nat

在美國法下，若被保險人因保險經紀人之行為受有損害而欲向其請求損害賠

sit

償，其請求權基礎大致上有以下四種：一、侵權行為（negligent）。二、違反契

er

io

約（breach of contract）。三、違反忠實義務（breach of fudiciary duty）。四、違

al

iv
n
C
所負之責任，後二者則與如何在忠實法脈絡中處理有關保險經紀關係之問題相
hengchi U
關。以下即分別從普通法及忠實法之視角，觀察美國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所負
n

反更高的義務（breach of heightened duties）434。前二者為保險經紀人在普通法下

之法律上責任。
第一款

美國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Insured）之普通法下之責任

如前所述，在普通法下，保險經紀人可能因其不當行為對被保險人造成損害，
而負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此處擬先說明各該責任的成立要件以及二請求權間之
關係，最後再區分爭議類型而為相關案例之整理，期能先於普通法的脈絡中，勾
勒出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內涵及範圍。

433
434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9.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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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侵權責任

一、概說
就侵權責任而言，被保險人若欲依侵權行為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則
須證明：（一）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負有注意義務（Duty of Care）；（二）保
險經紀人違反該注意義務；（三）系爭損害結果係因保險經紀人違反該注意義務
之行為所致（proximately caused the claimed damages）；（四）被保險人最終受
有損失（the insured was harmed as result of the broker’s breach）435。與代理法中代
理人之義務相同，保險經紀人作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對其負有合理、謹慎之注
意義務（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436，即以一般謹慎、有能之保險經紀
人在相似情形下所被合理期待之注意程度處理事務437。在此基礎下，保險經紀人

政 治 大
求之保險保障（obtain requested coverage），並在未能取得時通知被保險人之義
立
原則上僅負有為被保險人在合理的期間（within a reasonable time）內取得其所要
務，除此之外並無持續性的建議義務，亦無須指引被保險人取得其他額外的保險

‧

‧ 國

學

保障438。

二、常見之主張

y

Nat

sit

在侵權行為法下，被保險人常主張保險經紀人有過失不實說明（Negligent

al

er

io

Misrepresentation）、詐欺不實說明（Fraudulent Mispresentation）或詐欺隱匿

v

n

（Frudulent Concealment）之行為，惟此三項主張，在美國法下均不容易成立，
詳述如下。

Ch

engchi

i
Un

（一）過失不實說明（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
就不實說明而言，法院通常以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第二版）中之定義
作為認定保險經紀人是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
435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10. See also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199.
See e.g., Emerson Eletric Co. v.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362 S.W.3d 7, 12-13 (Mo. 2012).
See also Garrick v. Mesirow Fin. Holdings, Inc., 994 N.E.2d 986, 991 (Ill. App. Ct. 2013). 此為普遍之
見解，其他個案中雖有與「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之用語未完全一致者，但該等細
微差異無甚意義。See also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11 (footnotes 72).
437
Bichlemeyer Meat v. Atl. Ins. Co., 30 Kan. App. 2d 458, 464 (2001) (“An insurance broker who
undertakes to procure insurance… owed to the client the duty to exercise by a reasonably prudent and
competent insurance agent or broker actiong under the same situation.”).
438
Bruckmann, Rosser, Sherrill & Co., L.P. v. Marsh USA, Inc., 65 A.D.3d 865, 867 (N.Y. App. Div.
2009) (quoting Murphy v. Kuhn, 90 N.Y. 2d 266, 270 (Ct. App. 1997)).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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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將不實說明定義為：於任何對其有金錢利益（pecuniary interest）之交
易關係中，若行為人未以合理之注意（reasonable care）或能力（competence）取
得或傳達訊息，應對有正當理由信賴（justifiable reliance）該訊息而受有金錢損
失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439。而在保險經紀關係中，保險經紀人之不實說明事項尚
須符合「重要性（material）」要件；換言之，若縱保險經紀人向被保險人據實說
明該等資訊，被保險人仍會購買相同保險商品，則此時即不符合重要性要件440。
（二）詐欺不實說明（Fraudulent Mispresentation）
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第二版）中，將詐欺說明定義為：為欺騙（deceit）
他人以誘使其作為或不作為，而就事實（fact）、見解（opinion）、意圖（intent）
或法律（law）為不實說明者，應對有正當理由信賴（justifiable reliance）該等說

政 治 大
數個理由，被保險人此項主張並不容易成立 。其一，證明詐欺（fraud）與證明
立
明而因此受有金錢損害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441。在保險經紀關係中，基於以下
442

誠實（honesty）與善意（good faith）同樣困難。其二，在該等詐欺得經由被保險

‧ 國

學

人閱讀保單而被揭露之情形下，被保險人不容易證明其對保險經紀人之不實說明
有正當信賴。其三，保險經紀人違反「取得最佳保險保障」之承諾並不當然構成

‧

er

io

sit

Nat

（三）詐欺隱匿（Fraudulent Concealment）

y

詐欺行為，蓋若非如此，則所有違約行為都會構成詐欺，而此結論顯然有所未當。

al

n

iv
n
C
其他方式故意（intentionally）阻止他方獲取重要資訊，以及為「該重要資訊不存
hengchi U
在」之不實說明（stated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matter）進而使他方無法發現者，
美國法律彙編侵權行為法（第二版）中，將詐欺隱匿定義為：一方以隱匿或

就他方因此所受之金錢損失，負同樣之損害賠償責任443。在保險經紀關係中，若
被保險人欲主張保險經紀人有詐欺隱匿之情事，須證明保險經紀人就該被隱匿之
事項有為說明之義務，而於被保險人有其他管道獲得該等資訊之情形下，欲就此
進行證明並不容易444。
第二目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契約責任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52 (1977).
Redmond v. State Firm Ins. Co., 728 A.2d 1202, 1207-08 (D.C. Ct. App. 1999).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25 (1977).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13.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 525 (1977).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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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契約責任而言，被保險人若欲依違反契約義務而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
償，則須證明：（一）雙方間契約存在契約關係，無論該契約係以口頭或書面方
式成立；（二）保險經紀人嚴重（materially）違反該契約；（三）被保險人因保
險經紀人之違約行為而受有損害。在大部分的案例裡，保險經紀人之侵權行為責
任與契約責任並無太大區別，若保險經紀人向被保險人承諾將於一定期間內為其
取得一定之保險保障卻未能實現該等承諾時，將同時成立違約行為與侵權行為
445

；依侵權行為或違反契約主張之差別僅在於時效與得請求之損害賠償有所不

同，例如：被保險人如欲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則僅得依侵權行為主張
446

。
第三目

爭議類型

政 治 大
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之爭議大致上可分為四類：一、保險經紀人未代被
立

保險人取得最合適的保險。二、保險經紀人未協助被保險人取得後續保障。三、

‧ 國

學

保險經紀人代被保險人與無清償能力之保險人締約。四、被保險人未向保險人揭
露佣金。

‧
sit

y

Nat

一、與未取得合適之保險有關之案例

n

al

er

io

（一）Economy Fire & Cas. Co. v. Bassett (1988)447（下稱【保姆案】）
1. 案例事實

Ch

engchi

i
Un

v

被保險人以其房屋為保險標的，經保險經紀人投保房屋保險（homeowner
insurance policy）（下稱系爭保險）。被保險人領有執照並經營家庭保姆長達九
年，其所看顧之幼童嗣後在屋外車道遭撞傷448。被保險人依系爭保險向保險人請
求保險給付時，經保險人以系爭保險設有除外條款：「個人責任保障與醫療給付
之部分，不適用於被保險人基於商業目的（commercial pursuit）所造成的人身或
財產損害449」而拒絕賠付。被保險人主張：保險經紀人未以合理、謹慎之注意及

445

See Id. at 15;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198, 201.
Richmond, supra note 405, at 15.
447
Economy Fire & Cas. Co. v. Bassett, 525 N.E.2d 539 (Ill. Ct. App. 1988).
448
Id. at 540.
449
“Coverage E－Personal Liability and Coverage F－Medical Payment to Others do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business pursuits of any insured.” See Id. at 541.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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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reasonable skill, care and diligence）為其取得保險保障，成立侵權行為，應
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2. 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認為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為忠實關係（a fiduciary one），在此
關係下，保險經紀人所負義務為以合理之技能，謹慎地（reasonable skill and
diligence）依被保險人的指示配置保險保障450。在本案中，被保險人曾告知保險
經紀人其有經營家庭保姆之業務，且保險經紀人知悉此情亦有數年之久。此外，
保險經紀人亦自承其未閱讀過系爭保險之保單條款、並誤以為被保險人不具備保
姆執照而無構成除外條款的「基於商業目的」的可能451。從而，保險經紀人未能
理解甚至未嘗試去理解系爭保險之內容，而未能確保系爭保險符合被保險人需求
之行為，違反前揭「應以合理、謹慎之注意及技能（reasonable skill, care and

政 治 大

diligence）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之義務452。

立

（二）Kenney Mfg. Co. v. Starkweather & Shepley, Inc. (1994)453 （下稱【百

‧ 國

學

慕達案】）

‧

1. 案例事實

y

Nat

本件被保險人以其所有之遊艇為保險標的，經由保險經紀人向保險人投保海

sit

上保險（下稱系爭保險），該保險於保單條款中明確將百慕達大競賽（Bermuda

er

io

Race）列為除外不保事項，若被保險人欲透過該保險就參加百慕達大競賽時所遭

al

n

iv
n
C
大競賽，被保遊艇受有嚴重損失，但因此損失不在承保範圍內，被保險人未能獲
hengchi U
得理賠。就此，被保險人主張：其曾致電保險經紀人，告知即將參加百慕達競賽
受之損失獲得損失填補，須另取得附加保險（rider）。嗣後被保險人參加百慕達

而欲討論並確認自己是否有保險保障；惟因當時接電話者非經辦系爭保險之人，
故該人僅告知被保險人將請經辦人回電予他。遺憾的是，經辦人始終未能得知此
事，從而亦未與被保險人進行後續討論。被保險人依侵權行為與違反契約向保險
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454。
2. 法院見解

450
451
452
453
454

See Id. at 543-44.
See Id. at 544.
See Id. at 545.
Kenney Mfg. Co. v. Starkweather & Shepley, Inc., 643 A. 2d 203 (R.I. 1994).
Id. at 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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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本件保險經紀人未負有為被保險人取得百慕達競賽之附加條款之
義務，故不成立侵權行為亦無違反契約，理由如下：
就侵權行為而言，被保險人所為者僅係「告知欲參加百慕達競賽」並「請經
辦人回電」，並未明確要求附加保險。其次，根據被保險人過往與保險經紀人之
交易經驗，在取得附加保險前，保險經紀人多會要求被保險人提出相關核保資料
（如船員名單及路線等），就此次附加保險而言，被保險人並未提供保險經紀人
任何資料。此外，接電話者非經辦被保險人系爭保險之人，除殊難想像被保險人
會對其表示欲取得附加保險外，該人員亦未就取得附加保險進行同意。最後，在
利益衡量上，若「對保險經紀人提出取得某一保險保障之要求」得單方面成為保
險經紀人之義務，因來自要保人之類此要求可能成千上萬，就結果而言可能導致
保險經紀人負擔無極限之義務455。值得注意者，法院於本案中另外強調，即便被
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之關係屬忠實關係，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仍取決於被保險

政 治 大
就契約責任而言，承接前述，被保險人在電話中所為者係「要求承辦人回電
立

人是否有為特定要求456。

與其就附加保險展開討論」，此與就「為其取得附加保險」為要約係屬二事457。

‧ 國

學

退步而言，縱將被保險人於電話中所為者認定為要約，該接電話之人亦未為承諾
之意思表示458。

‧

y

Nat

（三）American Bldg. Supply Corp. v. Petrocelli Group, Inc. (2012)459（下稱【員

er

io

sit

工體傷案】）

al

n

iv
n
C
本件被保險人以其向第三人承租之大樓為範圍
，向保險經紀人明確表示需要
hengchi U
承保範圍涵蓋其員工在該大樓內之體傷的產物責任保險（下稱系爭保險），並同
1. 案例事實

時告知保險經紀人僅須能夠承保員工之體傷即可，無須涵蓋顧客的責任保險，蓋
該大樓並未經營零售業務，未有顧客進入，故無此類風險。未料保險經紀人為其
取得的系爭保險中訂有將員工之體傷排除於承保範圍外之條款（下稱系爭除外條
款）
，嗣後被保險人之員工於執行業務時受傷，保險人本於該除外條款拒絕理賠，
被保險人乃依侵權行為及違反契約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460。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See Id. at 207.
See Id. at 208.
See Id.
See Id. at 209.
American Bldg. Supply Corp. v. Petrocelli Group, Inc., 19 N.Y. 3d 730 (Ct. App. 2012).
Id. at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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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認為，保險經紀人在普通法下負有在合理期間內為被保險人取得其
所要求之保險保障的義務，本件被保險人已就「須承保範圍涵蓋其員工在該大樓
內之體傷的產物責任保險」有特定之要求（specific request），保險經紀人為其取
得之系爭保險不符合該需求，自須負損害賠償責任461。值得注意者，本件保險經
紀人另抗辯被保險人未閱讀載明系爭除外條款之保單，惟法院認此僅屬被保險人
是否與有過失之問，不能免除保險經紀人之義務462。
二、與後續保障有關之案例
（一）Cronin v. Washington Nat. Ins. Co. (1993)463（下稱【摔馬續保案】）

政 治 大
被保險人經由保險經紀人欲向保險人投保終身健康險（permanent health
立
1. 案例事實

insurance），因其為業餘馬術選手，保險經紀人僅為其取得半年期、無續保

‧ 國

學

（nonrenewable）的醫療保險（系爭保險）。嗣後被保險人從馬背上跌落而四肢
癱瘓時，始發現系爭保險於保險事故發生前數日業已期滿，保險人也因此拒絕理

‧

賠。被保險人轉向保險經紀人依侵權行為及違反契約請求損害陪償464。所持理由

y

Nat

為：首先，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之父親曾致電保險經紀人告知被保險人無

sit

法獲得理賠之事，保險經紀人回答「會處理好」，並請被保險人之父簽發支票、

er

io

指示其回溯填寫支票日期以利投保系爭保險，保險經紀人最後違反此一口頭契約

n

al

v

（系爭口頭契約）。其次，保險經紀人未依被保險人需求取得長期保險，亦未通

ni
C h 465。
知並協助其辦理續保，成立侵權行為
U
engchi
2. 法院見解

法院認保險經紀人之行為未違反契約，但成立侵權行為。
就違反契約而言，法院以：一、被保險人知悉保險經紀人並無決定是否承保
之權限；二、被保險人之父於簽發支票時即知悉保險經紀人欲辦理回溯保險之意
圖；三、保險人通常不承保已發生之損失，此為基本常識等三點為由，認系爭口

461
462
463
464
465

See Id. at 735-36.
See Id. at 737.
Cronin v. Washington Nat. Ins. Co., 980 F.2d 663 (11th Cir. 1993).
Id. at 666.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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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契約未成立。保險經紀人未能在保險事故發生後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自
不生是否違反契約義務之問466。
就侵權行為而言，被保險人之主張分為：一、保險事故發生前保險經紀人未
依其需求取得長期保險。二、保險經紀人未通知並協助其辦理續保。針對前者，
法院認為被保險人若欲依侵權行為主張保險人因過失未取得其所需要之保險保
障而請求損害賠償，必須證明：存有其他將承保其危險之保險，且該次損失得依
前揭保險獲得理賠。本件被保險人無法證明，故保險經紀人針對此部不成立侵權
行為467。針對後者，法院首先認定，保險經紀人並未負有通知並協助被保險人續
保之法定義務（statutory duty）或契約義務。然而，本案中，保險經紀人曾在被
保險人其他三張保單到期前為其締結新約，從而，法院認為「很顯然地，承擔某
一為他人之利益的行為之人，即使是無償的，亦負有以合理注意為該行為的義務
468

」。保險經紀人於系爭保險契約期滿前，曾致電被保險人，惟因被保險人不在

政 治 大
遞區號致該信由被郵局退回，此後保險經紀人亦未再為其他處理。法院據此認定
立
家，保險經紀人乃寄信至被保險人當時所在地。不幸的是，因保險經紀人誤填郵
保險經紀人在未通知並協助被保險人辦理續保之部，成立侵權行為，應對被保險

‧ 國

學

人負損害賠償責任469，惟被保險人有 25%的與有過失470。

‧

（二）Garrick v. Mesirow Fin. Holdings Inc. (2013)471（下稱【耳環失竊案】）

sit

y

Nat

1. 案例事實

er

io

被保險人以其所有鑽石耳環（系爭耳環）為保險標的，經保險經紀人（系爭

al

iv
n
C
爭耳環之其中一耳失竊，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後，另購買一相同的耳
hengchi U
環（新購耳環）。此一購買替代耳環之行為，就系爭保險而言構成「新保險標的」
n

保險經紀人）向保險人投保個人財產保險（personal property insurance），嗣後系

而不在系爭保險之承保範圍內，故系爭保險經紀人乃通知保險人將系爭耳環從系
爭保險之保險標的清單內移除。惟系爭保險經紀人並未將此事通知被保險人。嗣
後被保險人透過另一保險經紀人進行續保時亦未注意到新購耳環未在新保險契
約之承保範圍內，後新購耳環遺失，保險人拒絕理賠。
就此，被保險人乃轉向系爭保險經紀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理由為：
一、系爭保險經紀人未通知購買替代耳環將構成新標的而被排除於新保險承保範
466

See Id. at 668.
See Id. at 668-69.
468
“It is axiomatic that an action undertaken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even gratuitously, must br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an obligation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See Id. at 669.
469
See Id.
470
See Id. at 671.
471
Garrick v. Mesirow Fin. Holdings Inc., 994 N.E.2d 986 (Ill. App. Ct. 2013).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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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二、系爭保險經紀人未告知其若欲就新購耳環取得保險保障所須踐行的必
要手續（如獨立再將新購耳環列為保險標的）。三、系爭保險經紀人未確認其是
否於保險人處就新購耳環取得保險保障472。
2. 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認為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為「忠實關係（a fiduciary one）」
，
並進而認為，在此關係中，保險經紀人應將其所知範圍內的所有重要事實
（material facts）告知被保險人，並應合理、謹慎地執行職務（reasonable skill and
diligence）
，不得誤導（mislead）被保險人。若違反此「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
，
則應就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其次，針對取得保險保障的部分，法院
認為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為以一般、謹慎之注意（ordinary care and diligence），在
被保險人之要求下，為其辦理續保、取得及配置保險保障473。

政 治 大
系爭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再者，系爭保險之續保亦非由系爭保險經紀人所辦理，
立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通知保險經紀人新購耳環之存在係被保險人之義務，非

系爭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僅止於系爭保險474。換言之，在系爭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

‧ 國

學

人取得系爭保險後，若被保險人未將其有將新購耳環列入保險標的之需求告知系
爭保險經紀人，則系爭保險經紀人無主動進行通知並為其處理相關事宜之義務。

‧

y

Nat

（三）Schlossberg v. B.F. Saul Insurance Agency of Md., Inc. (2015)475（下稱

er

io

sit

【監控警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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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被保險人為保全公司，經由保險經紀人向保險人投保商業綜合責任保險
hengchi U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下稱 GL 保單），同時並購買傘式責
1. 案例事實

任保單（Umbrella Policy）
（下稱傘式保單）。GL 保單476與傘式保單477中均將「因
被保險人因其所有、販賣、出租、裝設、維護、使用之警報裝置或警報系統所致
生之責任」列為除外不保事項，惟傘式保單更新時，除外條款變更為：「因被保
險人所有、監控、使用或裝設之警報裝置或警報系統所致生之責任（下稱系爭除
472

Id. at 988-89.
See Id. at 991.
474
See Id. at 992.
475
Schlossberg v. B.F. Saul Insurance Agency of Md., Inc., 148 F.Supp.3d 462 (Md. D. 2015).
476
“This insurance does note apply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or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sale,
leasing, rental,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or service of any alarm, alarm device, alarm component or alarm
system.” Id. at 466.
477
“[coverage] arising out of or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operation, use
or installation of any alarm, alarm device, alarm component or alarm system [is excluded].” See
Schlossberg, 148 F.Supp.3d at 466.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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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條款）478」。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未依被保險人之客戶所提供
之作業程序監控火警裝置，致其受有損害。保險人就 GL 保單之部分予以理賠，
但就傘式保單之部，以系爭除外條款為由而拒絕理賠。被保險人因無法賠償客戶
而申請破產宣告，其破產管理人轉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主張保險經紀人
未提供被保險人包含「監控」警報裝置之保險保障、未於傘式保單更新時解釋除
外條款內容，構成侵權行為479。
2. 法院見解
針對保險經紀人未提供被保險人包含「監控」警報裝置之保險保障的部分，
法院首先認為，保險經紀人原則上並未負有就被保險人未要求之保險保障提供建
議之義務480。況且，本案中，保險經紀人實際上已給予被保險人建議，蓋於被保
險人每年續保時要保書上均有記載「如需與警報有關之保障，須另外加保」，惟

政 治 大
保險需求，在被保險人每年都未加保與警報有關之保障的情況下，保險經紀人無
立

被保險人每年皆於該欄位留白。此外，相較於保險經紀人，被保險人更能決定其
從得知被保險人需要此項保障481。

‧ 國

學

針對保險經紀人未於傘式保單更新時解釋除外條款內容之部分，法院首先指
出，原告所引用之判決，均僅揭示「保險人」有就保單條款之變動向被保險人解

‧

釋之義務。即便此處課予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相同之解釋義務，保險經紀人亦與

y

Nat

保險人相同，僅有就保單條款的「重大變更（significant change）」向被保險人為

sit

通知之義務482。其次，本案於保險事故發生前，被保險人根本未意識到其需要「監

er

io

控」警報裝置之保險保障，稱其屬重大變更僅屬後見之明483。

n

al

ni
Ch
三、與無清償能力之保險人締約有關之案例
U
engchi

v

（一）Wilson v. All Service Ins. Corp. (1979)484（下稱【汽車保險破產案】）
1. 案例事實

478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bodily injured’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or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operation, monitoring, use or installation of any alarm,
alarm device, alarm component or alarm system.” See Schlossberg, 148 F.Supp.3d at 466-67.
479
Schlossberg, 148 F.Supp.3d at 469.
480
See Id. at 470-71.
481
See Id, at 472.
482
See Id. at 473.
483
See Id.
484
Wilson v. All Service Ins. Corp., 91 Cal.App.3d 793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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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經保險經紀人向保險人投保汽車保險（automobile insurance），保
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因已申請破整宣告而無法向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485。被保
險人乃轉向保險經紀人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主張：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
負有以合理注意（reasonable care）為被保險人向可靠（responsible）之保險人取
得保險保障之義務，此義務包含調查保險人之財務狀況。本案中，保險經紀人未
調查保險人是否有為保險給付之能力，違反上開義務486。
2. 法院見解
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不負調查保險人財務狀況之義務，理由在於保險法中已
課予保險監理機關持續監理保險人之財務狀況的義務，再使保險經紀人負相同之
義務無甚意義，且恐將導致監理架構（regulatory scheme）衝突487。在此基礎下，
法院進一步認，在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由符合監理法規、得經營保險業務之保

政 治 大
法經營業務期間內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無義務違反，自亦不成立侵權行為
立

險人處取得保險保障後，其義務已吿完成；本案中，保險經紀人係在保險人得合
。

學

‧ 國

488

（二）Nelson Mullins Riley & Scarborough, LLP v. Aon Risk Servs. of New York

sit

y

Nat

1. 案例事實

‧

(2008)489（下稱【特別單位案】）

er

io

被保險人經由保險經紀人向保險人投保專業責任保險（professional liability

al

iv
n
C
險經紀人曾明示承諾（express promise）其內部設有特別單位（special
unit），以
hengchi U
持續調查保險人之財務與非財務之資訊，並將在保險人的財務狀況開始走下坡前
n

insurance），嗣後保險事故發生，保險公司清償能力不足，無法為保險給付。保

及早對被保險人提出警示（下稱系稱陳述）。然而，在保險事故發生四年前，保
險經紀人卻未能檢視保險人之財務狀況，包括其存在高財務槓桿與依賴再保險人
之情形，自亦未將之通知被保險人以利其向他保險人投保。被保險人轉依違反忠
實義務、侵權行為、過失不實說明、詐欺、不當得利、違反默示契約、不公平交
易行為（unfair trade practice）、民事共謀行為（civil conspiracy）向保險經紀人
請求損害賠償。

485

Id. at 794.
See Id. at 795.
487
See Id. at 797-98.
488
See Id. at 798.
489
Nelson Mullins Riley & Scarborough, LLP v. Aon Risk Servs. of New York, No. 4:04-CV-21962TLW, 2008 WL 3049850 (S.C. D. 2008)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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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見解
就詐欺、不當得利、不公平交易行為，法院對保險經紀人為有利之簡易判決
（summary judgement），但針對過失不實說明、違反忠實義務、侵權行為、違反
默示契約、民事共謀行為等部分，認仍存在重要事實爭議，應由陪審團再為事實
認定490。以下就與本文較有關聯之法院見解進行整理。
首先，法院認為詐欺與過失不實陳述之主要差異在於，前者須傳達明知為虛
偽事實之行為，後者則為基於過失而為不實之陳述。在本案中，並無證據顯示保
險經紀人明知系爭陳述不實，故保險經紀人之行為非屬詐欺。而就其是否構成過
失不實陳述而言，則須視「保險經紀人為系爭陳述時系爭陳述是否不實」、「保
險經紀人是否違反傳達系爭資訊時應有之注意（due care）」等要件進行事實判
斷491。值得注意者，法院就本案與 Spired v. Accerleration Nat. Ins. Co. (2006)492進

政 治 大
「該保險人財務況狀穩定」之宣稱，不構成不實陳述（false statement）
立

行區分。在 Spired 案中，法院認為就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保險業務之保險人為
493

；但本

案不同之處在於，本案保險經紀人所為之系爭陳述更為繁瑣複雜，已遠超過

‧ 國

學

Spired 案之範圍494。

就違反忠實義務、侵權行為、違反默示契約之部分而言，法院認為保險經紀

‧

人原則上非保險人財務狀況或清償能力之保證人，若保險人係在簽發保單後始陷

y

Nat

於無清償能力，則保險經紀人原則上不應就此負責。惟若依合理情形，保險人無

sit

清償能力之跡象於簽發保單時（the inception of the policy）已屬顯而易見，則保

al

er

io

險經紀人負有以合理之注意、技能與判斷力（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judgement）

v

n

確保所取得之保單得被償付之義務495。而本案中保險經紀人有否及是否違反此一
義務則屬重要事實爭議。

Ch

engchi

i
Un

四、與佣金揭露有關之案例
（一）DOD Technologies v. Mesirow Ins. Services, Inc. (2008)496（下稱【不當
挪用案】）
1. 案例事實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Id. at 9.
See Id. at 5.
Spires v. Acceleration Nat. Ins. Co., 417 F. Supp.2d 750 (S.C. D. 2006).
Id. at 9.
Nelson Mullins Riley & Scarborough, LLP, 2008 WL 3049850, at 4-5.
See Id. at 9.
DOD Technologies v. Mesirow Ins. Services, Inc., 887 N.E.2d 1 (Ill. App. C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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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以保險經紀人未向其揭露收受保險人所給付之或有佣金、未以被保
險人之最佳利益取得保險保障為由，主張其違反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進而
欲對其請求損害賠償497。除違反忠實義務之外，被保險人另主張保險經紀人成立
消費詐欺（consumer fraud）與詐欺隱匿（fraudulent concealment）。保險經紀人
則 抗 辯 ： 除 有 不 當 佔 有 （ wrongful retention ） 或 不 當 挪 用 保 險 費 （ wrongful
misappropriation）之情形外，伊利諾伊州州法（系爭州法）498已排除基於忠實義
務之求償499。
2. 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認為，系爭州法非在消除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忠實關係，該規
範意旨僅在限制保險經紀人基於該忠實關係所生之民事責任500。雖保險經紀人主
張所謂「不當挪用（wrongful misappropriation）」應指基於不當目的移轉所收取

政 治 大
；惟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所收取的或有佣金係以保險公
立

的資金，如：保險經紀人將所收取之保費存入其營業帳戶，或其他未能將保險費
交付與保險人之情形501

司之業務總額、損失率及續保率作為計算基礎，此種報酬結構將可能誘使保險經

‧ 國

學

紀人於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時未將其最佳利益納入考量；而當保險經紀人未
能以被保險人之需求（如在本案中，被保險人提供其信用及專有資訊（propiertory

‧

information），期待保險經紀人能以最低價格為其取得所需之保險）為被保險人

y

Nat

進行考量時，即該當系爭州法所稱之不當挪用保險費502。值得注意者，法院強調，

sit

並非未揭露佣金本身構成不當挪用，真正構成不當挪用而違反忠實義務者仍為：

er

io

保險經紀人基於此一誘因而為被保險人配置不符合其需求之保險保障503。

al

n

iv
n
C
事實（material fact）之行為、被保險人對之確有所信賴（reliance）並受有實際損
hengchi U
就消費詐欺與不實隱匿之部分，因被保險人未能針對保險經紀人有省略重要

497

Id. at 5.
Insurance Placement Liability Act, 35 ILCS 5/2-2201(West 2004): “(a) An insurance producer,
registered firm, and limited insurance representative shall exercise ordinary care and skill in renewing,
procuring, binding, or placing the coverage requested by the insured or proposed insured. (b) No cause
of action brought by any person or entity against any insurance producer, registered firm, or limited
insurance representative concerning the sale, placement, procurement, renewal, binding, cancellation of,
or failure to procure any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subject the insurance producer, registered firm, or
limited insurance representative to civil liability under standard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a
fiduciary or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except when the conduct upon which the cause of action is based
involves the wrongful retention or misappropriation by the insurance producer, registered firm, or
limited insurance representative of any money that was received as premiums, as a premium deposit, or
as payment of a claim.”
499
DOD Technologies, 887 N.E.2d at 5.
500
See Id. at 7.
501
See Id. at 8.
502
See Id.
503
See Id.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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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actual damage）等進行充分舉證，故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之行為亦未該當消
費詐欺與不實隱匿504。
（二）Emerson Electric Co. v. Marsh & MaLennan Companies (2012)505（下稱
【保費利息案】）
1. 案例事實
被保險人主張保險經紀人未向其揭露所收取之或有佣金，並在將保險費交付
保險人之前，賺取將保險費置於帳戶中所生之利息，屬自我交易（self-dealing）
而違反忠誠義務（fiduciary duty of loyalty）506；此外，被保險人另主張保險經紀
人因收取或有佣金及保險費所生之利息而違反其應以合理之技能與注意，謹慎
（reasnable skill, care and diligence）地為被保險人尋求最低價保險商品之義務507。

立

2. 法院見解

政 治 大

就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為被保險人尋求最低價之保險商品之義務而言，法院

‧ 國

學

首先認為，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而基於代理關係，保險經紀人為忠
實義務人（Fiduciary）。在密蘇里州（Missouri），保險經紀人基於代理關係所負

‧

之義務為：以合理之技能與注意，謹慎（reas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地為

y

Nat

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的保險保障508，除有特別約定外，保險經紀人並無針對被

sit

保險人之需求或特定保障之可行性給予建議之義務509。在本案中，被保險人所主

er

io

張者係保險經紀人未為其取得「最低價」之保險商品，進而違反以合理之技能與

n

al

v

注意，謹慎地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的保險保障之義務。然而，保險經紀人本

ni
C h510。
無此種義務，自不生違反義務之問
U
engchi

就保險經紀人是否因收取保險費之利息而違反忠誠義務之問，法院基於以下

理由而採否定見解。首先，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基礎為代理關係，其範圍亦受
代理關係所限，在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代理關係通常於取得保險保障後即終
止之情形下，保險經紀人收取保險費之利息的行為並無違反忠實義務，蓋於該階
段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已無代理關係511。其次，雖在保險經紀人為保險人或
被保險人持有保險費或其他應得款項時，為保險人或被保險人之忠實義務人，但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See Id. at 9-11.
Emerson Electric Co. v.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362 S.W.3d 7 (Miss. 2012).
Id. at 11.
See Id. at 12.
See Id. at 12-13.
See Id. at 13.
See Id. at 15.
See Id.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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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蘇里州州法並未就該利息之歸屬有所規定，該利益應屬保險經紀人，被保險人
對其並無任何法律上之權利512。
就保險經紀人收取或有佣金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或所謂「以合理之技能與注
意，謹慎地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的保險保障之義務」而言，法院認為：由於
密蘇里州州法允許保險經紀人收取佣金，且並未區分通常佣金與或有佣金513，進
而認為在此前提下，其無須針對此一問題進行判斷514。而就保險經紀人未揭露或
有佣金是否違反忠誠義務之問，法院認為，因並無任何法律規定保險經紀人是否
負該等揭露義務，故處理此問題仍須回歸代理法。在因代理關係而成立之忠實關
係中，保險經紀人負有不從與該交易相關之第三方收取重大利益（material
benefit），因而涉入自我交易（Self –Dealing）之義務515；然而，收取或有佣金並
不當然表示保險經紀人有自我交易之行為而違反忠誠義務。此外，在無詐欺、不
實說明或其他約定之前提下，保險經紀人並未負有揭露其所收受之或有佣金之義

政 治 大
值得注意者，法院最後強調，雖揭露佣金、保險費利息以及為被保險人取得
立

務。從而，就未揭露或有佣金本身，法院認保險經紀人未違反忠誠義務516。

最低價之保險商品等並非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的固有內涵，但保險經紀人仍可能

‧ 國

學

依契約或在其他特定情形下對被保險人負該等「超越一般義務（beyond the normal
duty）」之義務517。在本案中，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有 20 年之合作關係，惟

‧

其未就此為充分之主張，故法院對此不為判斷518。

n

al

（一）嚴格認定保險經紀人民事責任之傾向

Ch

engchi

er

io

sit

y

Nat

五、考察

i
Un

v

觀察上開案例，美國法院大致上將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界定為以合理、謹慎之
注意及技能，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例如：在【保姆案】、【員工體傷案】、
【耳環失竊案】、【汽車保險破產案】、【保費利息案】中，法院均使用相似之
用語劃定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在此基本原則之下，保險經紀人無為被保險人
取得最合適但被保險人並未提出具體要求之保險保障的義務，更無主動提供建議
之義務。例如：在【百慕達案】中，被保險人根本未對保險經紀人就欲加保涵蓋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See Id. at 16-17. See also MO. ANN. STAT. §375.051 (WEST).
MO. ANN. STAT. §375.116 (WEST).
Emerson Electric Co., 362 S.W.3d at 17-18.
See Id. at 18.
See Id. at 19.
See Id.
See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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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大賽一事提出要求；在【監控警報案】中，被保險人未在要保書上填答需
加保與警報系統或服務有關之保障。
本於相同原則，在被保險人未要求之前提下，保險經紀人亦無確保被保險人
得獲後續保障之義務，如在【耳環失竊案】中，保險經紀人無主動通知被保險人
須另外加保新購耳環並為其處理相關事務之義務；【監控警報案】中，保險經紀
人無就非屬重大之保單條款變更進行說明之義務；【汽車保險破產案】中，保險
經紀人無調查保險人財務狀況之義務。
然而，在此基本原則之外，亦有部分例外情形。如在【保姆案】中，被保險
人並未具體要求需要能涵蓋其保姆經營業務之保險保障，但法院以保險經紀人
「知悉」其情並有未閱讀保單、誤解保單等情為由，認其違反義務；在【摔馬案】
中，被保險人並未要求保險經紀人為其續保，法院以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辦理
續保已有三年，屬義務承擔，應負合理之注意義務為由，認其成立侵權行為；在

政 治 大
義務違反之虞；在【保費利息案】中，法院認為在特定情形下（如該案中雙方有
立

【特別單位案】中，法院以若保險經紀人得預見保險人無清償能力之跡象，則有
20 年的合作關係），保險經紀人有對被保險人負超越一般義務之義務的可能。

‧ 國

學

值得注意者，即便是被保險人有提出具體要求或上開屬例外情形的案例，法
院之態度亦屬嚴格。例如：【員工體傷案】與【摔馬續保案】中，法院均認被保

‧

險人與有過失，尤其後案之被保險人已明確向保險經紀人要求其需要長期性的保

y

Nat

險，但法院以「若欲依此請求損害賠償，則須先證明市面上存在其他可承保其危

n

Ch

engchi

er

io

al

（二）忠實義務與普通法下義務之關係不明

sit

險之保險」為要件對該請求加以限制。

i
Un

v

另一值得留意者，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與其在普通法下所負義務間之關係
如何，並不清楚。在【保姆案】與【耳環失竊案】中，法院將保險經紀人與被保
險人間之關係定性為「忠實關係」，並認為在此關係下，保險經紀人所負之義務
為「以合理之技能，謹慎地依被保險人的指示配置保險保障」；在【百慕達案】
中，法院認縱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其義務範圍仍取決於被保險人之要求；
在【保費利息案】中，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基於代理關係而屬忠實義務人，而其
所負義務為「以合理之技能與注意，謹慎地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的保險保
障」。
觀察上開涉及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用語之案例，其共通處在於，法院就忠
實義務內涵之解釋，幾與未使用忠實義務用語之案例如【員工體傷案】、【監控
警報案】、【汽車保險破產案】中法院對保險經紀人義務之劃定無差。此外，雖
在【不當挪用案】中，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若為被保險人配置不符合其需求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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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將構成忠實義務之違反，但本案中被保險人是否確對保險經紀人應為其尋求
最低價之保險有所要求，並不明確，若暫且將事實認定擱置一旁，本案與【保費
利息案】之論理並無不同。究竟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是否當然為忠實關
係？若是，忠實義務之內涵又為何？其與普通法下之義務又是否有別？本文藉由
分析保險經紀人普通法下之義務，已將覆蓋於此些問題之上的帷幕予以掀除，至
若如何回答此些問題，則留待下文就保險經紀人之忠實法上義務進行分析後，再
予回答。
第二款

美國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Insured）之忠實法下義務

第一目

概說

政 治 大
（一）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負有忠實義務。（二）保險經紀人違反該忠實義務。
立
若被保險人若欲以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義務為由向其求償，則須證明519 ：

（三）被保險人之損害結果係因保險經紀人違反該忠實義務所致。在此三要件中，

‧ 國

學

多數爭議集中於要件一，即保險經紀人是否對被保險人負有忠實義務。
誠如前述，肯認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之法院，多半以代理法作為論述依

‧

據，認既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而代理關係為忠實關係，則保險經紀

y

Nat

人自須對被保險人負忠實義務。惟並非所有法院均採相同見解，尤其是在保險屬

er

io

人，不無疑問。

sit

州管轄事項的美國，是否得依法（as a matter of law）逕認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

al

n

iv
n
C
來甚囂塵上、用以建立保險經紀人之與被保險人間之忠實關係的「特別關係
hengchi U
（special relationship）」，最後再回頭與保險經紀人在普通法下之義務進行比較，
以下爰先就在美國法下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忠實義務進行討論，復介紹近年

以回答前文所提出之問題。
第二目

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忠實義務

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忠實義務，美國法院之見解大致上可分為肯、否兩二說，
分述如下。

519

Certain Interested Underwriters at Lloyd’s, London v. Bear, LLC, 260 F. Supp. 3d 1271, 1278 (Cal.
S.D. 2017) (Also holding that “Under Florida law, insurance broker has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insured that requires broker to inform and explain coverage it has secured at client’s directions”). See
also Sumblay, supra note 420, at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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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說
（一）本質上否定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者（下稱否定說①）
美國法院曾有從本質上否定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忠實義務人者。例如在
Kotlar v. Hartford Fire Ins. Co. (2000) 案中，被保險人以保險經紀人未通知其所
投保之保險因未交保險費而遭保險人解約為由，主張保險經紀人應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520。就此，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與律師及客戶間
之關係不同，後者負有最高之忠實義務（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of the very highest
character），前者則僅須以合理之注意義務（reasonable care）代理被保險人即可
521

。此外，法院並同時強調，律師通常僅能代理一方當事人，但保險經紀關係中

卻存在保險經紀人同時代理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情形（即雙方代理）522，從而法

政 治 大
相似見解亦見於 Hydro-Mill Co. v. Haywood, Titon and Rolapp Ins. Assocs. Inc
立

院拒絕課以保險經紀人該等通知義務。

(2004)523 一案中，本案被保險人係以前案 Vu v. Prudential Property Casualty Ins.

‧ 國

學

Co. (2001)524為基礎，主張保險經紀人未能提供足夠之保險保障，進而欲向其請
求損害陪償。在 Vu 案中，法院認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非屬忠實關係，課予保

‧

險人特別高度之義務的原因係出自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締約地位不對等，而非因

y

Nat

保險人為被保險人之忠實義務人525。從而，在 Hydro-Mill Co.案中，法院認為，

n

al

（二）著重於忠誠義務者（下稱否定說②）

Ch

engchi

er

io

sit

本於與 Vu 案相同之邏輯，保險經紀人亦非忠實義務人526。

i
Un

v

在 Hydro-Mill Co.案中，法院雖認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非屬忠實關係，
但同時亦指明：無論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是否為忠實關係，保險經紀人仍負
有若干忠實義務（certain fiduciary duties），基於此種忠實義務，保險經紀人應忠
520

Kotlar v. Hartford Fire Ins. Co., 83 Cal. App. 4th 1116, 1119 ( 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attorney and client is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of the very highest
character, and attorneys have a duty of loyalty to their clients…[but] a broker only needs to use
reasonable care to represent his or her client.” Id. at 1123.
522
See Id.
523
Hydro-Mill Co. v. Haywood, Titan and Rolapp Ins. Assocs., 115 Cal. App. 4th 1145 (2004).
524
Vu v. Prudential Property Casulty Ins. Co. 26 Cal. 4th 1142 (2001).
525
“The insurer-insured relationship ... is not a tru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in the same sense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ee and beneficiary, or attorney and client.... It is, rather, a relationship often
characterized by unequal bargaining power ...This characteristic has led the courts to impose ‘special and
heightened’ duties, but ‘[w]hile these “special” duties are akin to, and often resemble, duties which are
also owed by fiduciaries, the fiduciary-like duties arise because of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 not because the insurer is a fiduciary.” Id. at 1150-51.
526
Hydro-Mill Co., 115 Cal. App. 4th at 1158.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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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管理其所收受之保險費，不得有侵占或挪作己用之行為527。而誠如前述，相
較於注意義務，忠誠義務側重於專為託付人之利益、避免利益衝突，若法院從保
險經紀人不得有侵占保險費之面向理解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則應可推知其所
側重者為忠誠義務。
二、肯定說
（一）本質上肯定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者
與否定說相對，雖屬少數，但亦有部分法院認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屬忠
實關係者。例如在上開【耳環失竊案】、【保姆案】及【不當挪用案】中，法院
均認為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528，惟其義務之內涵與保險經紀人於普通法下所

政 治 大
中，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負忠實義務，但僅於發生以下四種情形時，
立
負之義務無甚區別（下稱肯定說①）。此外，在 President v. Jenkins (2003)529案
保險經紀人始將被認定為違反忠實義務530：①保險經紀人於取得保險保障時有過

‧ 國

學

失（neglegects to procure the insurance）；②取得無效（void）保單；③取得保額
嚴重不足之保險保障；④未取得其承諾取得之保險保障（下稱肯定說②）。觀察

‧

上開見解應可推知，即便 President 案之法院肯認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但在

y

Nat

保險經紀人是否違反該等義務之層次上，法院仍採取嚴格之立場；此外，President

sit

案嗣後上訴至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並未使用「忠實義務」之用語，而僅檢驗是

er

io

否存在前揭四種違反注意義務（duty of care）之情形531。

al

n

iv
n
C
（二）僅於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有特別關係下肯認者（下稱肯定說③）
hengchi U
如同採取否定見解之法院，亦有法院認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非屬忠
實關係，但若二者間具備某種特別關係，則例外地承認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
成立忠實關係。此即為美國許多州法院在決定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超過一般注意
義務（如：「為被保險人取得足額之保險保障」、「主動提供建議」等義務）時，
所採之「特別關係檢驗法」，而在 2013 年年末到 2014 年間，各州亦相繼出現指

527

See Id.
事實上此三案均出自伊利諾伊州，此見解普遍為伊利諾伊州法院所採。
529
President v. Jenkins, 357 N.J. Super. 288, 814 A.2d 1173 (2003).
530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that duty [fiduciary duty] can occur (1) if the broker ‘neglects to procure the
insurance,’ (2) ‘if the policy is void,’ (3) if the policy is ‘materially deficient,’ or (4) the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the coverage he undertook to supply’.” See President, 357 N.J. Super. at 308, 814 A.2d at 1185.
531
President v. Jenkins, 180 N.J. 550, 568, 853 A.2d 247, 257 (2004).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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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性的判決532，如：佛羅里達州之 Tiara Condo. Ass’n, Inc. v. Marsh, USA, Inc.
(2014)

533

、紐約州之 Voss v. Netherland Ins. Co. (2014)534，以及加州之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Inc. v. Aon Risk Ins. Servs. W., Inc. (2012)535。各州所認定之特別
關係雖有細微之差異，惟大致而言包括：①保險經紀人有不實說明；②保險經紀
人與被保險人間就與保額有關之事項有所互動；③保險經紀人受有額外報酬；④
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⑤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有長期的合作關係等。
各項要件內容將於後文詳述，但就結論而言，法院對於是否擴張保險經紀人之義
務範圍，採取較為嚴格之立場。
三、分析
前述各該見解看似互不兩立，實則不然。首先，縱如肯定說①般於本質上肯

政 治 大
差，則肯定說①與否定說①在結果上並無根本性的不同，差異僅在前者係以「忠
立

定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若該等忠實義務之內涵與普通法下之義務內涵無
實義務」之名稱描述保險經紀人於普通法下所負之義務，後者則否。而肯定說②

‧ 國

學

雖認為保險經紀人負有忠實義務，但僅於極特定之情形下始認為保險經紀人違反
該忠實義務，從而，就結果而言，其與僅於特定情形下始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

‧

務之肯定說③並無區別，蓋無論採取何種見解，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均受相當

y

Nat

之限制。

sit

附帶而論者，否定說②呼應了前文有關忠實義務之內涵的討論536。事實上，

er

io

此說與認為忠誠義務始為忠實關係中具備獨特意涵者之學者相同。然而，法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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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等同視之，由於此等前提並不當然成立，從而忠實義務中之注意義務作為具獨特
hengchi U
意涵存在的可能性亦不當然被抹除。換言之，溢於一般注意義務外的義務如「為

所以得出此結論的原因在於其將忠實義務中之注意義務的範圍與一般注意義務

被保險人取得足額之保險保障」、「主動提供建議」、「調查保險人財務狀況」
等，即為忠實義務中之注意義務的內涵，所餘之問僅係法院是否願意課予保險經
紀人此種義務而已。
第三目

特別關係理論之確立

532

Peter Biging, Development in Insurance Agent / Broker Professional Liability 2015: The Year in
Review, Part I, 29(3) PLUS JOURNAL REPRINT 1, 1 (2016).
533
Tiara Condo. Ass’n, Inc. v. Marsh, USA, Inc., 991 F. Supp. 2d 1271 (Fla. S.D. 2014).
534
Voss v. Netherlands Ins. Co., 22 N.Y.3d 728, 8 N.E.3d 823 (2014).
535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Inc. v. Aon Risk Ins. Servs. W., Inc., 203 Cal. App. 4th 1278, 138 Cal.
Rptr. 3d 294 (2012).
536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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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例法之開展
承接前述，於何種情況下始承認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存在特殊關係，進
而課予保險經紀人更多的義務，各州法院的見解並不全然一致。以下先分就佛羅
里達州、紐約州及加州之指標案例進行介紹，在對各該法院對於忠實義務內涵之
理解有清楚認識的前提下，描繪美國法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的樣貌。
（一）佛羅里達州
1. 前提理解
於進入佛羅里達州之特別關係檢驗基準前，須先理解佛羅里達州法院如何理
解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在 Toomey v. Wachovia Ins. Servs., Inc. (2008)537

政 治 大
，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負忠實義務。惟與前揭否定說②相同，
立

一案中，法院認為依照法律之適用（by operation of law），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
人間為忠實關係538

法院進一步提出若干判斷該案中保險經紀人是否違反忠實義務之標準，如：①保

‧ 國

學

險經紀人是否充分解釋保單之內容；②保險經紀人變更保單內容前是否事先取得
被保險人同意；③保險經紀人是否向被保險人告知前揭保單變更所可能產生之影

‧

響539。觀察法院提出的標準，似不難發現佛羅里達州之忠實義務，其內容幾與普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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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通法下之義務無異，蓋若前述任一要件成立，則亦有高度可能同時成立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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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iara Condo. Ass’n, Inc. v. Marsh, USA, Inc. (201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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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州中有關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
之指標案例為 2014
U
h e n g c h i「特別關係」
年之 Tiara Condo. Ass’n, Inc.案，介紹如下：
(1) 案例事實
被保險人以其管理之公寓大樓（下稱系爭大樓）為標的，經由保險經紀人向
保險人投保財產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嗣後系爭大樓因龍捲風嚴重毀損而受有
100 萬美元以上之損失，被保險人乃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保險人以系爭保險
之理賠方式係總額制（per aggragate limit）而非每一事故限額制（per-occurrence

537
538
539
540

Wachovia Ins. Servs., Inc. v. Toomey, 994 So. 2d 980 (Fla. 2008).
See Id. at 984.
See Id.
Tiara Condo. Ass’n, Inc., 991 F. Supp. 2d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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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541，且被保險人違反系爭保險中有關足額承保之約定，故最後僅以 89 萬
美元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就和解金額不足支付其回復系爭大樓所需成本（約
130 萬美元）之部分，被保險人轉依侵權行為及違反忠實義務向保險經紀人請求
損害賠償，主張：保險經紀人未於保單更新時建議被保險人就系爭大樓取得新的
估價，致其陷於嚴重的不足額承保，進而無法獲得足夠的和解金額542。
(2) 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引用 Toomey 案中之見解，認為在佛羅里達州下，保險經紀人與被
保險人間係屬忠實關係，且在此忠實關係下，保險經紀人負有向被保險人通知及
解釋其依被保險人指示而取得之保險保障的內容，而在保險經紀人單方面變更保
單內容時，應就該等變更給予被保險人建議543。本案所爭執者為保險經紀人是否
有建議被保險人就對系爭大樓重新進行估價之義務，依上開 Toomey 案之見解，

政 治 大
然而，法院進一步認為，在某些特別的情形下如：①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
立

保險經紀人原則上並不負此一建議義務。

專家；②對於保險保障之範圍有所表示；③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有長期並深

‧ 國

學

入的關係；④保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就其保險需求所為之決定；⑤保險經紀人
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⑥保險經紀人就提供保險諮詢服務受有

‧

額外之報酬；此時保險經紀人可能被課以「更高的注意義務（an enhanced duty of

y

Nat

care）544」。而當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存在此種特別關係，保險經紀人原先

al

er

io

義務（an enhanced duty of care）」545。

sit

對被保險人所負之「忠實義務」與普通法下之注意義務即被擴張為「更高的注意

n

iv
n
C
被保險人內部與保險相關之會議，提供被保險人諮詢建議。此外，保險經紀人更
hengchi U
將自己定位為專家（如其在保險經紀契約裡將自己描述為「被保險人之專屬保險、
本案中，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除有長期關係外，保險經紀人更定期參加

風險管理與風險理財之諮詢顧問與保險經紀人546」），處理被保險人與保險相關
541

若理賠方式屬每一事故限額制，則保險金額之上限將隨每次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之實際損失
而重置（reset）
；反之，若是總額制，則保險金額在事故發生前即已確定，不會有前述重置情形。
See Tiara Condo. Ass’n, Inc. v.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607 F.3d 742, 745 (Fla. 11th Cir.
2010).
542
See Tiara Condo. Ass’n, Inc., 607 F.3d at 745. See also Tiara Condo. Ass’n, Inc., 991 F. Supp. 2d at
1278.
543
Tiara Condo. Ass’n, Inc., 991 F. Supp. 2d at 1279-80.
544
“To determine whether a broker share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ts client. Considerations may
include (1) representations by the broker about its expertise; (2) representations by the broker about the
breadth of the coverage obtained; (3) the length and depth of the relationship; (4) the extent of the
broker’s involvement in the client’s decision making about its insurance needs; (5) information
volunteered by the broker about the client’s insurance needs; and (6) payment of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for advisory services.” See Tiara Condo. Ass’n, Inc., F. Supp. 2d at 1281.
545
See Id. at 1282.
546
See Id. at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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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事項547，從而認定雙方間存在特別關係，保險經紀人應對被保險人負上開
建議義務548。
3. 考察
觀察上開案例，首先可發現在佛羅里達州，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為①普通法義
務（a common law duty）
；②忠實義務（a fiduciary duty）
；③高度義務（a heightened
duty）549。而如前所述，在佛羅里達州，保險經紀人之普通法下之義務與忠實義
務之內涵幾無差別，此點從法院之「高度義務可由普通法義務或忠實義務之任一
中擴張而出」的論理中亦可推得。
其次，本文於第三章中就忠實義務之內涵進行討論時，曾花費篇幅辯證忠實
義務之注意義務（fiduciary duty of care）與一般注意義務（general duty of care）
之差異，並認為前者的範圍往往隨忠實關係之成立而外溢於一般注意義務。而既

政 治 大
義務的依據，則在本文的論理架構下，實際上此六要件為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
立

佛羅里達州法院以上開六要件作為使保險經紀人負外溢於一般注意義務之高度
間忠實關係的基礎。換言之，若將佛羅里達州法院之用語全數撕去，其就保險經

‧ 國

學

紀人為忠實義務人之認定、其對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內涵之描述，均非真正於忠
實法脈絡下所為之探討，毋寧僅具裝飾性的意義，真正指涉忠實義務者為此處所

‧

謂的「高度義務（a heightened duty）」。

sit

n

al

er

io
1. 前提理解

y

Nat

（二）紐約州

Ch

engchi

i
Un

v

紐約州法院的基本立場可見於 Murphy v. Kuhn (1997)550。須先予注意者，本
案所涉者雖然保險代理人，但美國法院在論理上多不區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
人對被保險人所負責任之差異551，且 Murphy 案之見解後為許多討論保險經紀人
責任之案例所採552。本案中，法院認為保險代理人僅負普通法下之義務，即在合
理的時間內為顧客取得其所要求的保險保障，並在未能取得時通知顧客，保險代
理人並無持續性的建議、引導被保險人取得額外保障之義務553。法院進一步指出，
547

See Id. at 1282.
See Id. at 1283-84.
549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204.
550
Murphy, 90 N.Y. 2d 266.
551
Tiara Condo. Ass’n, Inc., 991 F. Supp. 2d at 1280; Emerson Electric Co., 362 S.W.3d at 13; President,
180 N.J. at 568, 853 A.2d at 257.
552
Bruckmann, 65 A.D.3d 865; Voss v. Netherland Ins. Co., 22 N.Y.3d 728, 8 N.E.3d 823.
553
Murphy, 90 N.Y. 2d at 270.
548

160

DOI:10.6814/NCCU202000616

在特定情形下，保險經紀人仍可能對被保險人負超出普通法下義務的義務。而該
等特殊情形得源自保險代理人之行為，或保險代理人與被保險人間明示或默示的
協議554，具體而言包括：①保險代理人就提供保險諮詢服務受有額外之報酬；②
保險代理人與被保險人間就有關保額之事項有所互動，被保險人同時並仰賴保險
代理人之專門技能；③保險代理人與被保險人間有長期的關係，足使保險代理人
客觀上可合理知悉被保險人尋求其建議，並對其有特別之依賴（reliance）555。
2. Voss v. Netherland Ins. Co. (2014)556
紐約州中有關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特別關係」之指標案例為 2014 年
之 Voss 案，介紹如下：

政 治 大
前述 Murphy 案之見解嗣後為紐約州指標案例 Voss v. Netherland Ins. Co.
立
(1) 案例事實

(2014) 案所採，成為紐約州用以建立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特別關係的基礎。

‧ 國

學

在 本 案 中 ， 被 保 險 人 經 由 保 險 經 紀 人 向 保 險 人 投 保 營 業 中 斷 險 （ business
interruption insurance）（下稱系爭保險），嗣後保險事故發生，保險金額不足以

‧

賠付被保險人之損失。被保險人乃主張，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存在特別關係，

y

Nat

保險經紀人未建議其投保更高保險金額致其受有損害，應依侵權行為對其負損害

sit

賠償責任557。保險經紀人則抗辯：首先，其與被保險人間不存在特殊關係，被保

er

io

險人亦從未向保險經紀人要求投保更高的保險金額。再者，保險單上明確載有投

al

n

iv
n
C
特別關係，被保險人之損害亦係由保險人之遲延理賠所致，與保險經紀人未能建
hengchi U
議被保險人投保更高的保險金額間無因果關係558。保險經紀人並同時申請簡易判
保金額，被保險人既已收取該保險單，自已對此有所知悉。最後，縱雙方間存在

決（summary judgement）。
(2) 法院見解

554

See Id. at 272.
“(1) the agent receives compensation for consultation apart from payment of the premiums; (2) there
was some interaction regarding a question of coverage, with the insured relying on the expertise of the
agent; or (3) there is a course of dealing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which would have put
objectively reasonable insurance agents on notice that their advice was being sought and specially relied
on.” See Id.
556
Voss, 22 N.Y.3d 728, 8 N.E.3d 823.
557
Id. at 733.
558
See Id.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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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結論而言，法院駁回保險經紀人之簡易判決的申請559。其首先引用
前揭【員工體傷案】，並遵循紐約州之普遍見解，認為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僅有在
合理期間內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之保險保障的義務560。然而，法院進一步引
用 Murphy 案，認為 Murphy 案中所列舉之三種情形，將使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
人間成立特別關係561。本案中，因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自始即就保額有相關互
動，即：保險經紀人曾向被保險人要求提供與營業有關之資料，以利其計算多少
保險金額始屬足夠。保險經紀人更曾告訴被保險人其將每年依其經營情形，重新
檢視系爭保險的保險金額是否足夠，並出具建議。從而，法院認為雙方之間仍有
成立特別關係之可能562。惟須注意者，法院認為特別關係之存否屬事實問題，應
交由陪審團認定，故其並未直接針對雙方間有無特別關係作出結論，而是駁回保
險經紀人之簡易判決的申請563。

政 治 大
相較於佛羅里達州，紐約州並未採取以代理法作為將保險經紀人認定為忠實
立
3. 考察

義務人之作法。而由於 Murphy 案與 Voss 案均未使用「忠實義務」之用語，使得

‧ 國

學

紐約州保險經紀人之普通法義務與忠實義務之關係顯得混沌。在紐約州，另一引
用 Murphy 之案例為 Bruckmann, Rosser, Sherrill & Co.案，其認為在欠缺 Murphy

‧

案所列舉的特別關係的情形下，保險經紀人不負忠實義務564。從而，在紐約州中，

y

Nat

保險經紀人所負義務為：①普通法義務（a common law duty）；②忠實義務（a

n

al

（三）加州

Ch

engchi

er

io

形所成立外，更真正指涉了忠實義務的內涵。

sit

fiduciary duty）565。且此處之「忠實義務」除依 Murphy 案所列舉之三種特別情

i
Un

v

1. 前提理解
承接前述，就保險經紀人是否為被保險人之忠實義務人之問，如前文所提及
之 Kotlar 案、Hydro-Mill Co.案，加州法院多從本質上直接採取否定見解，認為
保險經紀人僅須以合理之注意義務（reasonable care）代理被保險人即可。此外，
是否承認侵權行為與違反忠實義務得分別作為不同的訴因，法院之態度亦屬嚴格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See Id. at 737.
See Id. at 734.
See Id. at 735.
See Id. at 735-36.
See Id. at 736.
Bruckmann, 65 A.D.3d at 866–67.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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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如：在被廣泛引用的 Jones v. Grewe (1987) 案中，法院即採否定之態度567；

而在 Hydro-Mill Co.案中，法院更直接指明：所有侵權行為之主張均會取代違反
忠實義務之主張568。
然而如同紐約州以 Murphy 案撬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的大門般，加州法院
在差不多的時間點，以 Fitzpatrick v. Hayes (1997) 案569開啟了擴張保險代理人對
被保險人所負義務的可能性。同樣地，雖本案處理者為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
之關係，但其見解嗣後為處理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的案例所採納。本案
中，法院再次強調保險代理人並無義務為被保險人取得額外或不同的保險保障，
但在：①保險代理人就所提供的保險保障的範圍有不實說明之情形；②被保險人
曾向保險代理人就特定險種或保障範圍有所詢問；③保險代理人與被保險人間存
在明示協議或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顯現出自己在被保險人所尋求保險之領域
中擁有專業知識；此時保險代理人即可能須對被保險人負額外之義務570。

政 治 大
2.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立 Inc. v. Aon Risk Ins. Servs. W., Inc. (2012)

571

‧ 國

學

紐約州中有關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特別關係」之指標案例為 2012 年
之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Inc.案，介紹如下：

‧
y

Nat

(1) 案例事實

sit

被保險人 1 為被保險人 2 之次承攬人（subcontractor），被保險人 2 透過保

er

io

險經紀人向保險人投保營造工程綜合保險（Owner Controlled Insurance Programm,

al

iv
n
C
物有瑕疵而求償，被保險人 2 乃轉向被保險人
1 則提起反訴向
U
h e n g c h1 i求償，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 2 及保險經紀人求償572。主張：一、被保險人 2 未以書面向被保險人 1
n

OCIP）（下稱系爭保險）。嗣後保險人被宣告破產，被保險人 2 經定作人依工作

通知所約定取得之保險保障已變更或無法繼續，違反契約義務。二、保險經紀人
566

Mher Asatryan, What Are the Fiduciary Duties of Insurance Agents and Brokers?, LOS ANGLELES
LAWYERS September 2012 16, 17 (2012).
567
See generally Jones v. Grewe, 189 Cal. App. 3d 950, 954, 234 Cal. Rptr. 717, 719 (1987). See also
Mher Asatryan, Id. at 18.
568
“Allegations of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subsume all of the allegations f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See Hydro-Mill Co. v. Haywood, 115 Cal. App. 4th at 1159.
569
Fitzpatrick v. Hayes, 57 Cal. App. 4th 916, 67 Cal. Rptr. 2d 445 (1997), as modified (Oct. 16, 1997).
570
“The rule [as a general proposition, an insurance agent does not have a duty to volunteer to an insured
that the latter should procure additional or different insurance coverage] changes, however, when—but
only when—on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things happens: (a) the agent misrepresents the nature, extent or
scope of the coverage being offered or provided, (b) there is a request or inquiry by the insured for a
particular type or extent of coverage, or (c) the agent assumes an additional duty by either express
agreement or by ‘holding himself out’ as having expertise in a given field of insurance being sought by
the insured.” Id. at 927, 67 Cal. Rptr. 2d at 452.
571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Inc., 203 Cal. App. 4th 1278, 138 Cal. Rptr. 3d 294.
572
Id. at 1280-81, 138 Cal. Rptr. 3d at 2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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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保險人惡化的財務狀況（即受監理機關接管之情事）告知被保險人 1（下稱
系爭通知義務），使其未能暫緩工程或提醒被保險人 2 取得其他替代保險，應依
侵權行為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573。
(2) 法院見解
就結論而言，法院認為被保險人 2 依與被保險人 1 之契約關係而負有通知
義務殆無爭議574，但就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通知被保險人 1 有關保險人財務狀況
惡化之資訊的義務，則採取否定見解575。法院在論理中引用了諸多前文所提及之
重要的加州判決，極具參考價值，詳述如下：
首先，法院將 Fitzpatrick 案所提出之三種可能使保險代理人負更多義務的見
解用於本案，再次確認 Kotlar 案與 Jones 案之見解，認除 Fitzpatrick 案所提出之
三種情形外，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僅負以合理注意及判斷力，謹慎地（reasonable

政 治 大
此外，法院更引用前揭加州相當早期之【汽車保險破產案】中之見解，認為保險
立

care, diligence, and judgemnet）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之保險保障之義務576。
經紀人並無調查保險人財務狀況之義務577。而本案中，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不負

‧ 國

學

系爭通知義務的理由主要有三：一、依據加州保險法第 1011 條，保險人被監管
之原因並非必然為清償能力不足，若要求保險經紀人須就此對被保險人進行通

‧

知，將使保險經紀人之責任陷於不確定中，而對其與被保險人之關係產生根本性

y

Nat

的改變578。二、本案被保險人 1 所要求者係「課以保險經紀人就所有保險人財務

sit

狀況上的不利變動進行通知的義務」，此種義務極度曖昧，將需花費許多時間成

er

io

本對其進行定義，而此種成本不應由法院承擔，應轉由立法決定579。三、保險經

al

i580v
n
C
之清償能力不足而致生之責任通常被列為除外不保事項
hengchi U 。
n

紀人與保險代理人的專業責任保險（Errors & Omissions Insurance）中，因保險人

3. 考察
與紐約州相似，加州亦未採取佛羅里達州以代理法作為將保險經紀人認定為
忠實義務人之作法；但與紐約州不同之處在於，加州法院曾直言保險經紀人非忠
實義務人。或許正因如此，加州法院亦多不承認違反忠實義務屬獨立於侵權行為
之訴因。此外，觀察前揭案例，與紐約州相同，加州法下保險經紀人所可能負之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See Id. at 1282, 138 Cal. Rptr. 3d at 296.
See Id. at 1288, 138 Cal. Rptr. 3d at 302.
See Id. at 1283, 138 Cal. Rptr. 3d at 297.
See Id. at 1283, 138 Cal. Rptr. 3d at 297-98.
See Id. at 1283, 138 Cal. Rptr. 3d at 298.
See Id. at 1286, 138 Cal. Rptr. 3d at 300.
See Id. at 1287, 138 Cal. Rptr. 3d at 300.
See Id. at 1287, 138 Cal. Rptr. 3d at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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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為：①普通法義務（a common law duty）及②忠實義務（a fiduciary duty）。
此處之忠實義務應屬外溢於普通法之義務，故而在本文架構下係真正指涉忠實義
務之內涵。
二、判例法之細緻化
前述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及加州分別提出了決定是否擴張保險經紀人義務範
圍時所採用的基準，雖之中內容存在差異，但不無將其類型化之可能。以下即綜
合觀察上開三州法院之見解，並就法院如何進行解釋適用進行整理，以利辯證此
些「特別關係」是否確實具備擴張保險經紀人普通法義務之功能。
（一）類型化

政 治 大
首先，無論是佛羅里達州（②對於保險保障範圍有所表示）、紐約州（②保
立

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就有關保額之事項有所互動）或加州（②被保險人曾向保

‧ 國

學

險經紀人就特定險種或保障範圍有所詢問，被保險人同時並仰賴其專門技能），
均要求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須至少就保額相關事項有相互詢問或討論之情

‧

形，始有課予保險經紀人超過「取得被保險人要求之保險保障」之義務。

y

Nat

其次，三州均強調保險經紀人若將自己之角色定位為專家，則可能須對被保

sit

險人負更多的義務（如佛羅里達州之①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紐約州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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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曾向保險經紀人就特定險種或保障範圍有所詢問，被保險人同時並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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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顯現出自己在被保險人所尋求保險之領域中擁有專業知識）。
hengchi U
再者，佛羅里達州（③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有長期並深入的關係）與紐
其專門技能；加州之③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存在明示協議或保險經紀人對被

約州（③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有長期的關係，足使保險經紀人客觀上可合理
知悉被保險人尋求其建議，並對其有特別之依賴）考量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
是否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此要件為加州所缺漏者。
此外，佛羅里達州（⑥保險經紀人就提供保險諮詢服務受有額外之報酬）與
紐約州（①保險經紀人就提供保險諮詢服務受有額外之報酬）亦均課予因提供被
保險人諮詢服務而受有相關報酬之保險經紀人更多的義務。
最後，加州與佛羅里達州各有其他另外二州所未採納之要件，如前者於保險
經紀人有不實說明時擴張其義務範圍（①保險經紀人就所提供的保險保障的範圍
有不實說明之情形），後者則另考量保險經紀人是否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④保
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就其保險需求所為之決定）及是否自願提供資訊（⑤保險
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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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文爰將三州所採之特別關係分為以下五種：1. 就保額相關事項
有所討論或詢問；2. 專家之自我表示；3. 長期關係；4. 收受額外報酬；5. 其他
（包含不實說明、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及自願提供資訊）。
（二）各內型之內涵與適用
1. 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
承接前述，在普通法下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為以合理之注意、技能，謹慎地為
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之保險保障，除此之外並無進一步的建議義務，亦無須協
助被保險人取得足夠之保險保障。然而，若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就保額相關事
項有所討論或被保險人曾對此有所詢問，則保險經紀人即負建議被保險人取得足
夠的保險保障之義務。此要件乍看之下對普通法為保險經紀人義務所設下之防線

政 治 大

產生了劇烈衝擊，然而在法院嚴格的解釋適用下，該等防線實際上仍固若金湯。

立

(1) 根本未有要求

‧ 國

學

首先，在被保險人未對保險人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要求之情形，如【百慕達
案】中，被保險人僅要求承辦人回電予其，並就附加保險展開討論，自非屬「已

‧

有所討論或詢問」，此並無太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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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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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義者為，在被保險人僅泛言「請推薦最合適的保險商品」，而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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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field v. Ins. Inc. (1971) 案中，被保險人向保險經紀人要求取得一足以承保
hengchi U
所有因碎紙機故障所致生之損害的營業中斷險（all-risk business interruption
人未能為其取得足夠之保險保障時，是否須就此負損害賠償責任？在早期案例如

policy）581，惟嗣後發現保險經紀人所取得之保險明文將該類損害排除於承保範
圍外。本案中，法院認為被保險人已對保險保障範圍有特定之要求，保險經紀人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582。
與之相對，在 Fitzpatrick 案中，法院認為僅廣泛地向保險代理人要求提供足
夠的保險保障並不構成一特定的要求583 。相似見解亦見於 Wallman v. Suddock
(2011) 案，本案之被保險人向保險經紀人所提出之要求為「請確保此責任保險之
保障範圍涵蓋未來所有可能的法律責任」，且並未與保險經紀人就此進行具體的

581
582
583

Greenfield v. Ins. Inc., 19 Cal. App. 3d 803, 808-09 (Ct. App. 1971).
Id. at 810.
Fitzpatrick, 57 Cal. App. 4th 916 at 928, 67 Cal. Rptr. 2d at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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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從而，法院認為此種廣泛的要求並未擴大保險經紀人之義務，蓋於此種情
況下，難以合理期待保險經紀人知悉被保險人之需求584。
(3) 分析
上開見解看似有所對立，實則不然。Greenfield v. Ins. Inc.案與 Wallman v.
Suddock 案中雖均要求一「承保所有可能風險」之保險保障，惟前者仍限定於與
碎紙機故障有關之風險；後者除未特定何種法律責任外，更因其責任保險之本質，
使得「所有可能風險」之要求具備更高度的不確定性。此觀察前揭【員工體傷案】
亦可知，蓋雖該案所爭執者亦為責任保險，但至少被保險人對「承保範圍涵蓋其
員工在該大樓內之體傷」已有特定要求。
換言之，在檢驗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是否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
問時，重點仍在認定被保險人是否有為特定之要求，而除特定與廣泛間的界線並

政 治 大
被保險人之要求是否特定、保險經紀人是否遵從該要求為被保險人配置保險保
立
不明確585外，更重要者，若認定保險經紀人是否應負更多義務之基準仍係在檢視
障，則此要件並不具備忠實法脈絡下的特殊意義，蓋縱不以忠實義務指稱保險經

‧ 國

學

紀人此種義務，在普通法下，若保險經紀人未能取得被保險人所要求之特定保險
保障，本即須依侵權行為或違反契約負損害賠償責任。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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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家之自我表示

sit

保險經紀人是否因堅稱其為專家而須對被保險人負溢於普通法義務之義務，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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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量之要件為被保險人對保險經紀人是否有確實的依賴，以及保險人之堅稱

v

n

是否僅為一種誇大陳述（common puffery），分述如下：
(1) 被保險人之確實依賴

Ch

engchi

i
Un

在 My Space Preschool and Nursey, Inc. v. Capital Indemnity Corp. (2015) 案
中，被保險人主張保險經紀人堅稱其在被保險人所欲投保的保險領域中屬專家，
惟竟不實說明保險金額，且未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之保險。據此，被保險人
除依過失不實說明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外，尚主張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義
務586。針對違反忠實義務之部分，法院首先認為忠實關係係因當事人間之特別的
信賴（special confidence）而生，一方對他方專門技能之單純依賴，並不當然使
雙方間成立忠實關係，須視在該關係中，一方對他方是否具高度控制影響力
584

Wallman v. Suddock, 200 Cal. App. 4th 1288, 1310-11, 134 Cal. Rptr. 3d 566, 582-83 (2011).
Seymour B. Everbett, David L. Martin, and Christopher C. Hossellman, Broker, Advisor, or Both?
When an Expanded Duty Will Be Imposed, 57 ORANGE COUNTY LAWYER 22, 24 (2015).
586
My Space Preschool & Nursery, Inc. v. Capitol Indem. Corp., No. CIV.A. 14-2826, 2015 WL 1185959,
at *1-2 (Pa. E.D. Mar. 13, 2015).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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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mastering influence），或該等關係中是否存在脆弱（weakness）、依賴
（dependence）或信賴（trust）等特徵587。在本案中，法院認為因被保險人從無
購買該等保險之經驗，保險經紀人更宣稱其係有多年經驗之專家，使得被保險人
依賴其所提供之意見，相信其會為其取得足夠的保險保障，故認為保險經紀人對
被保險人購買何種保險之決定已具高度控制影響力588。
本案之論理誠值贊同，蓋其並非直接以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依
代理法直接得出保險經紀人須對被保險人負忠實義務之結論，從而避免了歸類先
於定義之方法論上的錯誤。而其用以決定忠實關係是否存在之要件，更與本文於
第三章所列舉之忠實關係之特徵相符，換言之，高度控制影響力（overmastering
influence）與忠實權力理論間有所相容，在在顯見其確實是在忠實法的脈絡下處
理本案之法律問題。然而，在事實涵攝上，法院顯得輕率，蓋被保險人無經驗與
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並不當然直接導致後者對前者具高度控制影響力的

政 治 大

結果，被保險人又是否將購買何種保險之決定權託付與保險經紀人，仍屬高度曖

立

(2) 誇大不實的吹噓（common puffery）

學

‧ 國

昧之事實認定。

另一方面，在 Hartford Cas. Ins. Co. v. Fireman’s Fund Ins. Co. (2016) 案中，

‧

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在網站上陳述即「當你有傘護與超額保險之需求時，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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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cox（保險經紀人）可以提供幫助。成為 Burns & Wilcox 的夥伴，你將與國

sit

際專家網絡進行合作，任何難以承保的風險都將受到保障589」，僅為單獨、一般

er

io

性的宣稱，不足以構成擴張保險經紀人注意義務的理由590。此外，法院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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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稱其為專家之情形，以及其是否對該等宣稱有所依賴進而選擇該保險經紀人
hengchi U
591
。更有甚者，在 The Saint Consulting Group Inc. v. Eastern Insurance Group LLC
被保險人所提供之網站截圖，無法證明保險經紀人於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時

(2015) 案中，保險經紀人承諾提供被保險人高等級的保險計劃（superior insurance

587

“Thu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fiduciary duty arose in the context of an ordinary business
transaction, courts must ask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goes beyond mere reliance on superior skill, and
into a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overmastering influence on one side or weakness, dependence, or
trust, justifiably reposed on the other side.” See Id. at 10.
588
See Id.
589
“When you need to meet your clients' commercial umbrella and excess needs, Burns & Wilcox can
help [,]” and “Partner with Burns & Wilcox, and you're partnering with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xperts with the ability to cover virtually any hard-to-place risk.” See Hartford Cas. Ins. Co. v. Fireman’s
Fund Ins. Co., 220 F. Supp. 3d 1008, 1018 (Cal. N.D. 2016).
590
See Id. (citing Wallman, 200 Cal. App. 4th at 1300, 134 Cal. Rptr. 3d at 575).
591
Hartford Cas. Ins. Co. 220 F. Supp. 3d at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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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且會「做得很好（do an outstanding job）」；法院認為此種陳述僅為
一種吹噓（common puffery），並不足以因此課予保險經紀人更多注意義務592。
(3) 分析
觀察上開案例，可推得以下數點：其一，保險經紀人是否因宣稱其為專家而
使被保險人對之有所信賴，涉及保險經紀人為該等陳述之方式，以及被保險人之
智識程度、有無投保經驗等，幾已從法律問題的領域徹底遁逃，成為一種高度仰
賴事實認定的要件，無怪乎論者有謂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特別關係的建立，
彷彿乒乓球彈跳於球桌的兩端593。其二，不論是 My Space Preschool and Nursey,
Inc.案、Hartford Cas. Ins. Co.案抑或 The Saint Consulting Group Inc.案，法院於決
定是否擴張保險經紀人之義務時，均將被保險人是否確實對保險經紀人之陳述加
以信賴納入考量。換言之，在現代交易中，廣告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誇大不實，

政 治 大
是否卻有存在信賴與高度控制影響力（overmastering influence）等要素。
立

單憑該種陳述不足以構成加重保險經紀人義務之依據，毋寧仍須具體檢視個案中

‧ 國

學

3. 長期關係

就長期關係之解釋適用，法院之態度亦屬嚴格。如在 McClammy v. Cole (2010)

‧

案中，即使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有長期之往來，但雙方間未就保額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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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討論或詢問，故保險經紀人仍不負建議被保險人之義務594。此外，在前揭 V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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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除有長期關係外，雙方亦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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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更曾告知被保險人將每年提出相關建議。從而，觀察此二案例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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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間之信賴程度何如、保險經紀人是否對被保險人之決定有高度控制影響力
hengchi U
時的輔助要件而已。
單純之長期關係並不足以建立特別關係，長期關係毋寧僅係判斷保險經紀人與被

4. 收受額外報酬
就保險諮詢服務受有額外之報酬而言，解釋適用上原則上並無太大問題。蓋
在此種情形下，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通常已就後者須負外溢於普通法義務之
諮詢建議義務有所認識595，若保險經紀人違反義務，本即須依侵權行為與違反契
約而對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此要件與前揭「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

592

The Saint Consulting Group Inc. v. Eastern Insurance Group LLC, 2015 Mass. Super. LEXIS 43, at
*27-28 (Mass. Feb 25, 2015).
593
Biging, supra note 532, at 1.
594
McClammy v. Cole, 158 Wash. App. 769, 774-75, 243 P.3d 932, 934-35 (2010).
595
Sumbaly, supra note 420, at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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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或詢問」要件相同，並不具備使保險經紀人負超出普通法義務之忠實義務的
特殊意義。
5. 其他
餘下的三要件為不實說明、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及自願提供資訊，分別討
論如下。
(1) 不實說明
首先，就不實說明而言，如前所述，不實說明本為被保險人依侵權行為對保
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常見之主張，保險經紀人如因不實說明而致被保險人無
法取得足夠或適合之保險保障，本即須依侵權行為對被其負損害賠償責任596。換

政 治 大
等不實說明與被保險人無法取得足夠或適合之保險保障間是否具因果關係之問
立
言之，此要件亦不具備忠實法脈絡下的特殊意義，致多僅涉及：在普通法下，該
而已。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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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

‧

其次，針對保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雖就價值判斷上，學者有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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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的存在將迫使保險經紀人進入一左右為難的境地，蓋於保險經紀關係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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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經紀人或多或少均將涉入被保險人決定與何保險人締結何種保險契約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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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97，如「被保險人主動要求、保險經紀人依該要求為其取得保險保障」般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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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escence）願擔任專家或諮詢顧問的情形下，不應使其負外溢於普通法義務
hengchi U
之義務598。然而，此要件與前文 My Space Preschool and Nursey, Inc.案中所提出
之互動模式並不容易存在。從而，在保險經紀人並未有明示或默示（express

之高度控制影響力（overmastering influence）相似，由於保險經紀人在普通法下
不因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或對其有高度控制影響力而負有額外之義務，故此二者
所真正指涉者與忠實權力理論相同，即：在何種情形下，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
間將成立忠實關係。
(3) 自願提供資訊
最後，就保險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而言，同樣地，
就是否妥適的評價上，學者亦有認，縱保險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人與其需求相
596
597
598

See Id. at 213.
See Id.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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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資訊，在被保險人未就此與保險經紀人進行討論或有其他更進一步的詢問的
情形下，不當然使保險經紀人成為被保險人所依賴的專家，當然亦不使保險經紀
人得取代被保險人而為相關之決定599。雖自願提供資訊之要件在學者的解釋下已
與「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之要件合流，惟若暫將該等限縮擱置一旁，
不難發現，自願提供資訊本身可能觸發了保險經紀關係中的「依賴」、甚至是被
保險人自我決定權的讓渡，而既二者均為建立忠實關係時所考量之要素，則自願
提供資訊之要件即具備忠實法脈絡下特殊的意義。
三、小結
宏觀而言，從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加州就特別關係要件之建立與其在具體
個案的解釋適用中，不難發現法院在擴大保險經紀人責任時，在態度上均多所猶

政 治 大
保險經紀人較為有利的立場，而佛羅里達州則較偏袒被保險人
立

豫。惟若以微觀的角度加以檢視，仍可發現細微差異，如紐約州與加州均採取對
600

。

此外，本文所類型化的各該特別關係中，有因解釋適用上的限縮而導致實際

‧ 國

學

上不具擴張保險經紀人原先於普通法下所負之義務者，如於「就保額相關事項有
所討論或詢問」要件中，所著重者仍為「與保險金額有關之互動中，被保險人是

‧

否對保險人有任何具體的要求」，此與保險經紀人之普通法義務無異；亦有本質

y

Nat

上即為普通法義務者，如：「就保險諮詢服務收受額外之報酬」、「不實說明」，

sit

蓋當此些要件成立時，保險經紀人本即負有普通法下之義務。

er

io

而真正係在忠實法脈絡下，用以建立忠實關係，並在此關係上擴張保險經紀

al

n

iv
n
C
被保險人之決定」，以及「自願提供資訊」。須注意者，之中仍須將「高度控制
hengchi U
影響力」、「依賴」、「自我決定權之讓渡」等納入考量。

人之義務，使其外溢於普通法義務之外的要件為：「專家之自我表示」、「涉入

第四目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法下義務與普通法下義務之關係

在處理保險經紀人之普通法下義務時，本文曾對忠實義務與普通法義務間的
混沌關係提出扣問，而在經過前揭判例法之細緻化作業後，輔以第三章之理論基
礎，本文終於有試圖回答上開問題之可能了。
一、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真正內涵

599
600

See Id.
See Id. at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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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定忠實義務之範圍
欲辯證忠實義務之真正內涵，須先將普通法義務的範圍予以劃定。在普通法
下，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為以合理之注意、技能，謹慎地為被保險人取得其所要求
的保險保障，並在未能取得時即時通知被保險人。從而，外溢於此範圍之義務如：
為被保險人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通知辦理續保；保單更新時，
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揭露佣金等
義務，均屬忠實義務之內涵。
（二）拆解特別關係之要件
在確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後，需處理者為如何使保險經紀人負該等

政 治 大
首先，如前所述，「不實說明」與「就保險諮詢服務收受額外之報酬」不具忠實
立

忠實義務之問，而欲回答此一問題，需將美國法院所承認之特別關係的要件拆解。
法脈絡之意義，故此處將之排除於討論之外。其次，針對「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

‧ 國

學

討論或詢問」要件，雖因法院對之所為的限制使其喪失忠實法下之意義，但若將
該等限制予以剝除，則其與「專家之自我表示」、「涉入被保險人之決定」、「自

‧

願提供資訊」三要件相同，均可為個案中判斷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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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三）重組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s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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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關係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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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n
C
將美國法下保險經紀人之普通法義務
h e n g、忠實法義務及特別關係理論解構與重
hi U
c
組後，「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一語，在法律意義上所真正指涉者為：保險經
紀人是否因①宣稱自己為專家；②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
定；③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
項有所討論或詢問——使其於保險經紀關係內對被保險人有高度控制影響力，被
保險人對其產生依賴，甚至讓渡其自我決定權——進而對被保險人負有①取得額
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②通知辦理續保；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
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⑤揭露佣金等義務。
而在「高度控制影響力」、「依賴」、「自我決定權的讓渡」等要件中，若
以前文提及之「結構性特徵」與「定義性特徵」加以區分601，則前二者為結構性
特徵，後二者為定義性特徵。既忠實關係之定義性特徵為忠實權力理論已如前述，
601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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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如以其檢視保險經紀關係，則應側重者為：被保險人自我決定權的讓渡
是否確實反映了保險經紀人的裁量權限602。
二、違反忠實義務不應作為單獨之訴因
本文認為違反忠實義務非單獨之訴因，理由大致有二：一、不具實益。二、
忠實義務本非逸脱契約法與侵權行為法義務之獨立的義務，詳述如下。
（一）在法院嚴格之立場下不具實益
如前所述，是否承認違反忠實義務得作為單獨之訴因，法院採取嚴格之立場，
如 Jones 案與 Hydro-Mill Co.案中，法院均採取否定見解。雖有採肯定見解者如

政 治 大
義務內涵之解釋與普通法義務無異 ，故縱承認違反忠實義務得作為單獨之訴
立
【特別單位案】、【不當挪用案】及 Tiara Condo. Ass’n, Inc.案，但因法院對忠實
603

因，實際上亦無太大意義。此外，在【耳環失竊案】、【保姆案】中，雖法院肯

‧ 國

學

認保險經紀人為忠實義務人，但此二案中被保險人均未主張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
義務。而在涉及特別關係理論之 Voss 案與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Inc.案中，

‧

同樣地，被保險人均係以侵權行為作為訴因。此種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y

Nat

蓋經由前文之說明，美國法院原則上限縮保險經紀人義務範圍一事已昭然若揭，

er

io

大實益。

sit

在此種情形下，縱承認違反忠實義務得作為單獨的訴因，對被保險人而言亦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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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實法不具獨立的體系性意義
U
engchi

v

承接本文第三章之結論，忠實法並不具備獨立於侵權行為法與契約法體系之
意義。然而，如何在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的脈絡下將此結論進行重述？觀察前
揭經本文重新建構後的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真正內涵，在保險經紀人①宣稱自
己為專家；②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自願提供被保
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或④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
的互動過程中，若對被保險人的高度控制影響力已達其將自我決定權予以讓渡之
602

論者有認只有在被保險人將其自我決定權讓渡與保險經紀人時，始使保險經紀人成為「風險
管理者（risk manager）
」
。See Christopher J. St. Jeanos, Insurance Broker Liability to Policyholders for
Denied Claims: Lasted Case Law Development, at 47, available at:
http://media.straffordpub.com/products/insurance-broker-liability-to-policyholders-for-denied-claimslatest-case-law-developments-2015-05-13/presentation.pdf (last visited: 2019/12/1)
603
See also Marc J. Zimet, Do Insurance Agents and Brokers Owe Fiduciary Duties to Their Clients?,
56 NO. 11 DRI FOR DEF. 20, 2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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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則雙方間就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②通知辦理續保；
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
能力；⑤揭露佣金等義務應至少存在默示之意思表示。換言之，在保險經紀人與
被保險人間存在上開情形時，雙方間本即成立契約關係；而若保險經紀人係因上
開情形的存在而負忠實義務，則忠實義務即為契約義務。
此外，美國法在判斷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是否存在特別關係時極度側重
雙方間之互動過程與後者對前者之依賴程度，此種洽談磋商的模式亦為典型之契
約關係。從而，不論係從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的真正內涵具體觀之，抑或俯瞰
雙方建立忠實關係的過程，均可發現「忠實義務」一語毋寧僅在描述具備忠實特
徵的契約義務，並無賦予其獨立體系意義之必要。
第三款

忠實義務於美國保險監理法上之展現

政 治 大
在 Pac. Rim Mech. Contractors, Inc.案中，法院認為：保險經紀人有無向被保
立

險人就保險人所有財務狀況上不利變動進行通知之義務，應由立法決定。雖本案

‧ 國

學

並未使用到「忠實義務」一語，但經由前文之辯證，此種義務屬忠實義務之內涵
已無疑義。以下爰沿依法院的邏輯，分就資訊提供與報酬揭露二部分，觀察忠實

‧

義務在監理法規上所呈現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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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訊提供有關之行為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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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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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保險官監理協會模範法規（NAIC Model Act）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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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著名之 McCarran–Ferguson Act of 1945，美國之保險監理屬各州管轄事項。
但美國保險官監理協會為促進各州間監理法規之和諧與統合，頒布有諸多模範法
規604。其雖不具強制性，但仍可為各州所參考。下文即就有關規範加以介紹。
（一）NAIC 不公平交易習慣法（NAIC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ct）
1. 概說

604

Susan Randall, 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gulatory Federalism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it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26 FLA. ST. U. L. REV. 625, 63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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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係為規範保險業中之不公平競爭或欺騙行為而設605，其在第 4 條中列舉
數項構成不公平交易之情形，之中與資訊提供有關者為：①就保險單之內容有不
實說明或錯誤廣告（Misrepresentation and False Advertising of Insurance Policy）；
②錯誤資訊與廣告（False Information and Advertising Generally）；③錯誤之陳述
或記載（False Statement and Entries）；④對要保書有不實說明（Misrepresentation
in Insurance Application）；⑤不公平之財務規劃習慣（Unfair Financial Planning
Practice）。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若有不實說明（Misrepresentaion）之行為，本即須依
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故上開前四種情形無疑只是保險經紀人之普通法義務
在監理法中之投射。真正與忠實義務產生有趣之連動者為「⑤不公平之財務規劃
習慣」。

政 治 大
在不公平交易習慣法中，「不公平之財務規劃習慣」被定義為：實際上僅從
立
2. 不公平之財務規劃習慣（Unfair Financial Planning Practice）

事保險銷售之人（engaged only in the sales of policies），直接或間接向公眾宣稱

‧ 國

學

其為「財務規劃者（Financial planner）」、「投資顧問（Investment Advisor）」、
「諮詢顧問（Consultant）」、「財務諮詢顧問（Financial Counselor）」或其他任

‧

何就投資、保險、不動產、稅務、信託有關事項提供財務規劃或顧問之專業人員

y

Nat

（Specialist）606。須注意者，本條並非在禁止保險銷售之人持有與財務規劃或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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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有關之證照，亦未禁止其就提供該等服務人收取額外之報酬607，而僅在要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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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銷售人（Insurance Producer）須事先向被保險人揭露其同時為販售保險之人608，

v

n

而若就財務規劃外尚欲向被保險人收取額外報酬，應以書面契約為之609。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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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津・前掲註 408)30 頁。
“Holding himself or herself ou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 public as a ‘financial planner,’
‘investment adviser,’ ‘consultant,’ ‘financial counselor,’ or any other specialist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giving financial planning or advice relating to investments, insurance, real estate, tax matters or trust
and estate matters when such person is in fact engaged only in the sale of policies. This provision does
not preclude persons who hold some form of formal recognized financial planning or consultant
certification or designation from using this certification or designation when they are only selling
insurance. This does not permit persons to charge an additional fee for services that are custo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licitation, negotiation or servicing of policies.” See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SECTION 4 (M) (1) (2004).
607
“This provision does not preclude persons who hold some form of formal recognized financial
planning or consultant certification or designation from using this certification or designation when they
are only selling insurance. This does not permit persons to charge an additional fee for services that are
custo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licitation, negotiation or servicing of policies.” See Id.
608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SECTION 4 (M) (2) (A) (I) (2004).
609
“Charging fees other than commissions for financial planning by insurance producer, unless such
fees are based upon a written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party to be charged in advance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s under the agreement. A copy of the agreement must be provided to the party to be charged
at the time the agreement is signed by the party.” See UNFAIR TRADE PRACTICE ACT, SECTION 4 (M) (3)
(a) (2004).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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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之情形，可能使被保險人對其有所
依賴，甚至將自我決定權予以讓渡，進而未閱讀保單、未釐清自己之保險需求等
怠惰，以致無法取得足夠的保險保障。欲處理此問題，法院在民事責任上掙扎於
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建議義務、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負責，但在立場上卻普遍呈現
消極之態勢。另一方面，本條作為監理法性質之示範法規，並不直接干涉保險經
紀人之私法義務，而僅係要求其向被保險人表明立場，此種作法與法院之態度一
致，均較節制。
（ 二 ） NAIC 年 金 交 易 適 合 性 示 範 規 則 （ NAIC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在一般保障型商品中，保險經紀人原則上並未對被保險人負有取得額外的、

政 治 大
險，美國保險關監理協會設有不同之規定 。如在 NAIC 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
立

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之義務。然而，針對非保障型商品如年金交易及變額壽
610

則（NAIC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中，即要求：保險銷售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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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Insurance Producer）於銷售年金保險時，如有為顧客提供建議611，則應負適
合性義務，即以顧客所提供之適合度資訊為基礎，確保顧客就年金保險之特色已

‧

受告知、顧客將因年金保險之特色而獲益，以及基於顧客之適合度資訊612，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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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之年金保險係適合該客戶者613。此外，該規則中亦另就保險銷售人免負適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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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之情形設有規定，如事後發現顧客所提供之資訊不正確、顧客拒絕提供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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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資訊，以及顧客並非基於保險銷售人之建議而為該次年金交易614。
二、州法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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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前文著重於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加州判例法之研究，以下即以此三州
之監理法為主，觀察其與法院之態度是否存在差異。
首先，佛羅里達州之不公平保險交易習慣法（Unfair Insurance Trade Practices
Act）大致上以 NAIC 不公平交易法為基礎，就資訊提供相關之規制而言，包含：

610

關於 NAIC 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之內容，整理自：謝當颺，前揭註 193，頁 62-64。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SECTION 2. 換言之，若於該年金交易中保
險銷售為未提供建議，則不負適合性義務。See also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SECTION 4.
612
適合度資訊包含顧客之年齡、年收入、財務狀況及需求、財務經驗、財務目標、購買年金保
險之用途、財務時程、既存資產、流動性需求、淨值流動性、風險容忍度、稅務狀況。See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SECTION 5I.
613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SECTION 6.
614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SECTION 5D.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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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保險單之內容有不實說明或錯誤廣告
○
（Misrepresentation and False Advertising
2 錯誤資訊與廣告（False Information and Advertising
of Insurance Policy） 615；○
3 錯誤之陳述或記載（False Statement and Entries）617；○
4 對要保
Generally）616；○

書有不實說明（Misrepresentation in Insurance Application）618；惟並未包含不公
平之財務規劃習慣（Unfair Financial Planning Practice）。另外，在確保保險人之
清償能力方面，相較於課予保險經紀人調查或通知之義務，監理機關選擇禁止保
險人在出現該法定義的清償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繼續銷售保險、承保新險或接受
續保619。
紐約州保險法的規定不若佛羅里達州來的繁瑣，大致上而言要求保險經紀人
不得就保單條款有不實說明（Misrepresentation）或誤導性陳述（Misleading
Statement），在推介保險商品時亦不得有不完整之比較（Incomplete Comparision）
620

。另須注意者，紐約州僅在保險經紀人所收取金錢的面向要求保險經紀人「忠

政 治 大
保險人）之同意的情形，將其由雙方處收受之金錢與其所持有之金錢混合
立

實（Fiduciary Capacity）」，詳言之，保險經紀人不得在未經本人（被保險人、
621

。

加州保險法則與紐約州保險法相似，其於第 780 條中要求保險經紀人不得就

‧ 國

學

保單條款、保單紅利或其他利益有不實之說明622，並同樣於 1733 條中就所收取
金錢的面向要求保險經紀人「忠實（in fiduciary capacity）」623。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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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與保險經紀人酬勞有關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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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 STAT. ANN. § 626.9541 (1) (a) (WEST).
FLA. STAT. ANN. § 626.9541 (1) (b) (WEST).
617
FLA. STAT. ANN. § 626.9541 (1) (e) (WEST).
618
FLA. STAT. ANN. § 626.9541 (1) (k) (WEST).
619
“Soliciting or accepting new or renewal insurance risks by insolvent or impaired insurer prohibited;
penalty. --1. Whether or not delinquency proceedings as to the insurer have been or are to be initiated,
but while such insolvency or impairment exists, no director or officer of an insurer, except with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ffice, shall authorize or permit the insurer to solicit or accept new or renewal
insurance risks in this state after such director or officer knew, or reasonably should have known, that
the insurer was insolvent or impaired. “Impaired” includes impairment of capital or surplus, as defined
in s. 631.011(12) and (13).” See FLA. STAT. ANN. § 626.9541 (1) (w) (WEST).
620
N.Y. INS. LAW § 2123 (MCKINNEY).
621
“Every insurance agent, title insurance agent, and insurance broker acting as such in this state shall
be responsible in a fiduciary capacity for all funds received or collected as insurance agent or insurance
broker, and shall not, without the express consent of his, her or its principal, mingle any such funds with
his, her or its own funds or with funds held by him, her or it in any other capacity.” See N.Y. INS. LAW §
2120 (a) (MCKINNEY). 須注意者，本條並未要求保險經紀人須為此專設分離帳戶。See N.Y. INS.
LAW § 2120 (c) (MCKINNEY).
622
“An insurer or officer or agent thereof, or an insurance broker or solicitor shall not cause or permit
to be issued, circulated or used, any statement that is known, or should have been known, to be
a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following: (a) The terms of a policy issued by the insurer or sought to be
negotiated by the person making or permitting the misrepresentation. (b) The benefits or privileges
promised thereunder. (c) The future dividends payable thereunder.” See Cal. Ins. Code § 780 (West).
623
“All funds received by any person acting as a licensee …as premium or return premium on or under
any policy of insurance or undertaking of bail, are received and held by that person in his or her fiduciary
capacity…” See CAL. INS. CODE § 1733 (WEST).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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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當挪用案】與【保費利息案】中，被保險人均主張保險經紀人未向其
揭露佣金而違反忠實義務。雖二案就結論而言有細微差異，但論理上並無不同，
均仍著重於保險經紀人是否未依被保險人之要求取得保險保障。換言之，未揭露
佣金從不直接構成違反忠實義務之理由，毋寧僅係造成利益衝突的可能原因之
一。而誠如前述，在民事責任上，法院拒絕以課予保險經紀人更多義務之方式處
理此種利益衝突，但「不得因收受佣金而為被保險人配置不符其要求之保險保障」
作為忠實義務內涵之一部，仍可能以「要求保險經紀人揭露佣金」之形式投射於
監理法上。以下即分就 NAIC 保險銷售人核照示範法（Agent and Brokers Licensing
Model Act）及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加州就佣金揭露相關之規範加以介紹。
一、NAIC 保險銷售人核照示範法（Agent and Brokers Licensing Model Act）

政 治 大
按 NAIC 保險銷售人核照示範法第 183 條 A 項(1)款規定，除已得顧客之書
立

面同意或已為數額之揭露外，由顧客處受有報酬或代表（represent）顧客配置保

‧ 國

學

險（the placement of insurance）之保險銷售人（Insurance Producer）不得就該配
置受有由保險人或第三人所給付之報酬；而若報酬數額在揭露時尚屬未知，則應

‧

揭露其具體計算方法，與可能之合理數額624。此一規定乍看之下打開了保險經紀

y

Nat

人佣金揭露義務之大門，實則不然。蓋本條之規範主體僅限於「由顧客處受有報

sit

酬」、「代表顧客配置保險」者，且若合併參考同條(2)款，「未由顧客處受有報

al

n

處受有報酬之保險銷售人625。

er

io

酬者」被排除於本條適用之外，從而，實際上負報酬揭露義務之主體僅為由顧客

二、州法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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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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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 Section 18 A (1) (2005). “Where any insurance producer or any
affiliate of the producer receives any compensation from the customer for the placement of insurance or
represents the customer with respect to that placement, neither that producer nor the affiliate shall accept
or receive any compensation from an insurer or other third party for that placement of insurance unless
the producer has, prior to the customer’s purchase of insurance: (a) Obtained the customer’s documented
acknowledgment that such compensation will be received by the producer or affiliate; and (b) Disclosed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rom the insurer or other third party for that placement. If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is not known at the time of disclosure, the producer shall disclose the specific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compensation and, if possible, a reasonable estimate of the amount.”
625
Producer Licensing Model Act, Section 18 A (2) (2005). “Paragraph (1) shall not apply to an
insurance producer who: (a) Does not receive compensation from the customer for the placement of
insurance; and (b)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placement of insurance represents an insurer that has appointed
the producer; and (c) Discloses to the customer prior to the purchase of insurance: (i) That the insurance
producer will receive compensation from an insurer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placement; or (ii) That,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placement of insurance, the insurance producer represents the insurer and that the
producer may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customer for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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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州法規制而言，事實上只有少數的州採取與 NAIC 相同或相似之規定（如
加州、德州、康乃迪克州），大多數的州均發展其各自的規範模式626。例如：佛
羅里達州即未採取 NAIC 之規定，而是在其保險法中明定所有支付與保險銷售人
之報酬，其數額均應於書面契約中揭露627。
紐約州並未於保險法中明訂保險經紀人之佣金揭露，而係以於 2011 年 1 月
生效之「保險銷售人報酬透明化規制（Producer Compensation Transparency,
REGULATION NO. 194 (11 NYCRR 30)）」（下稱系爭規制）加以規範628。依系
爭規制，保險銷售人應揭露事項可分為二類，包含「一般揭露事項」」與「追加
揭露事項」629。
就一般揭露事項而言，包含：①該保險銷售人之角色（role）；②是否因銷
售保險而從保險人或第三人處受有報酬；③該等報酬是否因多種要素而異，包含：
保險費多寡、保險契約的收益性（profitability）；④保險消費者得向保險銷售人

政 治 大
消費者亦得要求保險銷售人於五個營業日內以書面揭露下列資訊：①保險銷售人
立
要求開示與報酬有關之事項630。於一般揭露事項之外，在保險契約生效前，保險

與其母、子公司因販賣保險所能獲取之報酬的來源、性質、數額；②有關保險銷

‧ 國

學

售人所提供的其他報價之內容，包含保障範圍、保險費及保險銷售人所能獲取之
報酬；③ 簽發該保單之保險人（與其母、子公司等）與保險銷售人（與其母、

‧

子公司等）間之利害關係；④法律是否禁止保險銷售人變更其因銷售保險所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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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報酬的數額631。此外，若報酬的數額尚無法確定，則須揭露其具體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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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保險經紀人資訊提供有關之規制，不難發現監理法對於保險經紀人之
要求大致停留在消極的「不得為不實之說明」，並未溢出保險經紀人在普通法下
所負義務的範圍。換言之，超出普通法義務範圍的忠實義務，投射在監理法規時，

626

武田朗子「米国・保険仲介者の報酬開示規則－論争続くコンティンジェント・コミッショ
ン問題－」損保総研レポート第 94 号（2011）40 頁。See also Cynthia J. Borrelli, Esq., IncentiveBased Compensationn, Contigent Commissions and Required Broker Disclosures: Is There a Meeting of
the Minds?, 19(4) FORC JOURNAL *1, 2 (2008).
627
FLA. STAT. ANN. § 626.593 (WEST). 另外，雖本條用語為「agent」
，但併同參閱 FLA. STAT. ANN.
§ 626.015 (WEST)後可得知此處之「agent」實際上包含「producer」
。
628
田爪浩信「損害保険仲介者の報酬開示規制――ニューヨーク州における新規制を中心にし
て――」保険学雑誌 615 号（2011）61〜62 頁、武田・前揭註 626）41 頁。
629
田爪・前註）62〜63 頁。
630
N.Y. COMP. CODES R. & REGS. TIT. 11, § 30.3 (A).
631
N.Y. COMP. CODES R. & REGS. TIT. 11, § 30.3 (b).
632
N.Y. COMP. CODES R. & REGS. TIT. 11, § 30.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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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未留殘像。少數的例外為非單純之保障型商品的年金保險，保險經紀人可能
須對被保險人負適合性義務，惟此義務之內涵亦相當限縮，除限於保險經紀人有
為建議之情形外，是否違反義務之認定更係以被保險人提供之適合度資訊為基
礎。另一方面，佣金為保險經紀人最大的利益衝突來源，相較於直接在私法上要
求保險經紀人須為被保險人取得合適的保險保障，透過在監理法上之佣金揭露義
務消弭此種利益衝突亦不失為間接達成該目的之方法。
第四項

美國法之觀察

前文已從微觀視角對判例法與監理法規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以鉅觀
視角重新對之進行梳理，可得以下三特徵：代理法之淡化、拒絕擴張保險經紀人
義務範圍、以佣金揭露消弭利益衝突。分述如下：

立

代理法之淡化

學

‧ 國

第一款

政 治 大

因「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而「代理人為本人之忠實義務人」
故「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忠實義務人」，此一推論過程之所以簡單粗暴，肇

‧

因於論者於將代理法適用於保險經紀關係時無所掙扎。然而，美國法顯然並不如

y

Nat

此，其對是否將代理法適用於保險經紀關係，可謂猶豫再三。此種躊躇首先顯現

sit

於 Kotlar 案中，法院明文指揭保險經紀人非僅能代表被保險人一人；此外，論者

er

io

亦有謂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之代理關係，應於保險法的視角下進行處理，蓋

al

iv
n
C
再者，由於保險招攬過程中，在外觀上實難以區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
，
hengchi U
故不論州法或是法院均有將其等同視之者，尤其在判例法上，二者對被保險人之
n

其有眾多獨自的規範與政策考量633。

責任，多不因其係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而有所區別。從而，單以「保險經紀
人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一語作為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理由，並不具說服
力。
第二款

拒絕擴張保險經紀人義務範圍

美國法拒絕擴張保險經紀人義務範圍之態度可從以下三個面向觀察，分別
為：保險經紀人之角色定位、特別關係理論之嚴格適用，以及著重資訊揭露的監
理法規。

633

Asatryan, supra note 566, at 18. See also Zimet, supra note 603, at 21.

180

DOI:10.6814/NCCU202000616

首先，就保險經紀人之角色定位而言，美國法基本上認為被保險人始為最清
楚自己的風險之人，保險經紀人並非個人之財務諮詢顧問，亦非被保險人之風險
管理人634，從而，擴張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將致使被保險人怠於評估自己的風險及
財務需求635。此外，保險經紀人非保險人，並為收取保險費，若承認被保險人得
透過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方式，將未能獲得保險保障之損失轉嫁於保險
經紀人，將使保險經紀人成為備位保險人（back-up insurer），並不公平636。
承接此要求被保險人自我決定、自我負責的基本立場，法院轉而探求保險經
紀人與被保險人有無「特別」的關係。然而，隨著保險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種類
日益多元複雜，單純的「依賴」、「長期關係」等，均不足以建立「特別」637，
而此亦反映在法院對於特別關係理論的嚴格適用上。最後，相較於保險經紀人在
民事上仍可能因特別關係理論而負更多的責任（即便十分困難），保險監理法對
保險經紀人之責任並不超過普通法下義務之範圍。

學

‧ 國

第三款

政 治 大
以佣金揭露消弭利益衝突
立

誠如前述，佣金為保險經紀人最大的利益衝突來源，其可能導致保險經紀人
在為被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時未以其利益為依歸，故美國法上有要求保險經紀人

‧

須予以揭露者。須注意者，美國監理法對於佣金是否揭露之態度並非全然的開放，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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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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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佣金之「數額」在紐約州僅屬追加揭露事項，保險經紀人無須主動揭露。

第一項

ni
Ch
日本保險招攬制度之概觀
U
engchi

第一款

保險招攬人與保險經紀人之兩立模式

v

日本於西元 1995 年對其保險業法進行重大修正，除廢止「保險招攬管理法
（原文：保険募集の取締に関する法律）」，並將其內容併入現行保險業法第三
編中外，另一重要修正為引進保險經紀人（原文：保険仲立人）制度，確立了日

634
635
636
637

Murphy, 90 N.Y. 2d at 273.
JERRY & RICHMOND, supra note 403, at 209.
Voss, supra note 534, 22 N.Y.3d at 738-39 (Smith, J., dissenting). See also JERRY & RICHMOND, Id.
Jeanos, supra note 602,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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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招攬人638（原文：保険募集人）與保險經紀人之兩立模式639。前者係作為
保險人之輔助人而進行保險招攬之人，後者則獨立於保險人之外，在要保人與保
險人間媒介保險契約。由於日本之保險募集制度與美國及我國均不相同，為避免
後文於比較分析時逸脱此一獨特之脈絡而產生誤讀，以下爰先就保險招攬人與保
險經紀人之定義與其實際上之角色定位進行介紹。
第一目

保險招攬人

依保險業法第 2 條第 23 項規定，保險招攬人分為人身保險招攬人（原文：
生命保険募集人）、財產保險招攬人（原文：損害保険募集人）及小額短期保險
招攬人（原文：少額短期保険募集人），分述如下。
一、人身保險招攬人

立

政 治 大

依保險業法第 2 項第 19 條規定，人身保險招攬人係為人壽保險公司媒介保

‧ 國

學

險契約或代理其締結契約之人，包含：①壽險公司之受僱人及使用人；②壽險公
司之受僱人・使用人之使用人；③受壽險公司委託之人，以及受該人之再委託之

‧

人；④前揭③所指涉者之受僱人與使用人。就法條結構而言，本條可謂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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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壽險公司之受僱人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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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遂分別以得與我國保險法相容之語言將之重述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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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首先，本條已明文排除壽險公司中有代表權之人如董事、監察人，蓋前者之
hengchi U
行為在法律上本屬保險公司之行為641，而後者因其職務本質與受制於公司之受僱
人或使用人不相容642，故不在保險招攬人之範疇內。此外，依保險業法第 276 條

638

由於日本保險業法對「保険募集人」之定義非我國法下任一保險輔助人種類所可涵蓋者，故
此處暫將之譯為「保險招攬人」
，以先與「保險經紀人」區別。我國學者有將「保険募集人」直
接與我國之「保險業務員」等同視之者，詳參：卓俊雄，前揭註 18，頁 39。此為誤解，併此指
明。
639
洲崎博史「保険募集人に対する規制の整備――乗合代理店を中心に」ジュリスト 1490 号
（2016 年）27 頁。
640
我國過去相關研究中有將日本法中之壽險保險代理人解為「壽險公司之董事或受僱人，或受
壽險公司委託之人或其高級主管或受僱人，為壽險公司保險契約簽訂進行代理或媒介者」
，此恐
為誤譯。詳參：卓俊雄主持，強化保險輔助人管理相關措施之研究，載：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
委員會一百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頁 72，2011 年 8 月。
641
山下友信『保険法（上）
』
（有斐閣、2018）223 頁、細田浩史『保険業法』
（弘文堂、2018）
351 頁。
642
山下・前注）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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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所有人身保險招攬人均須登錄643。從而，本條所稱之「壽險公司之受僱人」
，
其意義大約相當於我國之僱傭制壽險業務員；而「壽險公司之使用人」之意義大
致上則與我國承攬制壽險業務員相當。
（二）壽險公司之受僱人・使用人之使用人
雖此種情形幾不存在，但若作為壽險公司業務員之使用人而招攬保險，仍須
依保險業法第 276 條進行登錄。而壽險業務員之使用人雖非直接與壽險公司間有
僱傭或承攬關係，但其招攬行為仍被視為係為壽險公司所為者644。
（三）受壽險公司委託之人，以及受該人之再委託之人

政 治 大
險代理人（包含法人制與個人制）（原文：生命保険代理店）
立

所謂受壽險公司委託之人，係指壽險公司外部的保險招攬主體，如：人壽保
645

。須注意者，就

文義而言，上開承攬制保險業務員亦有為本條所包含之可能646。

‧ 國

學

（四）上開（三）所指涉者之受僱人與使用人

‧

承接（三）所述，本項可以理解為人身保險代理人（包含法人制與個人制）

y

Nat

之受僱人與使用人，而因此些保險招攬主體均須依法登錄，故若按我國保險法之

sit

語言，其意義大致上等同於：為保險代理人所使用或僱用之保險業務員。另須注

er

io

意者，與財產保險招攬人不同，依保險業法第 282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除法

al

iv
n
C
員不得同時為他壽險公司僱用或使用（此二者之使用人亦同）
；人身保險代理人
hengchi U
（此二者之使用人或受僱人亦同）亦僅能為單獨之壽險公司招攬保險。
n

令647另有規定而無損及保險消費者權益之虞外，為壽險公司所僱用或使用之業務

二、財產保險招攬人

643

保険業法第 276 条：
「特定保険募集人（生命保険募集人、損害保険代理店又は少額短期保険
募集人（特定少額短期保険募集人を除く。
）をいう。以下同じ。
）は、この法律の定めるところ
により、内閣総理大臣の登録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644
山下・前掲注 641）223〜224 頁。
645
細田・前掲注 641。
646
山下・前掲注 641）224 頁。
647
保険業法第 40 条。在一定的情形下放寬人身保險招攬人須專屬一社之限制亦為 1995 年保險
業法的重點修正之一。詳參：洲崎博史「新保険業法のもとでの保険募集」
『保険学雑誌』552 号
（1996 年）50〜51 頁、山下・前掲注 641）224 頁（注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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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二十一項規定，財產保險招攬人包含：①財產保
險公司之受僱人與使用人；②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③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之受
僱人或使用人，分述如下648。
（一）財產保險公司之受僱人及使用人
與人壽保險公司相同，本條同樣排除產險公司中有代表權之人如董事、監察
人，故其意義相當於產險公司之僱傭制或承攬制之保險業務員。惟相較於壽險公
司之保險業務員，產險公司之保險業員無須依保險業法第 276 條進行登錄。
（二）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政 治 大
託，代理其締結或為其媒介保險契約之人，以及受該人之再委託之人；惟不包含
立
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一項將財產保險代理人定義為：「受財產保險公司委

財產保險公司之受雇人或使用人。」財產保險代理人本身須依保險業法第 276 條

‧ 國

學

進行登錄。此外，財產保險代理人多為獨立保險代理人（原文：乗合代理店），
可同時受複數的財產保險公司委託而為其招攬保險。然而其於招攬保險時，卻又

‧

多向保險消費者表示其係基於「公平、中立之立場進行保險商品的比較推介（公

io

n

al

（三）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之受僱人或使用人

Ch

engchi

y

er

保險業法修正時即為之設有諸多新規範650（詳後述）。

sit

Nat

平・中立の立場から比較推奨を行う）」649，造成保險消費者之誤解，故 2014 年

i
Un

v

財產保險代理人之受僱人或使用人，大致上可以理解為財產保險代理人所僱
用或使用之保險業務員。須注意者，雖此處之保險業務員無須依保險業法第 276
項登錄，但依同法第 302 條規定，須由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將其個人資料（如：
姓名與出生年月日）報內閣總理大臣備查（原文：届出），以利保險監理機關掌
握實際上進行保險招攬者為何人651。
三、小額短期保險招攬人
648

我國過往相關研究有將日本法下之財產保險招攬人解為「產險公司之董事或受僱人、財產保
險代理人或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董事或受僱人」者，此為錯譯。詳參：卓俊雄主持，前揭註 640，
頁 72。
649
洲崎・前掲注 639）29 頁。山下・前掲注 641）227 頁。
650
山下・前注）216 頁。
651
山下・前注）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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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法上另就小額短期保險之招攬人設有另外之規定。按保險業法第 2 條
第十七項，小額短期保險（原文：少額短期保険）係指保險期間在二年內、保險
金額在一千萬日圓以內之保險652。又依同法第二十二項規定，小額短期保險招攬
人包含：①小額短期保險業者之受僱人及使用人；②受小額短期保險業者委託之
人，以及受該人之再委託之人；③上開②所指涉之人之受僱人或使用人。此與上
開說明並無太大差異，在此不贅。須注意者，雖少額短期保險業者得兼營產、壽
險，但依保險業法第 302 條規定，僅有招攬財產保險之代理人，須將其僱用或使
用之人的個人資料報內閣總理大臣備查。此外，小額短期保險招攬人原則上均須
依保險業法第 276 條登錄，但上開②所指涉之人（大約可理解為小額短期保險代
理人公司）中，僅招攬財產保險與醫療險、傷害險等實支實付險種者（原文：第
三分野の保険）無須登錄653。
保險經紀人

立

學

‧ 國

第二目

政 治 大

一、基本定位

‧

如前所述，日本的保險經紀人制度係為與外國之保險經紀人（保険ブローカ

y

Nat

ー）制度對應而於西元 1995 年所引進654。依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之定義，

sit

保險經紀人係指：非屬為保險公司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人身保險招攬人、財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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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險招攬人以及小額保險招攬人，而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人655。就法條結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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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未於法條中明示其立場是否係與保險招攬人相對，而屬為保險消費者媒介
hengchi U
保險契約之人。從而，日本法下保險經紀人係被理解為商法上之居間人（原文：
日本保險業法係以排除為保險公司招攬保險之保險招攬人之方式定義保險經紀

652

有關小額短期保險與微型保險（micro-insurance）之關係，二者同樣有保費較便宜、保險金額
較低等特色，但微型保險初始的發展脈絡係作為普惠金融之一部，為幫助所得較低者能以較低的
成本取得保險保障，而小額短期保險的發展脈絡則較接近「只在需要的保險金額內買保險」
。此
外，小額短期保險尚兼具一些保險商品創新的特質，如手機保險、癡漢保險、寵物保險、演唱會
保險等。是就此以觀二者仍屬不同。然而，若在金融科技（FinTech）的脈絡下來看，二者均作為
「新型態的保險」而仍可能有部分混用的情況。
653
保険業法第 276 条、第 275 条１項 3 号、第 3 条第５項第 1 号。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12 条
の 3、保険業法第 4 項 2 号、3 号。
654
山下・前掲注 641）233 頁。
655
保険業法第 2 条第 25 項：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保険仲立人」とは、保険契約の締結の媒介
であって生命保険募集人、損害保険募集人及び少額短期保険募集人がその所属保険会社等の
ために行う保険契約の締結の媒介以外のものを行う者（法人でない社団又は財団で代表者又
は管理人の定めのあるものを含む。
）をい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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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立人）656，即以中立之立場，媒介雙方締結契約之人657。保險經紀人得兼營產、
壽險，且與生命保險招攬人、財產保險代理人等相同，須依法進行登錄（保險業
法第 287 條）。
二、學說見解
然而，制度引進之初，學說上對此多有質疑。首先，在保險經紀人制度引進
前，日本的財產保險代理人本可代理複數之財產保險公司而與保險消費者締結契
約（且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時，亦同時放寬了人壽保險招攬人專屬一社之限制），
在與保險經紀人之角色十分相像的獨立保險代理人行之有年的情形，是否確有引
入保險經紀人制度之必要、又應如何明確界定二者之差異，誠值再三思量658。惟
最後立法者仍以：①在法律上得藉由期待保險經紀人作為中立之第三人，利於消

政 治 大
紀人制度接軌；③活絡我國之保險銷售管道等理由而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
立

費者之立場，真正為保險消費者媒介合適之保險商品；②與國際上常見之保險經
659

。

其次，有學者以外國之保險經紀人實際業務內容為例，認保險經紀人之角色

‧ 國

學

並不僅限於媒介保險契約，甚至可能涵蓋理賠處理、諮詢建議以及保單管理等面
向。換言之，保險契約的締結毋寧僅係保險經紀人最基本的功能，以商法上中立

‧

且重在媒介契約的居間人定位保險經紀人，實過於狹隘660。此外，若觀察保險業

y

Nat

法上對保險經紀人所為之其他規制如「意向把握義務（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

sit

「誠實義務（保險業法第 299 條）」等，將發現立法者實際上在監理法規上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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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為保險消費者提供建議之義務（原文：助言義務）661，此些義務之具

al

iv
n
C
險經紀人之定義不具決定其角色之功能，而立法者對其所寄予的期待，更遠超過
hengchi U
單純媒介保險契約之人。
n

體內容何如將於後文詳述，但於此至少得確知：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對保

第三目

小結

觀察日本法下的保險中介人，可發現就規範而言，為保險人或保險代理人所
使用或僱用之人，與為保險經紀人所使用或僱用之人，其立場並不相同；換言之，

656

商法第 543 条参照。
山下・前掲注 641）234 頁。洲崎・前掲注 647）51〜52 頁。
658
洲崎・前掲注 647）53 頁、井口・前掲注 409）35 頁。
659
江頭＝小林＝山下・前掲注 17）223 頁。
660
山下友信「新保険業法の理論的諸問題［5・完］保険仲立人」商事法務 1438 号（1996）20
〜21 頁。
661
木下孝治「顧客の意向把握義務」ジュリスト 1490 号（2016）26 頁。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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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並不被劃入保險招攬人的範疇當中。此外，與美國法相類，日本的保險招攬
制度中，亦有獨立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角色十分相近之情形，在此種前提之
下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所造成之影響，亦反映在日本保險中介人的實務現狀中。
第二款

日本保險中介人之實務現狀

第一目

保險經紀人並不普及

一、統計資料
日本的保險經紀人數量相稀少，且主要係為企業主媒介保險而活動於商業保
險的領域，而幾未見於一般非商業險的領域中662。依日本財產保險協會（原文：

政 治 大
ファクトブック），由保險經紀人所媒介之財產保險僅佔日本
2018 年總保費收
立
損害保険協会）於 2019 年所發行之財產保險事實手冊（原文：日本の損害保険
入之 0.6%，絕大部分的財產保險均由保險代理人所招攬，佔比達 91.4%；餘下之

‧ 國

學

部為由財產保險公司之受僱人或使用人所招攬，以及其他透過報紙、電視廣告或
網路所直銷行銷者，占比 8%663。

‧

另一方面，在人身保險之部分，按日本人身保險文化中心（原文：生命保険

y

Nat

文化センター）於 2019 年所發行之「與生活保障有關之調查（原文：令和元年

sit

度「生活保障に関する調査」）中，人身保險主要由壽險公司之業務員所招攬，

er

io

佔比 47%；其次為由保險代理人，佔比 11.4%；再者為經由網路、電視、雜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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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提及有多少比例的人身保險係由保險經紀人所經手
h e n g c h i U ，但合併參考日本保險經
紀人協會（原文：日本保険仲立人協会）所公布之會員名簿，在已經相當稀少的
n

報紙等行銷之通路，占比 5.5%；最後為銀保通路，占比 2.8%664。雖本報告中未

662

葛石智「保険仲立人から見た保険業法改正－保険仲立人と乗合保険代理店の市場競争－」
『保険販売の新たな地平 保険業法改正と募集人規制』
〔大塚英名〕
（保険毎日新聞社、2016）
30 頁、栗山泰史「保険募集規制改革の背景と意義」保険学雑誌 635 号（2016）18 頁、金融審
議会保険商品・サービスの提供の在り方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保険商品・サービス
の提供の在り方について」
（2013 年 6 月 7 日）25 頁。以下、
「WG 報告書」として引用している。
663
日本損害保険協会『日本の損害保険 ファクトブック 2019』(日本損害保険協会、2019)71
頁
（
日
本
損
害
保
険
協
会
の
ウ
ェ
ブ
サ
イ
ト
［ http://www.sonpo.or.jp/news/publish/sonpo/0003.html ］ を 参 照 し 、 最 終 閲 覧 日 ：
2019/12/5）
。
664
生命保険文化センター『令和元年度「生活保障に関する調査」』（生命保険文化センター、
2019 ） 83 頁 （ 生 命 保 険 文 化 セ ン タ ー の ウ ェ ブ サ イ ト
［ https://www.jili.or.jp/research/report/chousa10th.html ］ を 参 照 し 、 最 終 閲 覧 日 ：
2019/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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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間保險經紀人公司中，僅有 21 間有為人身保險之媒介者665，由此應可推知由
保險經紀人媒介之人身保險應屬相當稀少。
二、可能原因
日本的保險銷售管道長年由保險公司之業務員與保險代理人所把持，自
1995 年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至今已約 25 年，日本仍處於難以活用保險經紀人制
度的困境中。究其緣由，論者所提出之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二點：一、監理規
制導致實務上作業成本增加；二、保險消費者無法區分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
666

。
（一）監理規制層面
1. 提存保證金制度

立

政 治 大

就監理規制而言，首先，在 2014 年保險業法修正前，保險經紀人於第一事

‧ 國

學

業年度所須提存之保證金額度為 4000 萬日圓667，雖依法得以債券代替668，制度
引進之初在保險監理機關的要求下，保險公司亦發行保證債券供保險經紀人提存

‧

保證金之用，惟該等債券既作為提存保證金之擔保，在保險經紀人營業期間內自

y

669

Nat

不存在到期日，此對發行該等保證債券的保險公司而言形同就故意責任進行擔保

n

al

2. 書面揭露義務

Ch

engchi

er

io

險市場進行保險經紀業務者，須持有大量的現金670。

sit

，故嗣後數年已無願意再發行該等債券之保險公司存在，從而導致欲在日本保

i
Un

v

其次，保險經紀人在開始為保險消費者媒介保險契約前，須以書面向其揭露
其無代理保險公司：①與其締結契約之權限；②受領保險消費者變更保險契約或
解約之權限；③收受或退還保險費之權限；④受領要保人所為之吿知或通知之權
限；⑤判斷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之損害是否得獲補償及該補償數額之權限；
⑥發行保險單之權限671。此外，保險經紀人同時亦須以書面告知保險消費者，若
665

日本保険仲立人協会のウェブサイト［https://www.jiba.jp/guidance/kaiinnmeibo.html］
を参照し、最終閲覧日：2019/12/5。
666
葛石・前掲注 662）30 頁以下を参照。
667
旧保険業法施行令第 41 条。
668
保険業法第 291 条第 9 項、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6 条。
669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26 頁。
670
葛石・前掲注 662）34 頁、村田敏一「保険募集法制見直し論の焦点」生命保険論集 176 号
（2011）53〜54 頁。
671
保険業法第 294 条第 4 項、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3～第 227 条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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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在媒介保險契約之過程對其造成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為保險經紀人而非保險
公司。誠然，保險經紀人作為中立之保險中介人（或甚至是立於保險消費者側之
人），原則上並無上開權限，惟從保險消費者的視點觀之，就此產生「透過此種
不具許多權限之保險經紀人購買保險是否妥適」之疑慮亦非難以想像672。
另一方面，縱係立於保險公司立場進行保險招攬的保險業務員或保險代理
人，在未經特別授權之情況下亦無上開各種權限，但卻不須負有此種書面揭露義
務673；從而，結果而言，保險消費者往往較信賴保險業務員或保險代理人。
3. 交付結約書義務
再者，保險經紀人作為商法上之居間人，依保險業法第 293 條準用商法第
546 條之規定，在確定應媒介之保險契約後，應交付結約書與要保人。該等結約
書內容與要保書幾無差別674，但在手續上卻造成諸多不必要的時間成本。詳言之，

政 治 大
得保險公司簽名，最後再將該結約書交付雙方 。
立

要保人於要保書與結約書上簽名後，保險經紀人須將該結約書送交保險公司並取
675

‧ 國

學

（二）保險消費者無法區分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

‧

前述監理法上的規制，在 2014 年修正保險業法時已有部分的鬆綁，例如：

y

Nat

保險經紀人所須提存的保證金數額下修到 2000 萬日圓676；交付結約書之義務，

sit

亦得透過將商法第 546 條解釋為任意規定而使保險經紀人無須負有作成並交付

er

io

結約書之義務，保險業法施行規則即以此為前提，認結約書之作成義務得經由與

al

n

iv
n
C
書面即可 。然而，保險經紀人仍負有以書面向保險消費者揭露其立場與權限之
hengchi U
義務，此種揭露本身含有明確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之作用，法律上本屬正當，其

保險契約雙方之合意而被免除，保險經紀人僅須依法保存得證明該等合意存在之
677

之所以造成保險經紀人困擾的根本原因在於：保險消費者根本無法辨識保險經紀
人與保險代理人之差異。
同樣的問題亦存在於「指名狀」的簽訂中。在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
基於與保險人間之業務契約書，往往須與保險消費者簽訂「指名狀」，並向保險
人提出。指名狀的簽訂並非保險經紀人在保險業法（與其相關法規）上所負之義
務，僅係作為保險經紀人向保險公司證明其確受保險消費者授權洽訂保險契約之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葛石・前掲注 662）31 頁。
葛石・前注。
有關結約書之應記載事項，規定於：保険業法第 298 条、保険業法施行規則 232 条。
葛石・前掲注 662）32 頁。
保険業法施行令第 41 条。然而，保證債券的問題依然未得到解決，詳參：葛石・前注）35 頁。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37 条第 2 項 2 号ハ、細田・前掲注 641）413 頁、葛石・前注）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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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678。惟就保險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往往產生「僅欲購買保險為何須再與保險經
紀人間締結契約？」等想法，不願再繼續與保險經紀人交涉，從而導致保險經紀
人難以拓展其業務679。「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具契約關係」在法律上屬當然之
理，但對一般保險消費者而言恐怕難以理解；換言之，在此前提下欲以保險經紀
契約作為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權利義務內容之基礎，實際上並不容易。
第二目

獨立保險代理人（乗合代理店）急速發展

一、實務問題
承接前述，財產保險代理人本即得受複數的財產保險公司委託而為保險契約
之招攬，而保險業法 1995 年之修正亦放寬了壽險招攬人專屬一社之限制，從而，

政 治 大
其蹤影。此種以吸引顧客主動前來告知其投保需求從而展開保險招攬的保險代理
立
得兼營產、壽險之獨立保險代理人數量急速增加，近年來甚至於車站附近均可見

人亦被稱之為「保險商店（原文：保険ショップ）」或「來店型商店（原文：来

‧ 國

學

店型ショップ）680」，在法律上仍屬為保險公司招攬保險之人，但因其多以「立
於顧客之立場，以中立且專業的方式為顧客進行保險商品的比較推介」作為宣傳

‧

標語，故從保險消費者之視點觀之，此類陳述與法律對保險經紀人之定位近乎一

y

Nat

致，有誤導消費者之虞。此外，保險代理人亦從複數保險公司處收取手續費，難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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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保險商品681。

sit

保其於推介保險商品時以所能收取之手續費多寡為基礎，而推薦保險消費者不適

二、加強管制的監理趨勢 C 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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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為解決此一問題，保險業法 2014 年修正時，「與提供保險商品、服務之適
宜方法相關之工作小組（原文：保険商品・サービスの提供等の在り方に関する
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曾提出的解決方法為將獨立保險代理人作為保險招攬
人與保險經紀人以外的第三類別，課予其與保險經紀人相同之諮詢建議義務（ベ

678
679
680
681

葛石・前注）31 頁。
葛石・前注）32 頁。
洲崎・前掲注 639）29 頁、山下・前掲注 641）227 頁、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18 頁。
洲崎・前注、山下・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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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アドバイス義務）與報酬揭露義務（手数料開示義務）682；然而，本次修正
最後仍維持將獨立保險代理人定位為為保險公司媒介保險之保險招攬人，但於保
險業法中增訂同時適用於保險招攬人與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供義務（原文：情
報提供義務）683」與「意向理解義務（原文：意向把握義務）684」，而保險業法
施行規則中更就獨立保險代理人進行保險商品之比較推介時設有更繁瑣複雜的
規範685。
上開「意向把握義務」與「資訊提供義務」的具體內容將留待本節第三項、
第三款「誠實義務與監理法之具體樣貌」中說明，此處須先以釐清者為，雖日本
保險業法死守保險招攬人與保險經紀人間在法律地位上之差異，但已在監理法義
務層面上意識到保險經紀人與獨立保險代理人間之角色曖昧；而在保險經紀人並
不普及的實務情形下，日本保險監理的規制重點落在獨立保險代理人上。換言之，
如若欲參考日本法以解決與我國保險經紀人相關之法律問題，勢必不得忽略此一

政 治 大

脈絡，無視日本對近年來甚囂塵上的獨立保險代理人所為之規制。
日本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

學

‧ 國

第二項

立

如前所述，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以排除保險招攬人之方式定義保險經

‧

紀人，此種立法方式對於定性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關係並無太大幫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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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要保人間之法律關係

io

第一款

Nat

爰以保險經紀人實務上之作業流程為基礎，討論其與要保人及保險人間之關係。

第一目

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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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準委任關係

682

金融審議会「保険商品・サービスの提供等の在り方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第 4
回 議 事 録 、 同 第 7 回 議 事 録 。（ 金 融 庁 ウ ェ ブ サ イ ト
［ https://www.fsa.go.jp/singi/singi_kinyu/hoken_teikyou/gijiroku/20120927.html ］ と
［https://www.fsa.go.jp/singi/singi_kinyu/hoken_teikyou/gijiroku/20121128.html］
を参
照し、最終閲覧日：2019/12/07）
。以下、
「WG 議事第 4 回」と「WG 議事第 7 回」として引用し
ている。
683
保険業法 294 条第 1 項。
684
保険業法第 294 条の 2、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監督指針Ⅱ−4−2−2(3)。
685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2 第 3 項 4 号。

191

DOI:10.6814/NCCU202000616

實務上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接觸之作業流程為686：①交付揭露其無締約、收
受保險費、受領告知或通知等權限之書面（即前文所提及之「書面揭露義務」）；
②顧客確定委託該保險經紀人時，做成指名狀；③保險經紀人將指名狀交付與保
險人，在確認要保人之需求的基礎上為其展開保險商品之探尋；④向要保人提案
並給予相關建議；⑤要保人確定投保後，將其所填具之要保書及告知書轉交與保
險人；⑥保險人同意承保、保險契約成立後，做成結約書並交付雙方當事人（即
前文所提之「交付結約書義務」）。
首先，雖指名狀為保險經紀人向保險公司提出，證明其受要保人委託媒介締
結保險之文件，但法律評價上得將指名狀之簽訂解為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訂有
媒介保險契約之委託契約687。此外，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僅有「媒介保險契約」
之事務性委託，又日本民法就委任之定義限於法律行為688，保險經紀人此種僅屬
事實行為的事務處理，為日本民法第 656 條所規定之「準委任契約」，其法律效

政 治 大
受任人，依日本民法第 644 條規定，須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委任義務
立

果準用委任契約之相關規定689。從而，在日本法下，保險經紀人係作為要保人之
690

。

‧ 國

學

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

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受任人並無太大爭議，有疑義者為所謂「以善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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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注意義務處理委任事務」之義務，其內涵就係為何？首先，若以最狹義的方

sit

式解釋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似可認為保險經紀人僅負「妥適媒介

er

io

保險契約」之義務691，亦即：保險經紀人僅須正確理解要保人之需求，為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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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C
紀人基於其角色而應負之其他更廣泛的義務
h e n g c h。i U
此處所謂更廣泛之義務可從二種角度加以理解，包含：資訊提供層面與其他
n

其所要求之保險保障即可692。然而，此種解釋或許過於狹隘，而無法涵蓋保險經

服務提供層面，詳述如下。
686

WG 議 事 第 4 回 配 付 資 料 4 （ 金 融 庁 ウ ェ ブ サ イ ト
［https://www.fsa.go.jp/singi/singi_kinyu/hoken_teikyou/siryou/20120927.html］
を参照
し、最終閲覧日：2019/12/07）
、井口・前掲注 409）38〜39 頁、葛石・前掲注 662）39 頁、山
下・前掲注 641）235〜236 頁からを整理した。
687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保険業法逐条解説（ⅩⅩⅨ）
」生命保険論集 177 号〔洲崎博史〕
（2011）
273 頁（注 3）
。
688
民法第 643 条：
「委任は、当事者の一方が法律行為をすることを相手方に委託し、相手方が
これを承諾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効力を生ずる。
」
689
民法第 656 条：
「この節の規定は、法律行為でない事務の委託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
690
民法第 644 条：
「受任者は、委任の本旨に従い、善良な管理者の注意をもって、委任事務を
処理する義務を負う。
」
691
山下・前掲注 660）23 頁。
692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687）268 頁。
693
山下・前掲注 660）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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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提供層面
學說上有認，應以保險經紀人之職務內容以及社會對其所寄予之期待決定保
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內涵者694。詳言之，回顧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
之原因，係為提供以往所無的「立於顧客立場」的保險中介模式，而又因保險經
紀人並無代理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之權限，故要保人往往以保險經紀人所提供之
資訊而為意思決定。再者，考量到保險商品有其專門性與技術性，要保人多半期
待保險經紀人能作為專家為其進行風險分析並推薦合適的保險商品，甚或基於對
專家的信賴，而逕以保險經紀人所推薦之保險商品為其最終投保決定。基於上述
理由，應將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解為專家之說明義務或資訊提供義
務695，即：保險經紀人基於與要保人間之準委任契約，除負單純媒介保險契約之

政 治 大
。

義務外，更應附隨地負有較一般說明義務外更高度的建議義務（二者均為契約義

立

學

‧ 國

務），以最大化要保人之利益696
（二）其他服務提供層面

‧

除於資訊提供層面上將保險經紀人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解為高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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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建議義務外，學說上亦有以不動產經紀人（原文：宅地建物取引業者）為例，認

sit

其雖作為商法上之居間人，但因其立於專家之立場而受要保人信賴，故其所職司

er

io

之業務已從單純媒介不動產交易擴及至其他相關服務697，從而同樣作為商法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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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得保險保障時即時向其報告並給予建議之義務
h e n g c h i 。U
惟須注意者，學說上並強調，保險經紀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內涵，仍應

間人之保險經紀人除對要保人負有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外，亦負有於無法為其取

視其是否為專家而定，並將要保人對其之依賴程度納入考量699；而保險經紀人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射程範圍，仍可能依實際情形而有所變動700。
第二目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代理關係

梅津昭彦「保険仲立人の誠実義務」文研論集 126 号（1999）105 頁。
梅津・前注）105〜106 頁。
山下・前掲注 641）236 頁。
山下・前掲注 660）23 頁。
山下・前注。
梅津・前掲注 694）106 頁。
山下・前掲注 660）26 頁（注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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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是否得代理要保人向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保險業法未有明文規
定。以下分就締結保險契約之代理權與締結保險契約以外之代理權進行討論。
一、締結保險契約之代理權
（一）保險業法之立場
1. 定義上排除代理而限於媒介
就有無締結保險契約之代理權而言，首先，依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條之
定義，保險經紀人為：非屬為保險公司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人身保險招攬人、財
產保險招攬人以及小額保險招攬人，而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人。而保險業法第
275 條亦規定，保險經紀人與其受雇人及使用人，僅得「媒介」締結保險契約，

政 治 大
人時之用語均為「媒介或代理締結保險契約」，似可推知保險業法有意將保險經
立

且須立於此「非為保險人之立場」701。另一方面，對照保險業法於定義保險招攬
紀人定位為無代理締結保險契約權限之人702。惟須注意者，縱保險業法將保險經

‧ 國

學

紀人定位為無代理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權限之人，要保人在私法關係上仍得授與
保險經紀人代理締結契約之權限，僅保險經紀人將依違反保險業法第 275 條而可

sit

Nat

2. 在自我決定權之強調下強化資訊提供義務

y

‧

能成為受行政處分之對象而已703。

er

io

保險業法之所以不欲使保險經紀人有代理保險經紀人締結保險契約之權，目

al

n

iv
n
C
者自我決定是否投保某一保險」的前提下，對保險招攬人與保險經紀人課以積極
hengchi U
與消極之資訊提供義務（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 294 條之 2 及第 300 條）。另一
的在於保障要保人之「自我決定權」。詳言之，保險業法係在此一「由保險消費

方面，若允許保險經紀人得代理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將使其就保險契約之締結

701

保険業法第 275 条：
「第二百八十六条の登録を受けた保険仲立人又はその役員若しくは使
用人 保険契約（外国保険会社等以外の外国保険業者が保険者となる保険契約については、政
令で定めるものに限る。
）の締結の媒介（保険仲立人である銀行等又はその役員若しくは使用
人にあっては、保険契約者等の保護に欠けるおそれが少ない場合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
合に限る。
）であって生命保険募集人、損害保険募集人及び少額短期保険募集人がその所属保
険会社等のために行う保険契約の締結の媒介以外のもの。
」
702
細田・前掲注 641）309、404〜405 頁。此外，論者亦認為非以保險經紀為業之人為要保人締
結保險契約之情形（如法定代理人）在解釋上有加以允許的空間，其理由為：保險業法第 2 條對
「保險招攬」的定義同時包含媒介與代理，且保險法上有關資訊提供之規制客體為「與保險招攬
有關之行為」
，並未限於保險經紀業，若上開「非以保險經紀為業之人為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之
人」亦應受保險業法之資訊提供規範所規制，則應將其認屬保險業法下所允許之「保險招攬」
，
而不被保險業法第 275 條所禁止。
703
細田・前注）404 頁（注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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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裁量權或決定權，進而害及要保人之自我決定權704。此外，雖要保人之概括
授權在解釋上亦得作為一種「自我決定」理解，但保險經紀人最終為要保人所締
結之保險契約，其相關資訊可能並未於要保人授與保險經紀人代理權之時點即提
供與要保人，故實際上仍有害及要保人自我決定權之虞705。
（二）學說見解
承接前述，保險業法並未明文禁止保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上
開以保險業法對保險經紀人之定義未如保險招攬人般同時包含「媒介」與「代理」
為由，認保險業法禁止保險經紀人無代理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之權，僅係一種可
能的解釋方式。就此，學說上亦有認，觀察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之結構，
其係以排除保險招攬人之方式定義保險經紀人，從而，實際上保險業法僅在就「保

政 治 大
人與要保人間之關係何如，立法當初或許尚未有任何假設
立

險經紀人與保險公司間之關係（與保險招攬人不同）」進行規範，至於保險經紀
706

。再者，雖概括授與

保險經紀人代理締結契約之權限的確有害及要保人利益之虞，但在其他無害於要

‧ 國

學

保人利益、甚至利於要保人之情形下，似無全面禁止保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之必
要707。

‧
sit

y

Nat

二、締結保險契約以外之代理權

er

io

保險業法第 275 條僅禁止保險經紀人不得為不符同條第四款之保險招攬行

al

n

i v 708
n
C
代理要保人為締結保險契約以外之行為，解釋上應不受禁止
。此類行為，具體
hengchi U
而言包括：①代理或代行要保人提出變更保險契約內容或解除契約之申請；②代
為，而既保險招攬行為被定義為「媒介或代理締結保險契約」，則在保險經紀人

理或代行向保險人交付保險費或受領保險人所退還之保險費；③代理或代行要保
人向保險人為與保險契約有關之通知或告知；④代理或代行要保人受領保險人所
簽發之保險單等。惟須注意者，保險經紀人是否確有此些權限，仍須視有無得要
保人額外授權而定709。
三、小結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細田・前注）405 頁。
細田・前注。
山下・前掲注 660）22 頁。
山下・前注、山下・前掲注 641）237 頁、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687）269 頁。
洲崎・前掲注 647）54 頁（注 8）
、細田・前掲注 641）405〜406 頁。
細田・前注）4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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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保險業法是否禁止保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締結契約，就文義解釋
而言並不清楚，而學說對此多採否定見解的原因在於其將代理締結保險契約之代
理解釋為保險經紀人對於要保人欲投保何保險商品之決定取得裁量權或決定權，
從而形成一種對要保人自我決定權的介入。換言之，若要保人決定投保某一險種
係出自其自我決定，則縱其係經由保險經紀人向保險公司投保，則於法律評價上，
保險經紀人僅係要保人之使者，並非代理人710。此外，就締結保險契約以外事項
之代理，保險業法並未對此加以禁止，學說亦多採肯定見解。
第二款

與保險人間之法律關係

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將保險經紀人定義為非為保險人媒介締結保險

政 治 大
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間之關係，並無太大助益。以下爰以學說見解為基礎，分就
立
契約之人，而與保險招攬人作出區分。惟如前所述，此種立法方式對於如何理解
契約關係及代理關係進行探討。

‧ 國

學

第一目

契約關係

‧

y

Nat

依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與保險業法第 275 之規定，保險經紀人不得

sit

為保險人媒介締結保險契約，故其與保險人間並不存在如與要保人間相同之準委

er

io

任關係；然而，因保險經紀人仍為商法上之居間人，故其與保險人間仍成立居間

al

iv
n
712
C
業法禁止保險經紀人為保險人媒介締結保險契約，毋寧僅係一特殊規定
；而保
hengchi U
險經紀人與保險人於實務上所簽訂之協定書713，僅為與報酬支付有關之約定，並
n

契約711。有趣的是，居間人同時受雙方委託媒介締結契約非屬少見之情形，保險

非委託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契約714。
在保險業法所為之規制下，如何解釋保險經紀人基於此居間契約對保險人所
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內涵，並不容易。具體而言，於要保人有違反保險法
上告知義務之情事時，保險經紀人是否有將此情形告知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學說
上對此並無定論715，但可以確知的是，雖在保險業法的架構下，保險經紀人既受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山下・前掲注 660）22〜23 頁。
山下・前掲注 641）237 頁。井口・前掲注 409）39 頁。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687）269 頁。
山下・前掲注 641）237 頁。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687）271 頁。
山下・前掲注 641）2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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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委託，自須以要保人之利益為依歸，但其對保險人仍負有公平媒介保險契
約之義務716。
第二目

代理關係

一、締結保險契約之代理權
如前所述，就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之內部關係而言，保險經紀人不得為保險
人媒介締結保險契約；在外部關係上，保險經紀人亦無此種代理權，此觀保險業
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3 規定「保險經紀人須以書面向要保人揭露其無代理保
險公司與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之權限」可知。

政 治 大

二、締結保險契約以外之代理權

立

就保險經紀人是否有代理要保人為締結保險義務以外之事項而言，前述保險

‧ 國

學

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3 所規定之保險經紀人應揭露事項尚包含：①受領要
保人變更保險契約或解約之權限；②收受或退還保險費之權限；③受領要保人所

‧

為之吿知或通知之權限；④判斷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之損害是否得獲補償

y

Nat

及該補償數額之權限；⑤發行保險單之權限。從而，實務上保險經紀人亦多無代

sit

理保險人處理此些事務之權限。

er

io

惟學說則多認，保險業法並無明文禁止保險經紀人代理保險人處理上開事

al

n

iv
n
C
並不在少數；且若使保險經紀人得代理保險人收取保險費，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與
hengchi U
保險經紀人時即生清償之效力，對要保人亦屬有利，實無加以禁止之必要717。此
項，尤其在代收保險費之部分，參酌外國保險經紀實務，具此權限之保險經紀人

外，學者並強調，縱就保險監理機關之立場而言，保險經紀人代理保險人所為之
各項行為均遭禁止，惟私法關係上保險人如確實授權保險經紀人為各該行為，仍
應將其認定為有權代理718。
第三款

小結

716

井口・前掲注 409）39 頁。
山下・前掲注 641）238 頁、山下・前掲注 660）22〜23 頁、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687）269〜270 頁。
718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注）270 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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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討論，首先，就基本定位而言，可發現雖日本保險業法將保險經紀
人定位為商法上之居間人，但經由保險業法第 2 條第二十五項「排除保險招攬
人」之定義方式、書面揭露事項中各種代理保險人之權限的排除，實際上其立場
已完全倒向要保人方，此與將於下文予以詳述之「誠實義務」亦有相當之關聯性。
其次，針對內部契約關係之部，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成立準委任契約、與
保險人間成立居間契約，且雖義務內涵並不相同，但保險經紀人基於各該契約關
仍對雙方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再者，就代理關係而言，基於保險業法之立場
劃分，保險經紀人代理保險人締結契約之部應予禁止。而在保障要保人自我決定
權的前提下，亦不宜使保險經紀人得代理要保人締結保險契約，進而就要保人之
締約決定取得裁量權或最終決定權。然而，在無害要保人權益之虞的情形，保險
經紀人應得代理要保人或保險人為其他事項719。
附帶而論，雖保險經紀人亦得未經要保人委託即開始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但

政 治 大
約書，在交付後保險經紀人始開始為要保人媒介保險契約，此一作法與保險招攬
立
實際上幾乎不存在此種情形720。換言之，日本保險經紀實務以指名狀作為委託契

人「販賣」保險之模式間劃出了明確的界線。而既保險經紀人並非為保險人販賣

‧ 國

學

保險商品之人，若於媒介保險契約之過程對要保人造成損害，保險人亦無須就此
負損害賠償責任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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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日本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

Nat

第三項

er

io

承接前述，日本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時係將其定位為商法上之居間人，然因

al

n

iv
n
C
際上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要保人之立場媒介締結保險契約。此推論何以成立，將於
hengchi U
下文詳述。而又因誠實義務與本文研究重點「忠實義務」在概念上有共通之可能，
保險經紀人於保險業法上對要保人負有「誠實義務」及「意向把握義務」，故實

以下爰先就誠實義務之意義，及其與民事法、監理法的關係進行討論。
第一款

誠實義務之意義

第一目

保險業法 2014 年之修正

719

我國過往相關研究有稱「保險經紀人並非要保人之代理人，亦非保險人之代理人，較屬於居
間性質」者，詳參：卓俊雄，前揭註 18，頁 39-40。本文認為，此種說法或有速斷之虞。蓋 1. 是
否有代理權與契約關係為何並不必然相關；2. 雖日本商法第 544 條與臺灣民法第 574 條相近，
居間人就其媒介所成立之契約，均無為當事人給付或受領給付之權，但前者設有但書，即在當事
人契約另有約定或其他習慣存在的前提下，不受該條本文限制。從而，縱依商法上有關居間人之
規定，日本保險經紀人並非必然不得為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人之代理人。
720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687）266 頁。
721
井口・前掲注 409）38 頁、細田・前掲注 641）399〜4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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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保險業法修正前，依舊保險業法第 299 條規定：「保險經紀人應誠
實為顧客媒介締結保險契約722」；而本條於 2014 年修正為：「保險經紀人應受
顧客委託，並誠實為該顧客媒介締結保險契約723」。對照修正前後之條文，可知
現行保險業法已明確將保險經紀人定位為受要保人委託之人。
學者推測舊保險業法之所以未將保險經紀人明確定位為「受要保人委託而媒
介保險契約之人」乃係為避免保險經紀人受制於須先受顧客委託始能開始媒介契
約，而無法主動進行保險契約之媒介；未料在保險經紀人多須與要保人簽訂指名
狀、接受要保人委託後始開始進行媒介的實務情形下，反而導致保險經紀人之法
律地位於解釋適用上的模糊724。此次修正乃係對此做出回應，藉由在法制上將保
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委託關係明文化，確立保險經紀人之立場725。
第二目

政 治 大

體系定位及義務內容

立

一、體系定位

‧ 國

學

保險業法上就誠實義務之內容未有具體定義，學說上對其則大致上有三種理

‧

解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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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一）損害賠償視點（學說①）

al

n

iv
n
C
保險業法之所以課以保險經紀人誠實義務
h e n g，係因保險經紀人非如保險募集人般為
hi U
c
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使用人，於媒介保險契約的過程中若使要保人受有損害，須自
首先，有學者從保險經紀人作為獨立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角度出發，認為

負損害賠償責任726。
（二）較一般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高之義務（學說②）

722

旧保険業法第 299 条：
「保険仲立人は、顧客のため誠実に保険契約の締結の媒介を行わ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
」
723
保険業法第 299 条：
「保険仲立人は、顧客から委託を受けてその顧客のため誠実に保険契約
の締結の媒介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724
洲崎博史「新しい保険商品・サービス及び募集ルールのあり方について〜『金融商品・サ
ービスの提供等の在り方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報告書の概要」生命保険論集 187 号
（2014）26〜27 頁。
725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25 頁。
726
石田満『保険業法』
（文真堂、2015）6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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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學者認為，保險經紀人既作為專家，其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受
任人所負之一般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不相同，而應在最大的限度內回應要保人
之需求；換言之，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為更高度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727。
（三）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具體化（學說③）
承接上開將保險經紀人定位為專家之立場，學說上有認，要保人此一對作為
專家之保險經紀人之信賴須予以保護，惟因保險經紀人之報酬來源係保險人而非
要保人，進而使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存在一利益衝突的結構。就此，保險業法
即以在監理法上具體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方式，課以保險經紀人誠實義務
728

。此外，晚近有文獻將此見解加以細緻化，認為在此獨特的利益衝突結構中，

應課予保險經紀人以要保人之利益為最優先考量之忠實義務（原文：忠実義務），

政 治 大
。而雖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在日本法下並未被詳細討論，但基於前揭
立

保險業法上之誠實義務即為此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監理法上之落
實729

理解，忠實義務似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中強調禁止利益衝突面向之部分。

‧

‧ 國

學

（四）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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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開學說見解，學說①雖就誠實義務之規範意旨進行了說明，但此對於

sit

誠實義務之理解，恐無太大助益。而學說②及學說③乍看之下或為相異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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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實則不然。蓋學說②雖謂誠實義務為比一般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高度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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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內涵實際上已外溢於一般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範圍，
hengchi U
故二者實無太大差異。換言之，無論採取學說②或學說③之見解，保險經紀人在
而學說③認誠實義務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具體化規定，但因學說③所指涉之

保險業法上所負的義務範圍均較其基於準委任契約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更為廣泛。
二、義務內容
（一）內涵

727

江頭＝小林＝山下・前掲注 17）237 頁、細田・前掲注 641）400 頁。
山下・前掲注 660）24 頁、洲崎・前掲注 647）54〜55 頁、井口・前掲注 409）41 頁、梅津・
前掲注 694）105 頁、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保険業法逐条解説（ⅩⅩⅩⅡ）
」生命保険論集 180
号〔梅本剛正〕
（2012）160 頁。
729
山下・前掲注 641）236 頁。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注）164 頁。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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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義務之具體內涵包含以下三種面向：①正確理解顧客之需求；②在正確
理解顧客需求的前提下，以客觀的立場為其提供建議；③盡力為顧客與其所欲投
保之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730。此外，在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原文：保険
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Ⅴ―5―3 中亦就保險經紀人誠實義務之內涵加以闡
釋。具體而言包括以下數項731：
1. 誠實執行業務之義務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一項規定：「保險經紀人應遵守顧
客委託之意旨，誠實執行其業務。」本項之實際內容並未超過一般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之範疇，蓋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成立準委任契約，保險經紀人本須依準
委任契約之本旨，誠實執行其職務732。

政 治 大
2. 諮詢建議義務（原文：ベストアドバイス義務）
立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二項規定：「保險經紀人於執行業

‧ 國

學

務及選擇保險公司時，應同時考慮顧客的財務狀況，於自己可得而知的保險商品
中，為顧客做最適切的考量，並說明理由提供建議。」

‧

承接前述，若將保險經紀人以專家看待，要保人多半期待保險經紀人能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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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佳建議，並推薦合適的保險商品，保險經紀人基於與要保人間之準委任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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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對要保人即負有專家之說明義務或資訊提供義務。本項要求保險經紀人為要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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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頭＝小林＝山下・前掲注 17）
。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Ⅴ―5―3：
「法第 299 条に規定する保険仲立人の誠実義務の
内容として、保険仲立人は、以下に定める事項を遵守するものとする。(1)保険仲立人は、顧
客からの委託の本旨に従い誠実に行動するものとする。(2)保険仲立人は、その業務の遂行及
び保険会社等の選択にあたって、顧客の目的財産の状況等を考慮するとともに、自己が知り得
る保険商品の中から顧客にとり最も適切と考えられるものを、理由を明らかにして助言する
ものとする。(3)保険仲立人は、自己の職務から得る手数料等の多寡によりサービスの質を変
え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とする。また、リスクに関し同様の条件の顧客間で不当な差別を行っては
ならないものとする。(4)保険仲立人は、顧客のために保険会社等から入手した保険に関する
情報を客観的かつ誠実に顧客に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とする。特に顧客が個人の場合は、
重要事項や推奨理由等を書面で説明する等、可能な限り顧客にわかり易く伝え、誤解を生じさ
せ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努めるものとする。保険仲立人は、顧客から入手した保険に関する要望、
情報を客観的かつ誠実に保険会社等に伝えるものとする。(5)保険仲立人が顧客から得た非公
開情報は、保険契約の交渉、維持若しくは更改のための通常の過程又はその顧客の保険金請求
を処理する場合以外には、これを使用又は開示しないものとする。ただし、顧客の同意が得ら
れた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6)保険仲立人が顧客のために保険会社等から得た情報は、当該
顧客以外の第三者に対して、これを使用又は開示しないものとする。ただし、保険会社等の同
意が得られた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
732
細田・前掲注 641）401 頁。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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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做最適切的考量，並說明理由提供建議，可謂係該等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在
監理法上之體現。
值得注意者有三：其一，所謂「為要保人為最適切的考量」非任憑保險經紀
人主觀認定，而須立於一客觀合理的依據上為要保人進行考量，本項之「要保人
之財務狀況」即為一適例733。其二，本項旨非課予保險經紀人無法履行之義務，
故僅要求保險經紀人於其「可得而知」的保險商品中為要保人進行推薦734。其三，
在保險經紀人已針對某保險商品不適合該顧客而對該顧客提出建議，但顧客仍執
意投保該等保險商品之情形下，應認保險經紀人已善盡其諮詢建議義務735。
3. 公平對待顧客之義務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三項規定：「保險經紀人不得因其
執行職務所能獲得的手續費多寡而異其服務品質。此外，保險經紀人不得對風險

政 治 大
本項可從以下二個面向理解：首先，因保險經紀人於推薦保險商品時可能以
立

條件相同之顧客有不當之差別待遇。」

自己之利益為最優先考量，而推薦要保人不合適的保險商品，為避免此一狀況，

‧ 國

學

保險業法課以保險經紀人於要保人有所要求時，須向其揭露佣金之義務（保險業
法第 297 條）。然而，縱課以保險經紀人佣金揭露義務，亦無法完全消弭此種利

‧

益衝突，蓋保險經紀人仍可能在已揭露佣金的前提下，持續推薦要保人高佣金之

y

Nat

保險商品。且在要保人無法正確對被揭露之佣金所表彰之意義為正確之評價時，
736

sit

課予保險經紀人佣金揭露義務，亦可能無助於使要保人獲得最合適之保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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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本項即可作為在佣金揭露之外，另一用以制衡保險經紀人因其報酬結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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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另一理解本條之方式為，保險經紀人可能受複數之要保人委託，而對該等顧
hengchi U
客分別均負有誠實義務。為避免保險經紀人以所獲得的佣金多寡而對不同的要保
構而生之利益衝突的規定。

人提供不同品質之服務、甚至有不當差別待遇之情形，本項即明文加以禁止737。
4. 資訊提供義務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四項規定：「保險經紀人為顧客而
從保險公司取得之與保險相關之資訊，應客觀且誠實地向其傳達。尤其在顧客為
自然人的情形，保險經紀人以書面說明重要事項或推薦理由時，應盡可能地以易

733
734
735
736
737

細田・前注。
細田・前注）401～402 頁。
梅津・前掲注 694）108 頁。
梅津・前注）108〜109 頁。
細田・前掲注 601）4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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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顧客理解的方式為之，並盡力避免顧客陷於誤解。保險經紀人從顧客取得之與
保險相關之需求、資訊，應客觀且誠實地向保險人傳達。」
以適當之方式向要保人提供與保險相關之資訊，為上開第二項保險經紀人之
資詢建議義務之前提。詳言之，保險經紀人須將要保人與保險人所持有之資訊，
媒介雙方共有，在降低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下媒介雙方締結保險契約，要保人亦於
此基礎上獲得最合適的保險保障738。
5. 妥適使用顧客資訊之義務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五項規定：「保險經紀人從顧客處
取得之非公開資訊，除係用於保險契約之交涉、保全或變更之通常程序，或為顧
客處理保險金請求外，不得加以使用或為公開揭露。但得顧客同意者不在此限。」
就非公開資訊中之敏感資訊如要保人之種族、信仰及醫療資訊或犯罪記錄

政 治 大
人本即不得任意加以揭露 。本項之客體不限於敏感資訊而要求保險經紀人不得
立
等，作為保險經紀人於保險業法上所負之業務管理措施義務的一部分，保險經紀
739

任意使用要保人之非公開資訊，蓋保險經紀人既係為使要保人獲得最適之保險保

‧ 國

學

障而從要保人處取得相關資訊，則就該等資訊之利用自應僅限於保險契約之交
涉、保全或變更等通常程序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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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妥適使用保險公司資訊之義務

sit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六項規定：「保險經紀人為顧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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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險人處取得之資訊，不得為該顧客以外之第三人所用，亦不得予以揭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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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保險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本項為保險經紀人對保險人所負之義務，其意旨

ni
Ch
與上開第五項無太大差異，於此不贅。
U
engchi
（二）考察

觀察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中六項就誠實義務內涵之具體化
規定，得為保險經紀人基於與要保人間之準委任契約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涵蓋者有四，包含：誠實執行業務之義務、諮詢建議義務、資訊提供義務、妥適
使用顧客資訊之義務。
而就公平對待客戶義務而言，若以前文所提及之第一種面向理解（即本項係
用以制衡保險經紀人推薦不合適保險商品之利益衝突），則本項之內涵得為諮詢
738
739
740

細田・前注。
保険業法第 294 条の 3 第 2 項、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10。
細田・前掲注 601）4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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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義務所吸納，而亦得作為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保險監督指導
方針之具體規定；若以第二種面向理解（即禁止保險經紀人基於佣金多寡而對不
同之顧客有不當之差別待遇），則本條之內容與其說是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的體現，毋寧更接近監理法規對保險經紀人執行業務所為之直接規制。
此外，就妥適使用保險公司資訊之義務之部，既此非保險經紀人對要保人所負之
義務，當然自更非保險經紀人基於準委任契約對要保人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之體現，從而其與前揭公平對待顧客義務的第二種理解方式相類，均較接近監
理法規對保險經紀人執行業務所為之直接規制。
另一值得探討的問題為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是否已窮盡誠
實義務的所有內涵？誠然，由監理機關所制定之指導方針決定法定義務之內涵，
在論理上並不恰當；然而，若誠實義務確為忠實義務在監理法上之體現，在保險
經紀人僅於違反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時，始經監理機關以違反

政 治 大
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之誠實義務 ，上文所述誠實義務之監理
立

保險業法上之誠實義務為由課以行政處分之情形下，則結果而言並不存在外溢於
741

法規制性格亦於此展露無遺。

‧

‧ 國

學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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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就保險經紀人於保險業法上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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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誠實義務的範圍較其於契約法上所負之一般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來得廣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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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應無太大爭議；而多數學說認誠實義務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保險業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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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明確，至多僅如學者所言，誠實義務為立法者對如何在監理法上落實忠實義
hengchi U
務以與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利益衝突結構相互抗衡所為的一種嘗試，尚無法逕將二
之具體化規定亦有其道理。惟須注意者，在日本法上誠實義務與忠實義務之關係

者等同視之742。
其次，並非所有規範於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中之項目均為
保險經紀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體現，如妥適使用保險公司資訊之義務即為一
適例。易言之，雖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之各項內容與保險經紀
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相互輝映，但仍不得忽視其作為監理法規而亦有規制保
險經紀人業務執行的面向存在。

741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掲注 728）164 頁。
我國學說有認「日本法上，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二者間所規範之
客體係屬同一，皆係規範保險經紀人於委任契約下所提出之『服務給付』
」者，如：卓俊雄，前
揭註 18，頁 43。氏未先辯證忠實義務與誠實義務之關係而逕於字面上直接將「誠實義務」抽換
為「忠實義務」
，恐有未盡妥適之虞。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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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違反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

前文已就誠實義務之體系定位及義務內容進行討論，以下即分就違反誠實義
務之行政監理法及民事私法上之效果進行探討。
一、行政監理法上之效果
誠實義務既係規定於保險業法中，保險經紀人若違反誠實義務，首須面臨者
自為行政監理上之裁罰。具體而言，若保險監理機關認定保險經紀人違反誠實義
務之情形已害及要保人之利益，則得命令其採取必要的業務改善措施（保險業法
第 306 條743），甚至得撤銷保險經紀人之登錄許可或於六個月的期間內命其停止

政 治 大

全部或一部業務（保險業法第 307 條第一項第三款744）745。

立

二、民事私法上之效果

‧ 國

學

（一）直接推導出私法上法律效果之困難

‧

y

Nat

誠實義務為保險經紀人在保險業法上所負義務，故原則上，欲以違反此義務

sit

為由而直接產生私法上之法律效果並不容易746。舉例而言，保險經紀人媒介某保

er

io

險商品之原因係其能從中收取高額之佣金，而非為要保人之最佳利益進行考量，

al

n

iv
n
C
之法律責任，並不清楚。尤其是在承保該保險之保險公司破產而無法給付保險金
，
hengchi U
或該保險商品係變額保險，嗣後有解約金暴跌狀況等情形，要保人是否得以保險
此為典型之違反誠實義務之態樣並無疑義，然而保險經紀人是否須因此負私法上

743

保険業法第 306 条：
「内閣総理大臣は、特定保険募集人又は保険仲立人の業務の運営に関
し、保険契約者等の利益を害する事実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保険契約者等の保護のため必要
な限度において、当該特定保険募集人又は保険仲立人に対し、業務の運営の改善に必要な措置
をとるべきことを命ずることができる。
」
744
保険業法第 307 条第 1 項第 3 号：
「内閣総理大臣は、特定保険募集人又は保険仲立人が次
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ときは、第二百七十六条若しくは第二百八十六条の登録を取り
消し、又は六月以内の期間を定めて業務の全部若しくは一部の停止を命ずることができる。三
この法律又はこの法律に基づく内閣総理大臣の処分に違反したとき、その他保険募集に関し
著しく不適当な行為をしたと認められるとき。
」
745
関西保険業法研究会・前注 728）163 頁。
746
山下・前掲注 660）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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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違反誠實義務為由，主張其須負較一般損害賠償責任更嚴格之責任（例如：
無過失責任）進而向其請求損害賠償？亦有疑義747。
（二）與其他民事責任請求權連動
雖直接以違反誠實義務為由而欲得出私法上之法律效果係屬困難，但在保險
經紀人若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時須依債務不履行負損害賠償責
任的前提下748，若採取前文學說③之立場，將保險業法上之誠實義務理解為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在監理法上之體現，則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違反，
亦有作為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中之「違法性」要件之表徵加以理解之可能749。
第二款

誠實義務於民事法之體現

政 治 大
承前所述，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係民事私法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監理
立

法上之具體化規定，其內涵除涵蓋一般資訊提供義務外，更擴及保險經紀人立於

‧ 國

學

專家之立場所負之諮詢建議義務。此二義務雖經由保險業法之制定而遁逃至監理
法規中，但無礙其作為民事私法上義務之本質。以下即以「誠實義務與專家責任」

‧

及「誠實義務與資訊提供義務」二部分為中心，並輔以相關實務案例，期能在對

y

Nat

保險經紀人民事法上義務之內涵加以細緻化的基礎上，為我國法後續相關討論提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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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sit

供解釋論上之參考。

誠實義務與專家責任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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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觀察前揭學說見解，其多半將保險經紀人以專家看待，要求保險經紀人於最
大限度內回應要保人之要求與信賴。然而，正如同亦有學者主張「保險經紀人是
否須負此種更為廣泛之義務，須視其是否為專家而定」般，此等前提是否成立，
仍有待討論750；而伴隨此前提而來者究為何種責任，其與民事法之關係又係何如，
亦有加以釐清之必要。
一、專家之內涵

747

洲崎・前掲注 647）55〜56 頁。就此另有學者認為，基於委任契約之一般法理，課以保險經
紀人無過失責任或有未當，詳參：山下・前掲注 641）236 頁。
748
山下・前注）236〜237 頁。
749
井口・前掲注 409）43 頁。
750
梅津・前掲注 694）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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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件
雖學說上就如何定義「專家」未有統一之見解，但廣泛被引用之專家之要件
包含751：①業務內容中具一般原理原則，而為習得該等理論須受長期且高度的教
育及訓練；②須取得執照始得執行業務；③從事該等職業之人組成職業公會，且
此職業公會具備自律性；④盈利性之排除；⑤具備作為專家之主體性・獨立性。
須注意者，該學者認為須同時符合此五個要件，始得將某一職業定位為專家。
以下即簡要整理各該要件之內涵：
1. 長期且高度之教育訓練
所謂業務內容具一般原理原則，典型之例為醫學或建築領域中，醫師與建築

政 治 大
以確保業務內容之安全性。另一方面，正係因一般人難以接近此種知識，此類專
立

師所具備之專門知識。其於執行業務時，即將此種專門知識運用於具體個案中，
家之養成往往需要長期且高度的職業訓練752。

‧ 國

學

2. 執照資格制

‧

因專家所須具備者為高度專業之技能，是以政策上多要求欲從事該等職業之

y

Nat

人於執行業務前須取得執照，透過排除僅具低水準之技能者，確保社會對該職業

sit

整體之信賴753。換言之，某種程度而言，執照許可制反映了諸多政策上之考量754，

n

al

專家時，勢亦須將社會通念及公共政策納入考慮。
3. 自律性組織

Ch

engchi

er

io

而若取得執照、獲得社會之信賴為專家之特徵，則於決定是否將某一職種定位為

i
Un

v

專家於取得執照、獲得社會及國家的承認後，須以一具自律性之組織為單位，
對外向社會公示其能力與活動範圍，對內則須對組織內之會員課以一定之規制，
以維持其能力水準755。此處所謂「規制」，具體而言體現於二層面：其一為執照
之發給，其二為自律組織內部之懲戒權。雖國家多半賦予不同業態之專家程度不

751

西島梅治「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ライアビリティ・インシュアランスの基本問題」有泉亨
［ほか］編『損害賠償法講座（8）
』
（日本評論社、1973 年）148 頁以下を参照。
752
西島・前注）148 頁。
753
西島・前注。
754
河上正二「
『専門家の責任』と契約理論」法律時報 67 巻 2 号（1995）７頁。
755
西島・前掲注 751）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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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自律權限，但就專家組織之自律性仍須受到一定程度之確保之部，並無疑問
756

。
4. 非專為盈利
正如同盈利與公益為一量尺的兩端，所謂非專為盈利，並非指涉專家應無償

提供服務；毋寧係指其於提供專業服務時，不應過度追求營利而有違反職業倫理
之行為。舉例而言，如律師不得刊登有誤導顧客之虞的廣告、不得收取與其所提
供服務不相當之報酬等757。
5. 具主體性・獨立性
專家既係受長期且高度的訓練而具備專業知識或技能者，於執行業務時自須
具備一定之判斷權，以維持其主體性及獨立性。然而，欲貫徹此種獨立性，實際

政 治 大
上並不具備為客戶進行最終決定之權限。此外，因訴訟之結果為何多半繫於法院
立

上並不容易。舉例言之，律師僅就相關法律問題為客戶提供法律上之建議，原則
而非律師之行為，律師可能放棄自己作為專家所應具備之主體性及獨立性，而以

‧ 國

學

客戶之意思為最優先考量758。凡此種種，一方面顯示專家獨立性的維持係屬不易，
另一方面亦彰顯了自律組織之不可或缺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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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

er

io

上開所列各該要件之內涵可謂相當嚴格，幾乎僅有典型之專家如醫師、律師、

a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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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歷史脈絡存在 ，從而，相對於將此作為定義性之要件以決定某一職種是否為專
hengchi U
家，將之理解為典型專家所具之特徵或許更為妥適761。
會計師及建築師始具符合所有要件之可能。換言之，學說就專家所為之定義有其
760

此外，各該要件除相當嚴格外，其是否確有將「專家」從「非專家」中獨立
而出之功能，亦有待商榷。首先，「專家」與以某種職業維生、而對此有相當熟
練之「職人」間的界線並不明確。雖相較於一般職人，專家之業務內容更為複雜、
執行業務之人具更高之裁量權限，惟此或許並非專家與職人與本質上之差異所
致，毋寧僅係業態有別762。其次，縱「取得執照資格」為專家作為專家的典型特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西島・前注）149〜150 頁。
西島・前注）151〜152 頁。
西島・前注）152〜153 頁。
西島・前注）153 頁。
河上・前掲注 754）7 頁。
横山美夏「説明義務と専門性」判例タイムズ 1178 号（2005）18 頁。
河上・前掲注 75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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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之一，但各執照之專業度有別，社會對其之所寄予的信賴亦隨之相異，進而導
致不同業態中之專家呈現相當多元而歧異的面貌763。在此情形下，欲對專家進行
一般性的定義、將之從「非專家」中獨立而出並不容易。從而，學說上亦有指出：
伴隨社會經濟活動的高度化與複雜化，一用以劃分「專家」與「非專家」之界線
或許並不存在，所謂「專家」毋寧僅是表彰某種「專門性」程度的參數764，就此
意義而言，似無對何謂「專家」進行嚴格定義之必要者765。
二、專家之民事責任
即便不拘泥於專家之定義亦無害於法學討論之進行，專家與委託人間仍具備
資訊不對稱、信賴關係、裁量權及公益性等特徵766，由此衍生之民事責任與既存
之民事責任體系是否完全相容？若有無法嵌合之處則是否須將專家責任作為一

政 治 大
代表之例為能見善久教授於 1994 年在〈專家責任――理論架構的提案（原
立

獨立法領域討論？此類問題曾於日本民事法之研究領域中掀起波瀾。

文：専門家責任――その理論的枠組みの提案）〉一文中，借助英美法上 Fiduciary

‧ 國

學

Duty 的概念，嘗試將專家債務不履行類型區分為「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型」與「忠
實義務違反型」767。此分類方法除同樣挑動大陸法系中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

如何與 Fiduciary Duty 接軌等爭論的敏感神經外，亦揭開了專家之資訊提供與諮

y

Nat

詢建議義務的帷幕。以下將先介紹能見教授之論理、其他學者之回應，最後復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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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見教授之論理

sit

此基礎上處理專家之資訊提供與諮詢建議義務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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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教授認為專家與委託人間有二種層次的信賴存在。首先，專家作為專家
一事本身，即保證了其具備完成該專門領域工作的能力，而委託人相信專家具備
此種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即為第一層次的信賴。其次，因委託人並不具備直接
判斷專家是否具備此種技能之能力，故就結果而言多半只能信賴專家、委由專家
就委任事務進行裁量判斷，此時即觸發第二層次的信賴，即：委託人相信專家將

763

河上・前注）10 頁。
河上・前注）11 頁。
765
浦川道太郎［ほか］
「
『専門家の責任』法理の課題」法律時報 67 巻 2 号〔潮見発言〕
（1995）
31 頁。
766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注）45〜46 頁〔下森発言〕
。
767
能見善久「専門家の責任――その理論的枠組みの提案」専門家責任研究会編『専門家の民
事責任』
（商事法務研究会、1994）4 頁、6 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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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之利益而行動。而在專家違反此二種層次的信賴之情形，能見教授分別以
「高度注意義務違反」與「忠實義務違反」加以闡釋768。
1. 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忠實義務違反
(1) 高度注意義務違反
專家於執行業務的過程中，若未達到該領域之專家在客觀上所具之一定的技
能，致生損害於委託人，則應對委託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就此點而言並無太大疑
義。有疑問者為，若具體個案中專家所提供之服務水準已達該領域之專家所應具
備者，惟並未達到該專家自身所具備之更特殊之技能水準之情形，此時該專家是
否應對委託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欲回答此問題，能見教授認為應先視委託人是否
知悉專家之特殊技能水準而定。詳言之，若委託人確知其情，則專家未能以該特

政 治 大
知（自亦無信賴可言），則此時欲將此種義務違反認定為高度注意義務之違反似
立
殊之技能水準執行職務當然構成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反之，若委託人就此一無所

有困難，毋寧須提出另一得將之加以涵納之概念。此時，獨立於「高度注意義務

‧ 國

學

違反」外之「忠實義務違反」即躍然紙上，亦即：專家若無特別理由，應以該特
別之技能執行職務，否則即構成忠實義務之違反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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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實義務違反

sit

承接前述，忠實義務緣由自第二層次之信賴。在能見教授的論理下，忠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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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英美法下之 Fiduciary Duty 相當，氏雖認為後者係著重於利益衝突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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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之行為 。具體而言，其將忠實義務違反分為三種類型：利益衝突型
（原文：
hengchi U
利益相反行為）、不誠實型（原文：不誠実型）、資訊揭露・說明義務違反型（原
惟其於論文中所使用之「忠實義務」之內涵並不侷限於此，尚包含專家之其他不
770

文：情報開示・説明義務違反）。此三種類型之內涵為何，詳述如下：
首先，所謂利益衝突行為係指專家於執行職務時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
例如：醫師於治療白血病患者的同時，切除患者之脾臟組織而加以培養研究，嗣
後並因此獲利。此時即便治療行為在醫療評價上係屬成功，專家仍可能須因債務
不履行而負損害陪償責任771。
而不誠實型中則包含二種子類型：期待之背叛型與裁量權之不正當行使型。
前者指涉專家執行業務過程中之重大過失行為，如：醫師於為病患輸血前未踐行

768
769
770
771

能見・前注。
能見・前注）7 頁。
能見・前注）6 頁。
能見・前注）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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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檢查、律師遲誤上訴期間等專家作為專家所不應違犯之初級錯誤772。後者則
指專家於執行業務之過程侵害委託人之自我決定權，例如：乳癌患者僅希望切除
乳房中有腫塊之部分，但醫師卻將整個乳房切除；律師以背離客戶期待之金額與
對造和解等。於此些情形下，即便成功治癒病患或解決訟爭，作為專家之醫師與
律師仍可能須依債務不履行負損害賠償責任773。
最後，若專家於執行職務的過程中未對委託人就其業務內容進行說明，或未
為充分之說明，則此時縱達成委託人所欲之結果，專家仍可能因違反說明義務而
須對委託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能見教授稱此為：資訊揭露・說明義務違反型。
2. 損害賠償論上之分別處理
之所以將專家之義務違反區分為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及忠實義務違反，最主要
之目的係欲於損害賠償論上對之做分別之處理774。在高度注意義務違反之情形並

政 治 大
相當，進而觸發免責條款之適法性、專家之責任上限等問題
立

無太大疑義，至多僅因損害賠償之數額多相當巨大，恐與專家所收取之對價顯不
775

。

惟在忠實義務違反之情形，由於因果關係之證明多半較為困難（如於律師遲

‧ 國

學

誤上訴期間之情形，委託人如何證明律師遵守上訴期間與其勝訴間存在一定之因
果關係，並不容易），從而，能見教授主張，此時應搭配證明度下降等法則以處

‧

理此類問題776。此外，相對於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因當專家有忠實義務違反型中

y

sit

io

er

量之必要777。

Nat

之利益衝突行為時，委託人如何就此請求損害賠償有其難度，故此時亦有另為考

al

n

iv
n
C
觀察上開能見教授之論述架構，其雖將「忠實義務」理解為
Fiduciary Duty，
hengchi U
但又因認為英美法之 Fiduciary Duty 著重於利益衝突之面向，而於討論時將「忠
3. 小結

實義務」之內涵進行某程度的擴張。弔詭的是，其又將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從忠實
義務中獨立而出，形成：「高度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忠實義務－利益衝
突（Duty of Loyalty）＋不誠實型＋資訊揭露・說明義務違反」之怪異結構。
對照本文於第三章就忠實義務之基本理論所為之詳細論述，可知 Fiduciary
Duty 本即包含注意義務（Duty of Care）與忠誠義務－利益衝突（Duty of Loyalty）

772

能見・前注。
能見・前注）9 頁。
774
同じような見方、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掲注 765）52 頁〔森島発言〕
、53 頁〔潮見発言〕
に見られる。
775
能見・前注）9～10 頁。
776
能見・前注）10 頁。
777
能見・前注）11 頁。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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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面向，能見教授之理解雖與此未盡一致，惟其將 Fiduciary Duty 之概念加以解
構，嘗試以大陸法系之視角再現英美法系中之特定法律概念，在法學方法之意義
上仍具備相當之啟示性。
（二）其他學者之回應
針對能見教授所提出之義務違反態樣區分，其他學者多半採取消極之態度，
理由如下：
1. 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一體性
承接前述，能見教授認為忠實義務與高度注意義務分別源自委託人不同層次
之信賴；惟學說上有認，所謂二層次之信賴，其所建構者均為高度注意義務，無

政 治 大
。詳言之，委託人對專家作為專家具備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之第一層次的信任，
立

論係忠實義務或高度注意義務，其所致生的問題，均得為原先之給付義務所涵蓋
778

建構了委託人與專家間較一般注意義務更高度之注意義務、更具體之契約關係，

‧ 國

學

而此種注意義務復於第二層次信賴——即委託人對專家之主觀信賴——的基礎
上，建構了所謂高度之注意義務779。就此以觀，專家原先對委託人所負之給付義

‧

務本即存在此種信賴層升的關係，以此作為義務區分之理由，似有未當。

y

Nat

其次，專家所負義務之內容往往難以在契約締結前即加以確定，反而須於雙

sit

方互動過程中逐步確立780。而在此一過程中，專家之業務性質同時具備「完成事

er

io

務」與「忠實性」之二面向，難以將之截然劃分。如同信賴層升的過程本即內含

al

n

iv
n
C
中相互作用，要求專家以高度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執行其職務。而若此為專
hengchi U
家作為專家所應為者，將專家債務不履行類型區分為「高度注意義務違反型」與
於專家所負之給付義務中般，高度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在專家履行其義務的過程

「忠實義務違反型」或許並不具備此種意義781。
2. 原有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已足以涵蓋
(1) 高度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型
常見之說法為：專家須負較一般受任人更高度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高
度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成為不同於「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存在。然而，

778
779
780
781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掲注 765）46 頁〔下森発言〕
。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注。
河上・前掲注 754）9～10 頁。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掲注 765）52〜53 頁〔潮見発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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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見解並不精確。蓋若高度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指涉者為更廣泛之義務，
則此種義務本即得透過誠實信用原則將之建構為契約之附隨義務782；而若高度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指涉者為高於一般受任人所應負之注意義務的程度，則因專
家作為專家本即應負該等程度之注意，故並無將高度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作為獨
立於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存在。換言之，所謂專家之高度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即專家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783。
(2) 忠實義務違反型
而就忠實義務違反型而言，首先，針對期待之背叛或裁量之不當行使之情形，
因該等義務本得透過契約解釋而成為專家之契約義務784，故若專家有初級錯誤之
違犯或違反委託人意思而行使裁量權，並致生損害於委託人，本須因違反注意義
務而對委託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將此作為獨立類型之必要785。較有疑問者為

政 治 大
所得利益之必要，而又因此一概念較難與契約法之損害賠償原理原則相容，從而，
立
利益相反行為，此時委託人雖並未受有損害，但法律上可能仍有要求專家返還其
學說上有認此始為忠實義務之核心內核者786。

‧ 國

學

(3) 資訊提供・說明義務違反型

‧

一般而言，資訊提供・說明義務可被解釋為專家與委託人間因默示合意而生

y

Nat

之義務，亦得透過誠實信用原則將之解釋為契約之附隨義務787。然而，若說明義

sit

務之範圍包含專家須逾越其與委託人間之第一次合意、或為反於當事人意思之建

er

io

議，則將之作為契約義務仍會產生些許的違和感。由於此涉及專家如何在委託人

al

n

i v 788
n
C
故有必要在契約法義務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通盤性的檢討
；然而，正是在契約
hengchi U
法上進行此類議論有其困難性，有關專家民事責任之討論自此多半遁入資訊提供

之意思範圍內，於不害及其自我決定權之前提下履行其資訊提供・說明義務之問，

法制中。
3. 於其他經濟法或業法之規制面向中始具獨特性
於專家民事責任之相關討論中，作為專家之特徵而反覆被論及者為專家與委
託人間之信賴關係、資訊不對稱以及社會對此該特定職業之信賴。然而，無論係
782

鎌田薫「我が国における専門家の実情」専門家責任研究会編『専門家の民事責任』
（商事法
務研究会、1994）71 頁。
783
鎌田・前注）71〜72 頁、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掲注 765）51〜52 頁〔森島発言〕
。
784
鎌田・前注）71 頁。
785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掲注 765）52 頁〔森島発言〕
。
786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注。
787
鎌田・前掲注 782）72 頁。
788
鎌田・前注）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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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抑或基於資訊不對稱而須採取若干措施以維護實質之契約
自由，均非僅存在於專家責任領域中之特殊問題789。就此，有學者進一步指出，
或許僅在討論社會對該特定職業之信賴——亦即，基於此種社會信賴而於其他經
濟法或業法上對專家進行特別之規制（如資訊提供義務等）——之意義上，始有
獨立討論專家民事責任之必要790，而此種於其他經濟法或業法上對專家所為之規
制，可能透過誠實信用原則之解釋適用復成為專家所負契約責任之一部791。
（三）專家之資訊提供義務
1. 超越一般說明義務之諮詢建議義務
契約雙方當事人間之資訊不對稱之情形非專家與委託人間所獨有已如前述，
事實上，在一般交易關係中，基於自我決定權之實現，並在此基礎上使契約之拘

政 治 大

束力有其正當性，法律多半課予資訊能力較強之一方資訊提供・說明義務，以實

立

現實質意義之契約自由792。

然而，專家之資訊提供義務之基礎與此並不全然一致。詳言之，專家之資訊

‧ 國

學

提供義務的基礎係來自委託人對專家之依賴（原文：依存），基於此種依賴，課
予專家之資訊提供義務並不僅限於平衡因資訊不對稱所生之不公平，更要求專家

‧

於盡其資訊提供義務時，須將委託人之利益納入考量，如：幫助委託人進行與其

y

Nat

資力與目的相符之交易；於委託人欲進行不合適之交易時，對其說明該交易之不

sit

合理性，甚至依情形勸告委託人放棄該等交易等793。就此以觀，縱區分說明義務

al

n

般之說明義務，而抵達諮詢建議之層次794。

Ch

engchi

er

io

與諮詢建議義務實際上並不容易，但就理論而言，專家之資訊提供義務已逾越一

i
Un

v

2. 一般說明義務與與諮詢建議義務間之價值齟齬
對於說明義務之基礎之理解將影響說明義務之法律性質與射程範圍。就義務
之法律性質而言，若所著重者為委託人自我決定權、實質契約自由之保障，則說
明義務較易被認定為契約義務；反之，若所著重者為委託人對專家之依賴，則說
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似得被認定為外溢於當事人合意之義務，而構成侵權行為。

789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掲注 765）38〜39 頁〔潮見発言〕
。
浦川道太郎［ほか］
・前注 765）39 頁〔潮見発言〕
。
791
河上・前掲注 754）10 頁。
792
潮見佳男『契約法理の現代化』
（有斐閣、2004 年）184 頁以下、特に 184 頁と 189 頁を引用
している。
793
横山・前掲注 761）21〜22 頁。
794
横山・前注）22 頁。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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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種義務定性並非固著，蓋從對市場機制進行機能性之調整，以確保
契約當事人之自我決定權與實現實質契約自由之角度觀之，亦可能存在獨立於契
約法外之義務；而若將委託人對專家之信賴解釋為存於雙方當事人交涉過程中
者，則基於此種信賴所生之義務亦得被解為契約義務795，是以應可推知，就說明
義務基礎之理解差異所真正致生之影響為資訊提供義務之射程範圍。
除射程範圍有別外，此二種理解方式亦存在本質上的價值衝突，亦即：既專
家之諮詢建議義務可能包含幫助委託人進行合適之交易、甚至阻止其進行不合適
之交易，則此時委託人之自我決定權已被入侵796，自我決定權之保障與諮詢建議
義務間之齟齬亦由此顯而易見。
三、保險經紀人之專家責任

政 治 大
續討論之命題，故似已無須於再對此問題有要件性的執著。退步言之，縱仍欲花
立
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專家？因前文已推翻須就專家進行嚴格定義始能進行後

費心力於釐清保險經紀人是否作為專家，對照前文所列舉之各該嚴格要件，保險

‧ 國

學

經紀人亦不符合。尤其是在「具主體性・裁量權」之部，誠如前述，日本保險業
法於是否允許保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締結契約採取相當消極之態度，實際上欲向

‧

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商品，係由要保人進行最後之決定。就此，實難謂保險經

y

Nat

紀人於提供媒介保險契約締結之服務時具備主體性・裁量權。

sit

既本文已決定放棄拘泥於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專家之問，此處須面對者為：如

er

io

何在前文有關專家責任之論述下，回歸本文主旨，辯證其與保險經紀人於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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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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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專家，於佣金構造之特殊利益衝突結構下，對顧客所負之義務，而於此誠實義
hengchi U
務之內涵中最為重要者為諮詢建議義務（下稱命題一）。其次，與一般說明義務
法上所負之誠實義務間之關係？首先，承接前述，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係其作

相異，專家之資訊提供義務為更積極的諮詢建議義務；雖此種諮詢建議義務在能
見教授之論理中被歸類為獨立於高度注意義務之存在，但經由前文之說明，應已
得出不論係「高度注意義務」或具利益衝突面向之「忠實義務」，均為專家於契
約上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涵蓋，且隨雙方交易進程始逐步加以確定之結
論（下稱命題二）。最後，於前文學說③中，「忠實義務」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795

藤井茜「説明義務違反と契約の解除：説明義務の基本原理に立ち返って」立命館法政論集
16 号（2018）156 頁。
796
横山・前掲注 761）21 頁、潮見・前掲注 792）214〜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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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側重利益衝突之面向者，基於此種面向，或可將之解為在利益衝突結構下，
經擴張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797（下稱命題三）。
將命題一、二、三之論述軌跡相互疊合，可發現：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在民事法上為其作為專家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內涵為：專家之諮詢建
議義務與其他得依契約解釋或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建構之義務。另一方面，當此忠
實義務投射在監理法中時，即以誠實義務之面貌存在。雖因監理法上義務之建構
不若契約法來得彈性，致使當忠實義務成為誠實義務時，其內涵即有所縮減，惟
無庸置疑者，仍包含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
第二目

誠實義務與資訊提供義務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在民事法與監理法上分別投射為專家責任及誠實義

政 治 大
人是否符合典型專家之要件般，在專家責任之脈絡下討論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
立
務，且二者具共通之內涵即諮詢建議義務已如前述。惟正如無須執著於保險經紀

紀人於民事法上所負資訊提供義務之領域。

學

‧ 國

義務並無太大意義。欲描繪誠實義務在民事法上之具體樣貌，毋寧須遁入保險經

‧

一、資訊提供義務之內涵

y

Nat

sit

依前文提及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Ⅴ―5―3 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保

er

io

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包含保險經紀人之諮詢建議義務（原文：助言義務）與說明

al

n

iv
n
C
的差異，亦導致於論理上劃定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與適合性義務三者間界線
hengchi U
時的困難。以下爰先於保險招攬的脈絡下說明三者之關係，期為後文分析相關實

義務。事實上，二者同為資訊提供義務之內涵，而對諮詢建議義務內涵之理解上

務見解時提供理論基礎，並藉以在資訊提供義務的光譜上標定日本法院之態度。
（一）說明義務
一般而言，保險之說明義務為其就與契約相關之重要事項，向顧客進行通知
之義務，俾後者得於此基礎上自由決定是否締結該保險契約。就此以觀，保險經
紀人之說明義務係顧客自我決定權之落實的前提，其背後之論理依據則係為促進
雙方當事人資訊對等之誠實信用原則798。
797

換言之，
「忠実義務」一語雖同時出現於能見教授之論文及前文學說③中，但二者實際指涉者
並不相同。
798
山下・前掲注 641）276〜2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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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諮詢建議義務・適合性義務
1. 諮詢建議義務
與說明義務相對，保險經紀人之諮詢建議義務為，針對某保險商品對顧客而
言是否有利之點，提供相關資訊予顧客。換言之，誠如前述，課以保險經紀人諮
詢建議義務，所欲實現之利益已非單純的自我決定權之確保，而係一須積極對顧
客提供援助之義務799。然而，諮詢建議義務之內涵並不明確。詳言之，其係僅要
求保險經紀人須推薦在某程度上適合顧客之商品即可，抑或更進一步地要求保險
經紀人不得推薦不適合顧客之商品？此外，保險經紀人所應推薦之保險商品，係
僅限於其所經手之保險商品即可，抑或其負有於整體保險市場中為顧客搜尋合適
商品之一更廣泛的義務800？上開問題本文於此尚無力回答，然已確知者為，對於

政 治 大

此些問題之立場將會左右對諮詢建議義務與適合性義務關係之理解。

立

2. 適合性義務

‧ 國

學

日本法上多將適合性義務分為廣、狹義二者801。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係指以適
合顧客之方式進行商品之推介，而狹義的適合性義務則要求義務人不得推介不適

‧

合顧客之商品802。而無論係廣義之適合性義務或狹義之適合性義務，二者均帶有

y

Nat

強烈之家父長主義（原文：パターナリスティック）色彩，此與其發起自證券交

sit

易領域之背景息息相關。申言之，於具高度不確定性之投資環境中，縱金融業者

er

io

窮盡說明義務、揭露所有相關資訊，理性投資人亦無法為適當之自我決定，故此

a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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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於金融業自身之判斷，將不適合特定交易之投資人排除於金融市場外
（狹義之
hengchi U
適合性義務）803。
時即有要求金融業者以適合投資人之方式提供資訊（廣義之適合性義務），甚至

而若將前揭論述置於保險招攬的脈絡下觀察，則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適合性
義務，即須視在已課予保險經紀人說明義務之前提下，保險消費者是否仍然無法

799

山下・前注）277 頁。
山本哲生「保障型保険募集における助言義務・適合性原則」保険学雑誌 607 号（2009）140
頁。
801
由於本文重點並非研究日本法上適合性義務，故此處不就相關學說進行過度深入之探究。過
往相關研究可參：陳威宏，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合性原則」之民事責任－以日本法之比較
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90 以下，2014 年 2 月，。
802
山本・前掲注 800）141 頁。
803
川浜昇「ワラント勧誘における証券会社の説明義務」民商 113 巻 4＝5 号（1996）643〜644
頁。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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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適之自我決定，以及相較於保險消費者之自我決定，保險經紀人為其所為之
判斷是否更值得重視而定804。
（三）說明義務與諮詢建議義務・適合性義務間之關係
暫且將較具獨特性之狹義之適合性義務擱置一旁，觀察前揭論述，廣義之適
合性義務與諮詢建議義務，以及諮詢建議義務與說明義務間之關係，可謂相當混
亂。首先，針對廣義之適合性義務與諮詢建議義務間之關係而言，二者原先雖於
不同之脈絡（前者係證券交易領域，後者係專家責任）下進行討論，惟伴隨現代
交易之複雜與專業化，二者在內涵上最終仍合流為一。換言之，「以適合顧客之
方式進行商品之推介」與「在推介商品時，提供適合顧客之建議」並無實質內容
之別，僅有以廣義之適合性義務或諮詢建議義務之視角加以描述之差805。

政 治 大
係連續之概念者，學說上所在多有 ，茲將其所提出理由整理如下：首先，如前
立

其次，就諮詢建議義務與說明義務間之關係而言，主張二者非對立之概念而
806

所述，雖諮詢建議義務已入侵顧客之自我決定權領域，但若顧客仍握有最終決定

‧ 國

學

權，則諮詢建議義務亦可與說明義務作相同理解，均係作為幫助顧客進行妥適判
斷之資訊提供義務存在，二者並無本質上的差異807。其次，說明義務所強調者為

‧

就契約之重要事項對顧客為資訊之提供已如前述，惟若將顧客之個別情形納入重

y

sit

詢建議義務808。

Nat

要事項之考量時，則於向該顧客說明對其而言之重要事項時，實際上即在踐行諮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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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將上開論述置於保險招攬的脈絡下觀察，保險消費者於保險中介人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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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現無法依該經保險中介人所推介之保險獲得保險給付
h e n g c h i U ，此時主張保險中介人
未善盡其諮詢建議乃為第一反應，惟若深入思考，理論上亦有將「保險中介人未
履行資訊提供義務的過程中，所可能遭受之典型不利益情形為：保險事故發生後

為諮詢建議」解為「未就重要事項進行說明」之可能809。換言之，保險中介人之
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原則得透過對說明義務範圍之擴張解釋加以確立。
二、資訊提供義務之違反
804

山本・前掲注 800）144 頁。
同じような立場、窪田充見編『新注釈民法（15）
』805 頁〔後藤巻則〕
（有斐閣、2017）
、潮
見佳男
「適合性原則違反の投資勧誘と損害賠償」
新堂幸司＝内田貴編
『継続的契約と商事法務』
（商事法務、2006）185〜186 頁。
806
山下・前掲注 641）278 頁。
807
山下友信「保険募集過程上の保険者の情報提供と民事責任」法曹時報 66 巻 7 号（2014）
1689〜1690 頁、藤井・前掲注 795）181 頁。
808
山下・前注）1691 頁、山本・前掲注 800）150 頁。
809
山本・前注）151 頁（注 45）
。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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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下針對資訊提供義務違反之法律效果的討論多集中於所締結契約之
雙方當事人，亦即對契約當事人而言，違反資訊提供義務之時點係於該契約成立
前，故可能觸發者為締約上過失責任及侵權行為責任。又因日本法上侵權行為責
任的保護法益並未限於絕對權，尚包含「利益」，故無論係違反說明義務抑或（在
一定之擴張解釋下而建構之）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均可能成立侵
權行為。至於締約上過失責任，雖學說上有認得以契約責任處理者，但晚近最高
法院已明確否定締約前說明義務之違反得成立債務不履行責任810，從而應可推
得：無論係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或適合性義務，均難有成立契約責任之空間
811

。
三、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供義務

政 治 大
上開討論於保險招攬之脈絡下應如何解釋適用？首先，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
立

供義務並非先契約義務，而係基於準委任契約所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述

‧ 國

學

有關締約前資訊提供義務之爭議，對其應無影響。其次，因保險經紀人數量相當
稀少，故不論是司法實務或過往文獻，幾未見直接針對保險經紀人基於與要保人

‧

間之準委任契約所負說明義務之內涵與法律效果進行討論者。如本文於前揭段落

y

sit

角切入。

Nat

所不斷掙扎般，欲研究相關問題，毋寧只能從專家責任與一般資訊提供法制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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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般資訊提供法制之規定並非僅適用於保險經紀人，在保險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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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實務案例同樣涉及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與其他得依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建構
hengchi U
之義務，此類義務與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實際內涵相當，是以縱保險招攬人與
人長期把持日本保險中介市場的情形下，實際上累積了為數可觀的實務案例。此

要保人間原則上不存在契約關係，致使司法實務均以侵權行為處理相關問題，但
之於本文研究主旨仍具相當參考價值。
第三目

相關實務案例

承接前述，因日本保險中介市場現狀使然，以下案例事實均發生於保險招攬
人與要保人間。作為前提性之理解，司法實務多以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
款作為保險招攬人違反說明義務進而成立侵權行為之依據，該款規定：保險人、

810
811

最二判平成 23 年 4 月 22 日民集 65 卷 3 号 1405 頁。
更詳細之討論，請參：陳威宏，前揭註 801，頁 112-114。藤井・前掲注 795）16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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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之受僱人（同時為保險招攬者除外）於與要保人締結契約時；保險招攬人、
保險經紀人，於進行保險招攬時，不得對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有虛偽告知，或就
契約條款中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判斷之重要事項有未為告知之行為812。由此觀
之，對「重要事項」之解釋將直接影響保險招攬人資訊提供義務範圍之認定，於
具體個案中亦有觸發私法上之誠實信用原則之可能813。
為與我國法嗣後之討論接軌，以下亦將保險招攬人與要保人間爭議類型分為
「與未媒介最合適保險商品有關之案例」、「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案例」、「與續
保有關之案例」。
一、與未媒介最適合保險商品有關之案例
（一）東京高判平成 3 年 6 月 6 日814（下稱【駕駛人年齡案】）

立

1. 案例事實

政 治 大

要保人Ｘ以其汽車為保險標的，經財產保險代理人Ａ向保險人Ｙ投保汽車保

‧ 國

學

險（系爭保險契約），該汽車保險中存在限制駕駛人年齡條件之特約條款（原文：
若年不担保特約）
，即未滿二十六歲之駕駛人所致之損失，保險人將不予承保（下

‧

稱系爭特約條款）。嗣後Ｘ之長女Ｂ（當時二十歲）於駕駛被保險汽車時發生事

y

Nat

故，Ｙ以系爭特約條款為由而拒絕理賠。Ｘ復主張：其向Ａ辦理契約更新手續時，

sit

Ａ明知Ｂ與Ｘ之長男Ｄ均已取得駕照，卻未向Ｘ說明系爭特約條款存在，致Ｘ仍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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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Ｙ締結系爭保險契約，應屬未告知重要事項，而符合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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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現行保險業法第
U
h e n g c h283i 條第一項）規定，為Ａ之行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n

條第一項第一款（現行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從而，Ｙ應依舊保險

2. 法院見解
本案原審法院（東京地八王子支判平成 2 年 5 月 25 日815）首先認為，系爭
特約條款對承保範圍影響甚鉅，屬重要事項。而Ａ於契約更新時明知Ｂ與Ｄ領有
駕照，卻未就系爭特約條款向Ｘ進行與前一保單年度相異之說明，故Ｙ應依舊保
險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現行保險業法第 283 條第一項）為Ａ之行為對Ｘ
812

此為 2014 年修正後之條文；修正前之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款為：
「保險人、保險人之受僱
人（同時為保險招攬者除外）於與要保人締結契約時；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於進行保險招
攬時，不得對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有虛偽告知，或就契約條款中之重要事項有未為告知之行為。
」
813
山下・前掲注 641）274〜275 頁。
814
判例時報 1443 号 146 頁。
815
判例時報 1358 号 1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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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原審法院同時認定Ｘ未詳細閱讀保單條款，而有六成之
與有過失。
本案後經Ｙ不服提起上訴。就特約條款是否屬重要事項而言，高等法院之見
解與原審法院一致；惟就Ａ有無違反重要事項告知義務之部，高等法院作出了與
原審相異之判決。高等法院首先認為，保險契約每一年度更新時，進行保險招攬
之人原則上各次均負有就契約重要事項進行告知的義務，而告知之方法、態樣、
程度，則以受告知者得因此理解告知事項內容的方式為之。
然而，法院進一步指明：在無特殊情形之前提下，若告知之方法、態樣、程
度，已為具通常知識之要保人所得理解，並得於此基礎上任意地為與契約相關之
意思決定，則保險招攬人已盡其說明義務。換言之，由於欲締結何種契約係由要
保人決定，保險招攬人之義務僅限於使要保人不誤解契約內容之範圍內所為之必
要說明，在此之外的義務如為要保險人進行何種保險契約最合其需求之考量等，

政 治 大
得駕照，故保險招攬人僅須依更新書上所載而為說明即為已足。綜上，高等法院
立
僅係其業務服務之一環，非屬義務。本案中，因無法認定Ａ確實知悉Ｂ與Ｄ已取
將原判決予以廢棄，並駁回Ｘ之請求。

‧ 國

學

（二）名古屋地判平成 14 年 11 月 6 日816（下稱【四十五公分水災案】）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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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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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Ｘ以其倉庫內之商品為保險標的，經財產保險代理人Ａ向保險人Ｙ投

er

io

保保險金額一億日圓之商店綜合保險（原文：店舗総合保険；下稱系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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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之水災等所有預設範圍者。未料系爭保險中約定：若水災損害係超過四十五
hengchi U
公分之水位所致者，除有附帶水災擴張擔保特約者外，保險人僅於 100 萬日圓的

並曾告知Ａ其需要的保險商品為承保範圍包含火災、竊盜、颱風、自來水管破損

限度內為保險給付（下稱系爭條款）。嗣後倉庫內之商品因水災而受有損害，Ｘ
向Ｙ請求保險給付，Ｙ以該次水災之水位高達二百公分，依系爭條款本不在承保
範圍內為由，拒絕理賠。Ｘ復主張：Ａ於招攬系爭保險時有誤解保單條款之情形，
其向Ｘ表示系爭保險在一億日圓之範圍內承保超過四十五公分之水位所致之水
災損害，而四十五公分以下水位所致之水災損害則不在承保範圍內，從而欲依保
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保險業法第 283 條，請求Ｙ及Ａ連帶對其負損
害賠償責任。

816

小野寺千世「損害保険代理店による重要事項の告知義務違反に基づく責任（名古屋地裁平

成 14.11.6 判決）
」損害保険研究 66 巻 2 号（2004）263 頁から、井口・前掲注 409）127 頁か
ら引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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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見解
法院認為，Ａ於本件商店綜合保險締結時，就系爭保險之水災承保範圍有錯
誤之說明，且未向Ｘ說明系爭條款存在，構成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重要事項未告知；而若Ａ有正確說明系爭保險之承保範圍及系爭條款之存在，Ｘ
即有事先將放置於倉庫之商品移至他處安放之可能，從而，Ａ與Ｙ應就Ｘ之損害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東京高判平 16 年 10 月 19 日817（下稱【三年解約案】）
1. 案例事實
要保人Ｘ經由壽險公司Ｙ之營業職員Ａ（自稱「財務規劃員」）向Ｙ投保定
期終身壽險（原文：有期払込終身保険契約；下稱系爭保險）。系爭保險之保險

政 治 大
建議以「繳交保險費滿三年後將系爭保險解約，並以所獲得的解約金投保保險金
立
金額為一億三千萬日圓，年繳保費約為三百萬日圓，繳費期間為三十年。Ａ向Ｘ
額較低之新保險，以取得該新保險之紅利（或再將新保險解約，再以解約金躉繳

‧ 國

學

另一新險）」之方式進行資產運用。締約三個月後，Ｘ欲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已
付之第一年度保險費。Ｘ先位聲明為：系爭保險之締結係受Ａ詐欺，主張撤銷；

‧

此外，Ｘ就系爭保險有重要事實之認識錯誤，故同時主張契約無效。備位聲明則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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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Ａ未於Ｘ之資產或收入的基礎上為其選擇具經濟合理性之契約，且未就若於

sit

短期內將系爭保險短期解約，所能獲取的解約金數額遠低於已繳保險費等事項進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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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說明，屬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重要事項未告知，依民法第 709

v

n

條、第 715 條要求Ｙ就Ａ之行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 法院見解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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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位請求而言，法院認定Ａ無就系爭保險為詐欺虛偽說明之意圖。就備位
請求而言，法院首先認為，保險人與其使用人之說明義務，原則上僅須正確說明
保單之內容，使要保人不致有所誤解即可。惟本件係以短期內解約作為其締約前
提，故法院認為，Ａ至少應就解約後將損失多少利益、得獲得多少解約金與紅利
等情，向Ｘ進行說明；而即使無法斷定地提供說明，也應模擬在一定之條件下所
可能之結果。本件Ａ未為上開說明，致使Ｘ誤解繳滿三年解約後可取得超過所繳
保險費數額之解約金（事實上，系爭保險契約實須繳滿二十二年始得取得超過所
繳保險費數額之解約金），構成說明義務之違反，Ｙ應依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
任；惟Ｘ有四成的與有過失。
817

判例時報 1878 号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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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京地判平 24 年 3 月 29 日818（下稱【質借買新險案】）
1. 案例事實
要保人Ｘ經壽險公司Ｙ之保險業務員 A 與Ｙ締結以下四保險契約：①長期
照顧終身保險（被保險人為Ｘ；下稱系爭保險①）、②終身醫療保險（被保險人
為Ｘ之長女Ｖ；下稱系爭保險②）、③終身醫療保險（被保險人為Ｘ已故之長男
之妻Ｚ；下稱系爭保險③）、④變額個人年金保險（被保險人為Ｘ；下稱系爭保
險④）。各保險契約締結過程如下：Ａ首先向Ｘ招攬系爭保險①，過程中得知Ｘ
之夫Ｗ因癌症末期住院中，而建議Ｘ將Ｗ於他家保險公司所擁有之七張保單解約
或進行保單質借，以為Ｖ及Ｚ購買系爭保險②及③，此一方法同時可避免Ｗ身故
後相關親屬爭奪保險金。Ｘ遂聽從Ａ之建議，而將Ｗ所擁有之各保單解約或質借，

政 治 大
所得之解約金躉繳系爭保險④。後Ｘ主張Ａ之招攬行為，除違反保險業法第 300
立
並將質借金額用以購買系爭保險②及③；於Ｗ身故後，以將Ｗ所擁有之保單解約

條之 2 準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40 條有關適合性原則之規定，亦有保險業法第 300

‧ 國

學

條第一項第一款重要事項未告知之行為，依侵權行為請求Ｙ及Ａ負連帶負損害賠

‧

Nat

2. 法院見解

y

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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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否違反適合性原則而言，法院首先認為，系爭保險①、②、③均非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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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第 300 條之 2 所稱因金融市場相關指標變動而有蒙受損失之虞，進而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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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或公債而有所變動之變額年金保險，但因該保險繳滿五年後，無論係年金或
hengchi U
身故保險金均有基本保險金額（即躉繳保費）之最低保證，屬風險較限定、結構
金融商品交易法之特定保險契約，故無適合性原則之適用。而系爭保險④雖係隨

不複雜，易於未具豐富投資經驗之顧客所理解之商品。再者，系爭保險④係以Ｗ
之身故保險金一億二千萬日圓中之五千三百萬日圓所躉繳購買，對照Ｘ之財務狀
況，非屬無法負擔。最後，系爭保險④符合Ｘ欲在有最低保證之前提下安定地運
用老年生活資金之意向。綜上，Ａ之招攬行為並未違反適合性原則。
就是否違反說明義務而言，法院認定Ａ就系爭保險①與④而言未有說明義務
之違反；惟就系爭保險②與③，法院認Ａ有說明義務之違反，理由如下：首先，
法院認雖保險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為公法上之業務規制，但基於誠實信用原
則，保險招攬人對顧客負有不使顧客誤解保險契約內容，並以該顧客所得理解之

818

山下・前掲注 807）1677 頁から、徳山佳祐「説明義務違反による損害賠償責任」保険事例
研究会レポート 274 号（2013）1 頁から引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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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方法及程度說明契約內容之義務。其次，系爭保險②與③係以儲蓄為目的
而投保，惟前者若於第 20 年度解約，則得獲取之解約金數額為已支付保險費的
49%；若於第 30 年度解約，則為 54%。後者若於第 20 年度解約，則得獲取之解
約金數額為已支付保險費的 76%；若於第 30 年度解約，則得獲取之解約金數額
為已支付保險費的 86%。由此可見系爭保險②與③不具經濟合理性，加上此二保
險之保險費係由Ｗ之保單質借的金額所支付，另生利息負擔，對Ｘ而言毋寧係投
保了不需要的保險。
再者，本案Ａ為保險招攬時，雖有向Ｘ提示保險設計書，之中並載明各年度
解約所得獲得之解約金與保險費之比率為何，但於說明時僅謂：「未來Ｖ跟Ｚ結
婚時再將保險解約，以此積存解約金即可」，未向Ｘ說明系爭保險②與③即使經
長期繳納，所得獲取之解約金數額仍大幅低於已支付之保險費。從而，法院認定
Ａ違反說明義務，致使Ｘ投保不具經濟合理性之保險，應與Ｙ連帶向Ｘ負損害賠

政 治 大

償責任；惟法院同時認定Ｘ有三成的與有過失。

立

二、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案例

‧ 國

學

（一）東京地判平 26 年 4 月 14 日819（下稱【契約轉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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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事實

sit

要保人Ｘ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壽險公司Ｙ間投保人壽保險（附有傷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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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約；下稱：前保險契約），後辦理契約轉換，將原保險契約換為保險費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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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死於腦內出血，惟其於契約轉換時有未盡據實告知義務之情事
，致受益人Ｚ（為
hengchi U
前、後保險契約之受益人，且同時為Ｘ之繼承人）無法取得保險給付。Ｚ遂主張：
死亡給付較低，但生前之醫療保障較高的保險契約（下稱：後保險契約）。嗣後

一、壽險公司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Ａ，於契約轉換時曾向Ｘ告知：「因前保險契
約已為不存在之商品，故無法就之進行更新」，並教唆Ｘ於告知聲明書上為虛偽
之記載，使Ｚ無法依前保險契約受領保險給付。Ｙ應依保險業法第 283 條及民法
第 715 條就Ａ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二、契約轉換後，Ｘ曾向Ｙ提出契約變更
之申請，保險業法 309 條第一項之契約撤銷權除斥期間應自提出契約變更之日起
算；後保險契約經有效撤回，Ｙ應依前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於Ｚ。
2. 法院見解

819

判例タイムズ 1413 号 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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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駁回上開Ｚ所有主張。就Ｙ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言，法院首先認為，
考量Ｘ於契約轉換前已罹患多項疾病，相較於死亡給付優渥的前保險契約，生前
醫療給付較足夠的後保險契約顯然較符合其需求。從而，Ａ之說明僅在陳述「若
前保險契約不存在，則無再就其進行更新之必要」，而非意在鼓吹Ｘ進行契約轉
換。此外，法院認為Ａ並無從知悉Ｘ過去之保險給付史，自無教唆Ｘ為不實說明
之可能。
而就契約撤銷權之起算時點而言，法院認為，Ｘ所提出之變更契約內容的請
求，僅及於增加女性住院疾病特約之部，就保險契約之主要部分應已有充分的考
慮時間，故縱以前保險契約轉換為後保險契約之時作為契約撤銷權除斥期間起算
時點，亦未違反保險業法第 309 條第一項之意旨。
（二）福岡地判平成 10 年 4 月 13 日820（下稱【週日變更保單案】）

立

1. 案例事實

政 治 大

要保人Ｘ經車商Ｙ處購買新車後，向保險代理人Ａ提出變更其原有汽車保險

‧ 國

學

（保險人為Ｂ；下稱系爭保險）之被保險汽車與駕駛人年齡條件等之申請；唯因
Ｘ提出申請當日為週日，而當日執行勤務之人非平時處理汽車保險之人，故Ｘ之

‧

申請經Ａ拒絕。Ｙ復答應Ｘ於假期結束後的第二天，替其將變更申請書與追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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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等攜至Ｂ處以辦理相關手續。惟假期結束後的隔天即發生保險事故，Ｂ以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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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變更手續、未交追加保險費為由而拒絕理賠。Ｘ復主張：Ｙ於代Ｘ處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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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保險契約相關事務有所疏忽，致其未能獲得保險保障。就此，Ｙ應依債務不履
行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2. 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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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Ｙ之責任而言，法院認為，Ｙ於接受Ｘ之委託時，就假期結束後將契約變
更申請書及追加保險費，保險契約之變更即生效力等事有錯誤判斷，而基於此錯
誤判斷，Ｙ告訴Ｘ「繼續駕駛新車也沒關係」，使Ｘ誤信系爭保險已生變更效力，
進而因駕駛新車而發生事故。從而，法院認定，若Ｙ未為此錯誤判斷與建議，則
Ｘ仍有委託Ｂ之其他保險代理人代為處理契約變更事宜或甚至不駕駛新車之可
能，就此，Ｙ應依民法第 415 條，基於其與Ｘ間之委任契約，對Ｘ負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責任。此外，由於Ｙ已答應受Ｘ之委託，並就系爭保險之效力表示其見
解，故 X 即便對此有所相信，亦無過失可言。

820

井口・前掲注 409）133 頁から引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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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Ａ之責任而言，在另一訴訟中（福岡地判平成 8 年 3 月 27 日），法院認
為，Ｘ係於週日提出契約變更之申請，當日本非工作日，故縱Ａ拒絕Ｘ之申請亦
無可苛責。此外，Ｘ早於提出申請前四天完成新車登錄手續，自有足夠的時間為
契約變更之程序，惟Ｘ對此有所懈怠，是以縱無法於週日完成系爭契約之變更手
續，亦不可歸責於Ａ。
三、與續保有關之案例
（一）東京地判平 6 年 3 月 11 日821（下稱【未通知繳交保費案】）
1. 案例事實
要保人Ｘ原先經財產保險代理人Ａ（兼營汽車販賣）向保險人Ｙ投保汽車保

政 治 大
Ａ從Ｘ處受領要保書（下稱系爭要保書）後，未將系爭要保書之領收書及保險費
立

險，該汽車保險到期後，Ａ向Ｘ建議改向保險人Ｚ投保汽車保險（下稱系爭保險）
。
請求相關文件交付與Ｘ，從而Ｘ因不知保險費繳交方式、亦未接到來自Ａ之任何

‧ 國

學

通知（過往均是由Ａ到Ｘ處收取保費，或將應收保費與汽車檢查、維修保養之費
用合算）而未繳交保險費，Ａ亦因此認Ｘ已向他家保險公司投保，進而將系爭要

‧

保書作廢。嗣後保險事故發生，Ｚ以系爭保險契約條款約定：「發生於收受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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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前之保險事故，保險人不予理賠」為由而拒絕理賠。

sit

Ｘ復主張，Ａ應將要保書已經作廢之事向其告知，並負有盡可能地使系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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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有效成立（如：交付保險費請求書、至Ｘ處收取保險費）之義務。今Ａ怠

v

為該行為，應依侵權行為對Ｘ負損害賠償責任，Ｚ則應依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

Ch
為Ａ之行為對Ｘ負損害賠償責任。

engchi

i
Un

2. 法院見解
就Ａ之責任而言，法院首先認為：保險代理人依誠實信用原則負有使要保人
達成其投保保險契約之目的之協力義務。本案中，Ａ使Ｘ須自行調查保險費之數
額及如何給付保險費，並不妥當。為保護Ｘ之期待、使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成立，
Ａ至少應就保險費之數額、給付方法以及Ｘ已遲誤繳費期間之事，採取相關之處
置，以與誠實信用原則相符。惟依通常情形，Ｘ在繳交保險費後的三週內將收到
保單，就此Ｘ卻未有任何留意；此外，考量對Ｘ而言，與Ａ及Ｙ取得聯絡為極為
容易之事卻未為之，從而，就陷於未繳保險費一事，Ｘ應有八成之與有過失。

821

判例時報 1509 号 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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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Ｚ之責任而言，首先，針對債務不履行之部，法院認為，Ｚ與Ａ為各自獨
立的法律主體，Ａ之業務上的懈怠並不直接導致Ｚ之責任。Ａ雖違反依誠實信用
原則所建構之協力義務，惟此種義務係因具體情況存在而成立，非保險代理人對
要保人所負之通常義務。再者，由於此非Ｚ之義務，故縱Ａ違反該等義務，Ｚ並
不因此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而針對侵權行為責任之部，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現行保險業
法第 283 條第一項）係要求保險人就保險招攬人於為「保險招攬相關行為」時對
要保人所致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認定本件係發生於保險契約締結後者，
非屬上開條文所謂「保險招攬相關行為」；此外，如前所述，Ａ所違反之義務係
因其與Ｘ間之存在某種具體情況而成立，自亦難謂屬與「保險招攬相關行為」有
密切關聯之行為。從而，Ｚ無須就Ａ之行為對Ｘ負損害賠償責任。

政 治 大

（二）松山地今治支判平成 8 年 8 月 22 日822（下稱【毛巾續保案】）

立

1. 案例事實

‧ 國

學

要保人Ｘ為毛巾製造業者，昭和 45 年（西元 1970 年）開始即經由財產保險
代理人Ａ締結各類財產保險契約。Ａ所經手之財產保險公司包含Ｙ與 Z 等。平成

‧

6 年（西元 1994 年）4 月 1 日，Ｘ原先向Ｙ投保之商店綜合保險陸續在同年 4 月

y

Nat

1 日與 4 月 15 日到期，Ｘ遂欲經Ａ向Ｚ投保新的商店綜合保險。Ｚ原先以其內

sit

部承保規則中已載明之「平成 5 年（西元 1995 年）10 月以後不再接受與毛巾製

er

io

造業者相關之火災保險契約」為由而欲拒絕承保，惟Ａ無視Ｚ之內部承保規則，

al

n

iv
n
C
（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平成 6 年（西元
年）9 月 18 日，Ｘ復有其他原先
h e n g1994
hi U
c
向Ｙ投保之保險契約到期，Ａ故技重施仍欲使Ｚ與Ｘ締結相關保險契約，惟本次
仍將經Ｘ簽名蓋章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攜至Ｚ公司，不得已之下，Ｚ予以承保

Ｚ以上開內部承保規則為由，予以拒絕；而系爭保險契約在同年 9 月一同到期，
因未與Ｚ進行續保，Ｘ最終陷入無保險之狀態。平成 6 年 10 月 13 日，Ｘ之工廠
發生火災，Ｚ拒絕理賠。
Ｘ復主張：本於誠實信用原則，Ａ應負有使保險契約得以存續之保護義務。
今Ａ未於系爭保險契約即將到期前，建議Ｘ向Ｚ或其他保險公司締結其他保險契
約，亦未就其經Ｚ拒絕承保之事進行通知，俾其有機會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屬
上開義務之違反，應依民法第 709 條對Ｘ負損害賠償責任；而Ｚ未將其拒絕承保
之事向Ｘ通知（或經由Ａ向Ｘ通知），以給予Ｘ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之機會，依
822

田爪浩信「損害保険代理店の満期管理に関する法的責任――満期管理の定式化の試みを中
心として――」損害保険研究 67 巻 2 号（2005）96 頁から、井口・前掲注 409）104 頁から引
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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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現行保險業法第 283 條第一項），應對Ｘ負
損害賠償責任。
2. 法院見解
針對Ａ之責任，法院認為，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於Ｘ經Ｚ或其他保險公司拒
絕承保時，Ａ負有就此向Ｘ進行通知之義務。今Ａ因過失而違反此一義務，應就
Ｘ之所受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法院同時認定，就有無保險契約之締結、保險
費是否支付等，Ａ完全未向Ａ聯絡，應有八成之與有過失。
而針對Ｚ之責任，法院首先認為，Ａ對Ｘ所負之通知義務係基於二者間之具
體情況而成立，非與保險契約相關之通常義務。從而，作為保險公司之Ｚ，於拒
絕承保Ｘ之投保時，並不負有向Ｘ為通知之義務。此外，因Ｚ於平成 6 年 9 月 14
日、17 日已向Ａ就其拒絕承保Ｘ之投保及其內部承保規則等向Ａ進行通知，從

政 治 大
項）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主張，洵屬無據。
立

而，Ｘ就Ｚ應依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現行保險業法第 283 條第一

‧ 國

學

（三）前橋地高崎支判平成 8 年 9 月 7 日823（下稱【信賴生變案】）

‧

1. 案例事實

y

Nat

要保人Ｘ於昭和 58 年（西元 1983 年）9 月起，均經保險代理人Ａ與保險人

sit

Ｙ締結商店綜合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平成 3 年（西元 1991 年），Ｘ之

er

io

代表人Ｚ因對Ａ就其汽車保險事故的處理方式有所不滿，次年度即未就系爭保險

al

n

iv
n
C
與Ａ間之信賴關係有所生變（該汽車保險契約後經解除）。
hengchi U
其後，平成 4 年 11 月 2 日，Ｘ又經由Ａ向Ｙ續保系爭保險契約，保險期間
進行續保，且未經由Ａ而向其他保險公司締結商店綜合保險契約。而因此事，Ｘ

至平成 5 年 11 月 2 日。於系爭保險契約期滿前一日（即平成 5 年 11 月 1 日），
Ａ向Ｘ傳達系爭保險契約將於明日到期之意旨，但並未積極建議Ｘ續保，Ｘ亦未
就此有為任何意思表示。翌月 30 日，Ａ因收取他保險契約之保險費而到Ｘ家中
時，Ｘ並未向其提出系爭契約之續保申請書。考量雙方日趨薄弱的信賴關係及Ｘ
以往於繳交系爭保險之保險費時多所不滿等情，Ａ遂推斷Ｘ無續保之意思，從而
未向Ｘ確認其有無續保之意思，亦未積極進行與續保有關之程序。平成 6 年 2 月
28 日，原先為系爭保險契約承保之商店因火災而全毀。
Ｘ復主張：Ａ與Ｙ負有保險契約之一般管理義務。具體而言，即於契約到期
前，向要保人寄送續保通知書及確認其有無續保意願之義務。今Ａ違反此義務，
823

田爪・前注）103 頁から、井口・前注）107 頁から引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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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侵權行為對Ｘ負損害賠償責任；而Ｙ應依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
（現行保險業法第 283 條第一項）就Ａ之行為對Ｘ所受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2. 法院見解
就Ａ之責任而言，法院首先認為，觀察個人火災保險實務，於一年一期的險
種，縱非法定，惟就一般消費者的認識而言，除就將來不予續保而為明確之意思
表示，每年續保為此類保險契約之通例。而與要保人關係密切、為其代行各種保
險相關手續、代收保險費之保險代理人，除於契約期滿前應通知要保人外，基於
誠實信用原則，對於不欲踐行續保程序的要保人，負有確認其有無續保意思之義
務。然而，法院進一步指出，是否續保本繫於要保人之自我責任、自我決定，除
保險代理人有其他以不公平的方法阻止要保人續保之不正行為外，不應要求其就
要保人所受損失之全額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案中，考量到Ａ與Ｘ間之信賴關係已

政 治 大
針對Ｙ之責任，法院認：縱過去數年要保人每年均決定續保，此種一年一期
立

有所生變、先前之汽車保險亦經解約等情，Ｘ應有八成之與有過失。

的保險契約，每一年度於法律上均為各自獨立的保險契約。再者，是否決定續保

‧ 國

學

之意思出自要保人Ｘ自身之判斷，保險人Ｙ自不負確認其有無續保意思之契約法
上義務。而就Ｙ是否應依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1 條第一項（現行保險業法第 283

‧

條第一項）就Ａ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言，由於Ａ並非積極奪取Ｘ就系爭契約

y

Nat

進行續保之機會，故衡其保險募集取締法之意旨，Ａ之行為不屬所謂與「保險招

n

al

er

io
四、考察

sit

攬相關行為」有密切關聯之行為，自無須依此負損害賠償責任。

Ch

engchi

i
Un

v

（一）監理法上資訊提供義務之在民事法上之變形
1. 重要事項告知之主觀化可能
關於前揭四件與未媒介最適合之保險契約有關之案例，雖要保人均以保險業
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重要事項未告知，作為其向保險招攬人請求損害賠償之
依據，惟無論係【駕駛人年齡案】、【四十五公分水災案】、【三年解約案】，
抑或【質借買新險案】，要保人所真正主張者均為：保險招攬人未就其所投保之
保險實際上並不符合其需求向其進行說明，屬重要事項未告知。
是否已盡重要事項之告知義務，歷來學說及實務見解大致分為主、客觀二說。
採客觀說者認為，重要事項之告知方式，以使具通常知識之要保人得理解該重要
事項內容之方式為之即可（如前揭【駕駛人年齡案】、【三年解約案】）；亦有
認須將該要保人之經驗、知識及職業納入考量者（如【質借買新險案】）。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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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解約案】中，雖法院就重要事項之告知方式採客觀說，但基於保險招攬人與要
保人間之具體關係（即以短期內解約作為締約前提），法院於具體化說明義務的
同時，重要事項告知原先的客觀化基準亦發生了主觀化的現象824；此一基於特殊
情形始課予保險招攬人就主觀性重要事項加以告知之義務的論理，與【駕駛人年
齡案】不謀而合，前者毋寧是將後者之論理於個案中加以實踐。惟即便在存在具
體情形的前提下透過解釋而將重要事項告知義務義務加以主觀化，
【三年解約案】
中要保人仍被認定有四成之與有過失。與之相對，【質借買新險案】中法院似直
接採取主觀說之立場，在認定義務有無的層次上採取較寬鬆之立場，僅於後階段
以要保人之過失相抵限制保險招攬人的義務範圍。然而須注意者，不論是【三年
解約案】或【質借買新險案】，均可窺見法院於認定保險招攬人資訊提供義務時
的猶豫。
此外，【四十五公分水災案】中，法院雖要求保險招攬人為要保人之損害負

政 治 大
案相較乃屬更為積極的義務違反，是以法院有此判斷亦不難想像
立

損害賠償責任，惟該案中保險招攬人有誤解保單而為錯誤說明之情事，與另外三

2. 特定情形下始負廣義適合性義務・諮詢建議義務

。

學

‧ 國

825

上開四案中，要保人因保險招攬人違反說明義務而受之損害，其實際態樣均

‧

為購入了不符合其投保目的的保險商品。在【三年解約案】與【質借買新險案】

y

Nat

中，雖要保人均係主張保險招攬人違反說明義務，惟單純之說明義務應僅指涉將

sit

與保險契約有關之主要內容正確傳達給要保人，理論上並不涉及與是否推介要保

er

io

人符合其投保需求之保險商品相關之爭議。由此觀之，此二案所爭執之說明義務，

al

iv
n
C
須注意者，縱法院於該二案中均採取對要保人較為有利之立場，惟此二案中
hengchi U
存在相當特殊的具體事實存在，如在【三年解約案】中，保險招攬人係以財務規
n

其實質內涵已與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相近826。

劃員的名稱為與要保人資產運用相關事項提供建議，進而獲得要保人之高度信
賴；而在【質借買新險案】中，保險招攬人知悉要保人之夫持有數張保單，且將
因其夫身故而獲高額保險金一事，並以此為基礎上為其進行資產規劃相關建議
時，從而，其與要保人間應存在相當高度之信賴關係。因此種事實態樣並非人身
保險招攬實務上常見之情形，故學說上有認，法院於此二案中就說明義務射程範
圍的認定，應不具通案性827。而在【契約轉換案】中，法院雖未直接指明，惟就

824

肥塚肇雄「短期間に保険契約の解約を予定した契約内容についての説明義務違反」保険事
例研究会レポート 211 号（2006）20 頁。
825
學說上有認本件亦應有考量要保人過失相抵之可能，詳參：小野寺・前掲注 816）270 頁。
826
山下・前掲注 807）1680 頁。
827
山下・前注）1681〜16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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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而言，於契約轉換時，保險中介人並不負有積極調查被保險人過去保險給付
史，而為其衡量該次轉換是否合適之義務。
與此相對，在【駕駛人年齡案】中，法院明確指出：保險招攬人若在必要說
明外尚為要保人進行其他考量，僅係服務之一部分而非義務。此見解看似與【三
年解約案】、【質借買新險案】及【契約轉換案】相異，惟若後二者僅係在具體
特殊之個案中始有適用，則就論理而言，三案法院之態度並非迥異。
（二）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義務擴張之依據
除締約時之資訊提供義務之外，前述案例亦有涉及保險契約存續過程中，保
險招攬人之義務者。如在【週日變更保單案】中，保險代理人並無在Ａ於週日提
出變更保單之申請而其無法代其完成時，給予其其他建議之義務。而在【未通知

政 治 大
為擴張保險招攬人義務之依據，課予其使要保人達成其投保目的之協力義務；於
立

繳交保險費案】、【毛巾續保案】及【信賴生變案】，法院均以誠實信用原則作
經保險人拒保時，向要保人進行通知之義務；確認要保人有無續保意思之義務。

‧ 國

學

雖學說上有認以誠實信用原則建構此類附隨義務・保護義務有淪於迂迴及曖昧之
虞，而主張應於個案中觀察保險招攬人與顧客間是否存在某些具體特殊之情形，

‧

以作為課予保險招攬人此類義務之依據828。

y

Nat

然而，若細讀法院於上開三案中之論理，可發現法院於適用誠實信用原則時，

sit

（無論有意或無意）均已將發生於個案中之具體特殊情形納入考量，如【未通知

er

io

繳交保險費案】中，存在一「過往均由保險招攬人到要保人處收取保險費」之事

al

n

iv
n
C
時」，向要保人進行通知；在【信賴生變案】中，保險招攬人與要保人間密切關
hengchi U
係之存亡除作為課予要保人續保確認義務之依據外，更作為要保人與有過失程度
實；在【毛巾續保案】中，法院係要求保險招攬人於「要保人經保險人拒絕承保

之認定基準之一。就此以觀，前述學者對誠實信用原則之指謫，似有被淡化之可
能，蓋上述各該具體個案情形，均得用以填充829誠實信用原則之內涵。
第四目

小結

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作為其忠實義務在監理法上之投射，最主要的內涵為
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此類諮詢建議義務於保險招攬人之民事責任上，多以擴張

828

井口・前掲注 409）118 頁、田爪・前掲注 822）110〜111 頁。
一般多謂誠實信用原則之內涵已被具體化於各種法律規定中，然而，若誠實信用原則之內涵
係存在於各法律規定中，則從另一角度觀之，誠實信用原則之內涵實際上係由各種法律規定所填
充。本文使用「填充」一語之處，均同此觀點。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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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重要事項之告知義務搭配侵權行為法加以處理。
此與主張諮詢建議義務得以說明義務加以確立之學說見解一致，但同時也因此造
成了監理法上資訊提供義務於抵達民事責任領域時，因後者有其獨有之架構與論
理，而產生了部分變形之現象830。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內涵為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與其
他得依契約解釋或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建構之義務。就後者而言，法院在保險招攬
人與要保人間使用誠實信用原則時，其立場多所保留；而就前者而言，保險經紀
人與保險招攬人依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負有同樣之重要事項告知義
務，在法院以該條作為保險招攬人於民事法上之諮詢建議義務之基礎的情形下，
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之諮詢建議義務亦可能遭相類之限縮。然而，實務上畢竟
幾未見相關案例，故法院是否將為此認定，抑或捨此不為，反基於保險經紀人之
「立於要保人」之立場而課予保險經紀人此類積極義務，仍有待觀察。

政 治 大
保險中介人各種積極資訊提供義務，並以此於定義上排除保險經紀人代理要保人
立
最後，保險業法之基本立場係在確保要保人自我決定權實現的前提下，課予

締結保險契約之權限。惟如前所述，相較於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對於要保人

‧ 國

學

之自我決定權之侵犯程度更甚，從而，若保險業法上之誠實義務確實包含保險經
紀人作為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則其一方面要求保險經紀人積極介入要保人之自

‧

我決定權，一方面又以保障要保人自我決定權為由，將保險經紀人定位為單純媒

sit

y

al

er

誠實義務於監理法之體現

io

第三款

Nat

介保險契約締結之人，之間價值斷裂，似自不待言。

n

iv
n
C
雖保險業法上並未就誠實義務之內涵進行具體著墨
h e n g c h i U ，惟參考保險公司綜合監
督指導方針，仍得以描摹出其輪廓：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保險業法上雖亦未使
用「諮詢建議義務」一語，惟在保險中介人之資訊提供法體系中，特別在保險業
法 2014 年之修正後，業已存在就結果而言相當接近諮詢建議義務之規制；換言
之，即便保險業法對之保持緘默，誠實義務仍以不同之變體穿梭於其中。以下將
先概覽日本保險募集制度之法體系，復處理與資訊提供及報酬揭露有關之規制，
以觀察日本法下對保險招攬規制所持之態度。
第一目

保險招攬制度之法體系

830

學說上有認，司法實務上之所以未能正面肯認諮詢建議義務之概念存在，其原因可能在於諮
詢建議之確立以雙方間存在某種忠實關係（原文：信認関係）為前提，而對於何種情形下始成立
忠實關係難有一致的見解。詳參：山下・前掲注 807）1691 頁（注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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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險招攬之法體系以 2014 年保險業法修正為分水嶺，呈現二種不同的
樣貌，詳述如下：
一、2014 年以前之規制
（一）消極資訊提供義務
原先規範於舊保險募集取締法第 16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禁止保險人、保險招
攬人、保險經紀人（下稱：保險人與保險中介人）有重要事項未告知及虛偽告知
之行為的規定，在保險業法於 1995 年全面修正後，由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
第一款（下稱：禁止不實表示義務）所承繼831。由於本條係在禁止保險人及保險
中介人之不正行為，並未要求其以積極、主動之態勢向顧客提供與保險契約有關

政 治 大

之資訊，故性質上屬消極之資訊提供義務。

立

（二）積極之資訊提供義務

‧ 國

學

另一方面，雖上開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係禁止保險人及保險中介

‧

人有重要事項未告知行為之規定，惟實際上仍隱含了要求保險人及保險中介人積

y

Nat

極提供資訊之意涵832。即便在 2014 年保險業法修正前，保險業法中未有正面規

sit

範保險人及保險中介人資訊提供義務之規定，但相關規制仍藉由 1998 年新增之

er

io

保險業法第 100 條之 2，而散落於保險業法之各類子法中。該條規定：除法律另

al

n

iv
n
C
於將其業務委託與第三人時，並應採取相關措施，以確保該業務經確實執行（下
hengchi U
稱：體制整備義務）。

有規定外，保險公司應依內閣府令，就與其業務有關之重要事項向顧客進行說明；

在此一體制整備義務之基礎上，舊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53 條第一項第十款
（現為保險業施行規則第 53 條第一項第四款）即要求保險人及保險招攬人（不
包含保險經紀人）須有確保其以適當之方法，將記載保險契約重要事項之書面交
付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措施。而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中更進一步要求保
險人及保險招攬人（不包含保險經紀人）於踐行其資訊提供義務時，應將使顧客
理解保險商品內容必要之情報（下稱：契約概要）及提醒顧客之資訊（原文：注
意喚起情報；下稱：提醒資訊），以書面或其他替代之電磁方式提供於顧客。

831
832

山下・前掲注 641）241 頁、山下・前注）1682 頁。
山本哲生「顧客への情報提供義務」ジュリスト 1490 号（2016 年）14 頁。

233

DOI:10.6814/NCCU202000616

再者，為使顧客能確實購入符合其需求之保險商品，同樣以保險業法第 100
條之 2 為依據，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53 條之 7 規定，要求保險人須有確保其將
依顧客之知識、經驗、財務狀況及交易目的，向其說明保險契約重要事項之相關
措施；詳言之，該規則要求保險人須以書面或其他方式向顧客說明商品或交易之
內容及風險，並妥適理解顧客之意向。保險實務上，多由保險人（及受其委託之
保險招攬人）向顧客交付一「意向確認書面」之方式加以踐行833。
（三）考察
觀察日本保險招攬規制於 2014 年以前之沿革，可知與積極資訊提供義務有
關之規定（即交付「契約概要」之義務、交付「提醒資訊」之義務，以及交付「意
向確認書面」之義務），僅能依附於「體制整備義務」之上，而未能於保險業法

政 治 大
對於與保險人間不具委任・準委任關係的保險經紀人而言，監理法上並不負此種
立

之層次上佔有一席之地。此外，因積極之資訊提供義務均伴隨體制整備義務而生，
義務。

‧ 國

學

二、2014 年以後之規制

‧

y

Nat

保險業法 2014 年之修正，主要即在回應前述問題，而將原先散落於保險業

sit

法施行規則與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針之積極資訊提供義務明確於保險業法中定

er

io

位。詳言之，交付「契約概要」及「提醒資訊」之義務，經本次修正，其內涵成

al

iv
n
C
面」之義務，則為保險業法重要之新設條文即第
U 條之 2 之「意向理解義務
h e n g c h i 294
（原文：意向把握義務）」之原形834。
n

為保險業法新設條文第 294 條之「資訊提供義務」之基礎；而交付「意向確認書

此些規範之詳細內容將文下文詳述，此處須注意者為，無論係資訊提供義務
或意向理解義務，保險人、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均為義務主體，而不再有過
往須依附於保險業法第 100 條之 2 即保險人之體制整備義務的問題。事實上，依
保險業法新設第 294 條之 3 之規定，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已各自負有獨立
之體制整備義務。就保險招攬人之規制而言，不再如同以往須迂迴透過對保險人
之規制以達成其欲規制保險招攬人之實際目的835；而就保險經紀人而言，其基於
與要保人間之準委任契約而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若此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果真如前文所述，為超越一般媒介保險契約締結、而屬更廣泛的資訊提供及提
833
834
835

山下・前掲注 807）1684 頁。
山下・前注）1684～1685 頁。
潮崎・前掲注 639）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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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務之義務，則保險經紀人此後於保險業法上所負之積極資訊提供義務，經由
法律解釋即有與其民事法上義務產生互動，甚或用以填充其內涵之可能。
第二目

與資訊提供有關之規制

一、保險業法上之規制
承接前述，保險業法就資訊提供之規制可分為消極與積極二種規制態樣，而
消極之資訊提供義務指涉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各款之禁止規定，積極之資訊
提供義務則包含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資訊提供義務」及第 294 條之 2 之「意向
理解義務」，分述如下：
（一）禁止不實表示義務等

立

1. 概說

政 治 大

‧ 國

學

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禁止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為以下行
為：①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有虛偽告知，或就契約條款中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

判斷之重要事項未為告知（下稱：虛偽告知及重要事項未告知）836；②就對保險

y

Nat

人而言係屬重要之事實，慫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進行虛偽告知，或妨礙其告知，

sit

或慫恿其不為告知（下稱：告知妨礙）837；③就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而言屬不利

er

io

之事實未為告知，而使已成立之保險契約消滅，以投保新保險契約；或為投保新

al

iv
n
C
保險契約與他保險契約之內容時，就其比較之事項，為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
hengchi U
他不特定之人誤解之告知或表示（下稱：比較推介之誤解）839；⑤就將來始發生
n

保險契約，而使已成立之保險契約消滅（下稱：不當解舊換新）838；④於比較一

之與金錢有關之不確定之事項（如：保單紅利），向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不

836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1 号：
「一 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に対して、虚偽のことを
告げ、又は保険契約の契約条項のうち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の判断に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と
なる重要な事項を告げない行為」
837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2 号と第 3 号：
「二 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が保険会社等又
は外国保険会社等に対して重要な事項につき虚偽のことを告げることを勧める行為。三 保
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が保険会社等又は外国保険会社等に対して重要な事実を告げるのを妨
げ、又は告げないことを勧める行為」
838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4 号：
「四 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に対して、不利益となる
べき事実を告げずに、既に成立している保険契約を消滅させて新たな保険契約の申込みをさ
せ、又は新たな保険契約の申込みをさせて既に成立している保険契約を消滅させる行為」
839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6 号：
「六 保険契約者若しくは被保険者又は不特定の者に対
して、一の保険契約の契約内容につき他の保険契約の契約内容と比較した事項であって誤解
させるおそれのあるものを告げ、又は表示す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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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之人為斷定之表示，或有其他使其將該等事項誤解為已確定者之告知或表示
（下稱：斷定表示）840；⑥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約定或提供其保險費之折扣、回
扣或其他特別利益（下稱：特別利益提供）841；⑦其他依內閣府令規定，而有損
害要保人保護之虞之行為842。
本條就保險人、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之規制十分繁瑣，無論係在立法論
或解釋論上均有高度之討論價值，惟囿於篇幅，以下僅就與本文研究較為相關者
進行探討，包含：虛偽告知及重要事項未告知、不當解舊換新、比較推介之誤解、
斷定表示。
2. 具體內涵
(1) 虛偽告知及重要事項未告知

政 治 大
招攬人、保險經紀人所虛偽告知者是否為與保單條款有關之事項，在所不問。與
立
就虛偽告知而言，本條並未就虛偽告知之客體有所限制，故為保險人、保險

之相對，重要事項未告知之客體僅限於「保單條款中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判斷

‧ 國

學

之重要事項」。之所以有此差異，乃因前者之行為態樣較後者更具惡性使然843。
此外，如前所述，若於認定重要事項及告知方式時，將顧客之屬性及其所屬的狀

‧

態等個別的具體情形納入考量，則本條原先雖作為消極之禁止規定，某程度而言

sit

y

Nat

可能質變為積極之諮詢建議義務。

er

io

(2) 不當解舊換新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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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舊約而購買新的保單（無論新舊保單是否為同一保險人）。須注意者，本條之
hengchi U
射程範圍並未及於「契約轉換」，即：以舊約之責任準備金或保單上其他積存之
本款意在規範保險人、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以不當之方式鼓吹要保人解

金額，作為向同一保險人投保新約的成立要件844。
而所謂「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而言屬不利之事實」，係指解舊換新後，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可能遭受之不利益845。具體內涵可參考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
840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7 号：
「七 保険契約者若しくは被保険者又は不特定の者に対
して、将来における契約者配当又は社員に対する剰余金の分配その他将来における金額が不
確実な事項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ものについて、断定的判断を示し、又は確実であると誤解
させるおそれのあることを告げ、若しくは表示する行為」
841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5 号：
「五 保険契約者又は被保険者に対して、保険料の割引、
割戻しその他特別の利益の提供を約し、又は提供する行為」
842
保険業法第 300 条第 1 項第 9 号：
「前各号に定めるもののほか、保険契約者等の保護に欠
けるおそれがある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行為」
843
細田・前掲注 641）500 頁。
844
細田・前注）469 頁、547〜548 頁。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2 第 3 項 9 号。
845
細田・前注）5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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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2―2（7），包含：解約金之部分金額是否於解約之同時被扣除、要保人
是否因解約而於一定期間內喪失領取保單紅利之權利、要保人是否因被保險人之
健康狀況惡化而無法為之締結新約等。
(3) 比較推介之誤解
保險人、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於比較推介複數保險商品時，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可能因其之推介方式，而對該保險契約之內容產生誤解。惟此種誤解可能
並不落入「虛偽告知及重要事項未告知」及後文所述之「資訊提供義務」之規範
範圍，故本條之存在有其意義846。其具體內涵同樣可參考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
方針Ⅱ―4―2―2（9）②イ之規定，如：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提示未有事實支持
之數值，或僅向其提示部分之客觀事實。
此外，本條另有一值得注意之處，即 2014 年保險業法修正後，針對此複數

政 治 大
主要落於前述之獨立保險代理人身上。然而，本條之適用對象並未限於獨立保險
立

保險商品之推介行為之規制（保險業法施行細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
代理人，但凡有推介複數保險商品之行為者，無論其係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

‧ 國

學

險經紀人，均有本條之適用。

‧

(4) 斷定表示

y

Nat

本條係為避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就客觀

sit

上尚無法全然斷定之事項為確定之判斷，並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表示，使其於未

al

er

io

能瞭解保險商品之風險的情況下，購買該保險商品。而條文中之「將來始發生之

v

n

與金錢有關之不確定之事項」
，大致上包含保單紅利、變額保險金及解約金等847。

Ch

（二）資訊提供義務

engchi

i
Un

1. 新設本條之理由
承接前述，過往保險業法上未見積極之資訊提供規制，僅得迂迴適用保險業
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要求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為重要事項之
告知。此種法規制下存在二問題：
首先，因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各款屬消極之資訊提供規制、保險人、保
險招攬人或保險經紀人若違反該條規定，將有受刑罰制裁之可能，基於刑罰謙抑
性，往往難以靈活適用本條以達積極保護保險消費者之目的。

846
847

細田・前注）561 頁。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3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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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其他金融法規如銀行法中，已設有要求銀行業者就銀行存款相關事
項，向消費者負積極資訊提供義務（銀行法第 12 條之 2 第一項）。對一般人而
言，銀行存款係較保險契約更易理解者，若銀行業者就前者尚負有積極之資訊提
供義務，則僅有消極之資訊提供規制之保險業法，於價值上顯然有所失衡848。
從而，保險業法於 2014 年修正時，立法者即將原先散落於保險業法之子法
與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導方針中之規範，以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形式，賦予其明
確的法律地位。以下即就本條之內容進行討論。
2. 具體內涵
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規定，保險公司、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及
其僱用人或使用人），就保險契約之締結、保險招攬，或勸誘要保人主動進行投
保時，應依內閣府令，提供要保人保險契約之內容及其他對要保人而言具參考價

政 治 大

值的資訊。但依內閣府令而無損要保人保護之虞者，不在此限849。

立

(1) 義務主體

‧ 國

學

本條之義務主體與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相同，均包含保險人、保險招攬
人及保險經紀人（下稱：資訊提供義務人）。換言之，在消極與積極之資訊提供

‧

義務上，不論係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的保險人，抑或銷售保險之中介人，負同等

y

Nat

之資訊提供義務。此種齊一式的規範方式，將觸發一問題，即：若上開任一義務

sit

主體已踐行本條之資訊提供義務，則他義務主體是否因此免負資訊提供義務？就

er

io

此，雖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未置一詞，惟學說上有認應採肯定見解，蓋若要

n

al

v

保人於判斷是否投保時已獲得足夠且必要的資訊，對其之保護已屬周全，此時並

i
850
Ch
無再要求他義務主體踐行資訊提供義務之必要
。U n
engchi
848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12 頁。
保険業法第 294 条第一項：
「保険会社等若しくは外国保険会社等、これらの役員（保険募集
人である者を除く。
）
、保険募集人又は保険仲立人若しくはその役員若しくは使用人は、保険契
約の締結、保険募集又は自らが締結した若しくは保険募集を行った団体保険（団体又はその代
表者を保険契約者とし、当該団体に所属する者を被保険者とする保険をいう。次条、第二百九
十四条の三第一項及び第三百条第一項において同じ。
）に係る保険契約に加入することを勧誘
する行為その他の当該保険契約に加入させるための行為（当該団体保険に係る保険契約の保
険募集を行った者以外の者が行う当該加入させるための行為を含み、当該団体保険に係る保
険契約者又は当該保険契約者と内閣府令で定める特殊の関係のある者が当該加入させるため
の行為を行う場合であって、当該保険契約者から当該団体保険に係る保険契約に加入する者
に対して必要な情報が適切に提供され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ると認められるときとして内閣府令
で定めるときにおける当該加入させるための行為を除く。次条及び第三百条第一項において
同じ。
）に関し、保険契約者等の保護に資するため、内閣府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保険契
約の内容その他保険契約者等に参考となるべき情報の提供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
保険契約者等の保護に欠けるおそれがない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
ない。
」
850
細田・前掲注 641）415～416 頁、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回答 No.44。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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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說明事項及方法
資訊提供義務之具體內涵規範為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各
款中，雖仍有部分外溢之現象，但大致上仍以前述「契約概要」及「提醒資訊」
為基礎851。詳述如下：
A. 交付記載契約概要及提醒資訊之書面
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一款規定，資訊提供義務人應以書面
（以電磁紀錄表示者，應展示該顯示畫面）向要保人說明下列事項，並將記載各
該事項之書面交付與要保人。應為資訊提供之內容包含：①保險商品之結構；②
與保險給付有關之事項（含保險金給付之主要事由及無法獲領保險金之主要情
形）；③與主要可附加之特約有關之事項；④與承保期間有關之事項；⑤保險金

政 治 大
保單紅利有關之事項；⑨與保險契約解約及解約金有關之事項；⑩與撤銷保險契
立
額及其他承保條件；⑥與保險費有關之事項；⑦與繳交保險費有關之事項；⑧與
約有關之事項；⑪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告知義務有關之事項；⑫與保險責任之

‧ 國

學

開始有關之事項；⑬與保險費繳交猶豫期間有關之事項；⑭與保險契約停、復效
有關之事項；⑮與安定基金與其他要保人保護措施有關之事項；⑯指定之紛爭解

‧

決機構（若無指定之紛爭解決機構，則須告知其他申訴管道）；⑰其他不屬於①

y

Nat

至⑯之事項，但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理解保險商品之內容所必要之事項，及提醒

er

io

sit

資訊中，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而言具參考價值，而有特別說明之必要者。

al

iv
n
C
除上開所列①至⑰之事項外，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
hengchi U
二款規定，資訊提供義務之內涵尚包含：於進行是否投保之判斷時具參考價值之
n

B. 說明契約概要及提醒資訊以外之其他可供參考之事項

事項。本款與前述⑰之差別在於，前者限於與保險商品之內容有關之事項，後者
則尚指涉與保險商品之內容無關，但仍可能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投保判斷之
事項，例如：與保險目的、保險給付有關之附帶服務852。此外，前述⑰之資訊提
供方式為「以書面說明」並「交付書面」，本款無須交付書面，僅須就該事項為
說明即可；至若說明方式，則不限於書面或口頭853。
(3) 例外規定

851

山本・前掲注 832）14 頁。
舉例而言，如汽車保險附帶道路拖吊服務，參：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
回答 No.48。
853
細田・前掲注 641）435 頁。山本・前掲注 832）15 頁。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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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資訊提供義務之內容可謂相當複雜而繁瑣，若將之一體適用於所有險
種，恐有未當。從而，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三款、保險業法
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七項第一款即設有例外規定。前者為說明方法的簡化，
後者為完全排除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資訊提供義務之規定。
A. 說明方法之簡化
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三款規定，於特定情形中，資訊
提供義務人僅須以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合意，或衡酌該保險契約之特性，以有助
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理解之方式踐行其資訊提供義務即可。而該特定情形包含：
①企業經營者為經營其事業而投保之財產保險，或其他內容具高度個別性或特殊
性之財產保險；②每年所支付之保險費少於五千日圓之保險；③對團體保險之要
保人所為之資訊提供；④既存保險契約為一部之變更時，就變更部分之資訊提供。

政 治 大
形，其考量之因素為企業經營者為其經營事業所締結之保險契約多較具特殊性，
立
本款之例外規定可視為對資訊提供之高度規制所為之一種緩和，於①之情

相較於以定型化之方式踐行資訊提供，毋寧非定型之方式較為合適854；於②之情

‧ 國

學

形，若要保人所支付之保險費極少，則該保險商品多半為相對單純而易理解者，
為免造成實務上之過度負擔，爰將此納入例外規定855；於③之情形中，因團體保

‧

險之要保人僅為一形式之團體，原則上應期待由要保人團體向個別被保險人為資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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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訊提供，而在此前提下，並無要求資訊提供義務人以一定之方式踐行義務之必要

sit

；於④之情形中，因契約僅有部分變更，對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影響

n

al

er

io

較小，故亦容許資訊提供義務人以便宜之方式盡其義務857。
B.

完全排除資訊提供義務C 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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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七項規定，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但
書所謂依內閣府令而無損要保人保護之虞而排除同條本文之適用的情形，包含：
①被保險人未負擔任何保險費；②保險期間在一個月以內，且被保險人所負擔之
保險費在一千日圓以下；③被保險人係因參加某種活動或接受某種服務而成為被
保險人（如以遊樂園之遊客為被保險人之傷害保險858、信用卡公司以持卡人為被
保險人投保之傷害保險859）；④公年金或企業年金保險；⑤既存保險契約為一部
之變更時（就未變更部分）。於以上五種情形，被保險人多僅為單純的利益接受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14 頁。
WG 報告書・前注）15 頁。
WG 報告書・前注）15 頁。
細田・前掲注 641）441 頁。
山本・前掲注 832）17 頁。
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回答 No.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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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似無要求資訊提供義務人須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對被保險人負資訊提
供義務之必要860。此外，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二項規定，保險業法第 300 條之
2 所稱因金融市場相關指標變動而有蒙受損失之虞，進而準用金融商品交易法之
特定保險契約，因其於金融商品交易法上有其特別之規制（如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37 條之 3）故無本條之適用。
3. 獨立保險代理人等特有之資訊提供規制（下稱：比較推介規制）
承前所述，近年獨立保險代理人急速發展，為確保其於推介保險商品時之中
立性及公平性，除同樣適用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一款、第二
款之規定外，同條第四款尚針對此種有所屬於二以上之保險公司的保險招攬人
（下稱特別資訊提供義務人），設有更詳細的資訊提供規制，詳述如下：

政 治 大
(1) 提供顧客有關契約內容之比較事項時的資訊提供
立

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イ之規定：於就複數之保

‧ 國

學

險商品（是否為同一保險公司之商品在所不問）提供顧客有關比較各該保險契約
內容之事項時，特別資訊提供義務人應同時提供與該等比較有關事項的資訊861。

‧

本條雖並未明示何謂「提供顧客有關比較各該保險契約內容之事項」之意涵，惟

y

Nat

參考學說見解，可知其應指特別資訊提供義務人已就複數商品間為條件面與內容

sit

面之優劣推測862，於此情形下，因顧客基於其自由意思而選擇保險商品之過程有

al

er

io

被扭曲的可能，故有必要要求特別資訊提供義務人再向顧客提供其為該等優劣推

v

n

測之根據（即「與該等比較有關之事項」），以協助顧客進行正確之判斷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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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顧客之意向而進行保險商品提案時的資訊提供
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ロ之規定：特別資訊提供
義務人若於其所經手的保險商品中（是否為同一保險公司之商品在所不問），依
顧客之意向而向其提案複數具比較可能性、且為同一險種之保險契約（下稱提案

860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16 頁。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2 第 3 項第 4 号：
「イ 当該所属保険会社等（保険募集人保
険会社等にあっては、
所属保険会社等又は当該保険募集人保険会社等。
第二百二十七条の十二、
第二百二十七条の十四第一項及び第二百三十四条の二十一の二第一項第二号イにおいて同じ。
）
が引き受ける保険に係る一の保険契約の契約内容につき当該保険に係る他の保険契約の契約
内容と比較した事項を提供しようとする場合 当該比較に係る事項」
。
862
若特別資訊提供義務人向顧客提示者僅為複數保險商品之契約概要，則不該當本條之「提供
顧客有關比較各該保險契約內容之事項」
。詳參：細田・前掲注 641）447 頁、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回答 No.500〜504 参照。
863
細田・前掲注 641）447～448 頁。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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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則須向顧客說明提案保險契約之概要及其提案理由864。就何謂「具
比較可能性、且為同一險種之保險契約」之判斷而言，除須考量風險種類、保險
給付之內容以及保險契約之特性、類型等客觀要素外，尚須將顧客之主觀意向納
入考量，以為實質性的判斷865。此外，雖本條之規範對象為「依顧客之意向而向
其提案」，惟若顧客之意向已明確至要求締結特定保險契約，則此時其意思決定
無產生偏誤之可能，是無本條之適用866。
(3) 非依顧客之意向而進行保險商品之提案時的資訊提供
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ハ之規定：特別資訊提供
義務人若非依同條ロ之規定向顧客提案複數具比較可能性、且為同一險種之保險
契約，則須向顧客說明其提案理由867。所謂「非依顧客之意向而進行保險商品之
提案」係指基於保險費較為便宜或保險招攬人之經營方針等理由而向顧客為商品

政 治 大
之 2 已明文規定保險人、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均負有按照顧客之意向進行提
立

之提案868，此時應向顧客說明其如此提案之理由。須注意者，保險業法第 294 條
案之義務，在此前提下，本條所稱「非依顧客之意向而進行保險商品之提案」應

‧ 國

學

指，特別資訊提供義務人須以合於顧客意向之方式提案複數商品，惟於協助顧客
為締結何種保險商品之選擇時，該具體之提案理由得與顧客之意向無涉869。

‧
sit

y

Nat

（三）意向理解義務

er

io

1. 新設本條之理由

al

iv
n
C
條之 2 及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53 h
條之 7 規定，由保險人（及受其委託之保險招
engchi U
n

如前所述，在 2014 年保險業法修正前，意向把握義務係依據保險業法第 100

864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2 第 3 項第 4 号：
「ロ 二以上の所属保険会社等（保険募集
人保険会社等にあっては、一以上の所属保険会社等及び当該保険募集人保険会社等。
）が引き
受ける保険（ハ、第二百二十七条の十二、第二百二十七条の十四第二項並びに第二百三十四条
の二十一の二第一項第二号ロ及びハにおいて「二以上の所属保険会社等が引き受ける保険」と
いう。
）に係る二以上の比較可能な同種の保険契約の中から顧客の意向に沿った保険契約を選
別することにより、保険契約の締結又は保険契約への加入をすべき一又は二以上の保険契約
（以下「提案契約」という。
）の提案をしようとする場合 当該二以上の所属保険会社等を有
する保険募集人が取り扱う保険契約のうち顧客の意向に沿った比較可能な同種の保険契約の
概要及び当該提案の理由」
。
865
細田・前掲注 641）450 頁、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回答 No.74〜77 参
照。
866
細田・前注）453 頁、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回答 No.89。
867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条の 2 第 3 項第 4 号：
「ハ 二以上の所属保険会社等が引き受け
る保険に係る二以上の比較可能な同種の保険契約の中からロの規定による選別をすることな
く、提案契約の提案をしようとする場合 当該提案の理由」
。
868
山下・前掲注 641）245 頁、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9(5)。
869
細田・前掲注 641）462～4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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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人）以向顧客交付「意向確認書面」之方式加以踐行（下稱：舊法制）。詳言
之，在舊法制下，保險人（及受其委託之保險招攬人）須將①與顧客需求有關之
資訊，以及②何以顧客準備投保之保險商品與其需求一致之主要考量理由，記載
於意向確認書面上，並於契約締結前交付顧客，予其確認該商品與其需求一致之
最終機會870。
然而，即便保險人（及受其委託之保險招攬人）將載有該保險商品之推薦理
由的書面交付顧客，在該書面之內容千篇一律的情形下，開始出現了形式化的現
象871。此外，顧客在聽了繁瑣的資料說明後，於最後的意向確認時作出 「是」
的回答亦屬常見。就此以觀，舊法規似未能完整發揮其效果872；而在招攬初期的
階段有必要進行意向確認之制，於爭議發生時，亦因有書面的意向確認，而成為
保險人（及受其委託之保險招攬人）的免責符873。為解決此問題，建立更完善之
投保環境――即顧客得在對其自身風險有所認識，而何種風險又應為保險所承保

政 治 大
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意向理解義務」 。
立

之前提下再為投保――2014 年保險業法爰增訂第 294 條之 2，課予保險人、保險
874

‧ 國

學

2. 具體內涵

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規定，保險公司、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於保

‧

險契約之締結、保險招攬，或勸誘要保人主動進行投保時，除經內閣府認定為無

y

Nat

損及要保人等之保護之情形外，均應①理解顧客的意向；②提案締結符合該意向

n

al

er

io

內容合致之機會875。

sit

之保險契約；③說明該保險契約之內容；④提供顧客確認其意向與該保險契約之

870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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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下・前掲注 661）21 頁。
871
木下・前注）22 頁、金融審議会「保険商品・サービスの提供等の在り方に関するワーキン
グ ・ グ ル ー プ 」 第 2 回 議 事 録 〔 丹 野 発 言 〕（ 金 融 庁 ウ ェ ブ サ イ ト
［https://www.fsa.go.jp/singi/singi_kinyu/hoken_teikyou/gijiroku/20120627.html］
）を
参照し、最終閲覧日：2020/01/09）
。
872
山下・前掲注 641）249 頁。
873
木下・前掲注 661）22 頁、WG 議事第 4 回議事録〔加藤発言〕
。
874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10 頁。須注意者，依學者所言，
「意向理解義務」似於修法之最終
階段始匆忙提出者，就此，學者認有所不當。詳參：洲崎・前掲注 724）12 頁。
875
保険業法第 294 条の 2：
「保険会社等若しくは外国保険会社等、これらの役員（保険募集人
である者を除く。
）
、保険募集人又は保険仲立人若しくはその役員若しくは使用人は、保険契約
の締結、保険募集又は自らが締結した若しくは保険募集を行った団体保険に係る保険契約に
加入することを勧誘する行為その他の当該保険契約に加入させるための行為に関し、顧客の
意向を把握し、
これに沿った保険契約の締結等
（保険契約の締結又は保険契約への加入をいう。
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同じ。
）の提案、当該保険契約の内容の説明及び保険契約の締結等に際し
ての顧客の意向と当該保険契約の内容が合致していることを顧客が確認する機会の提供を行
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保険契約者等の保護に欠けるおそれがない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
で定め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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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務主體
本條之義務主體與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及同法第 294 條第一項相同，均
包含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下稱：意向理解義務人）。本條與保險
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面臨相同的問題，即：若上開任一主體已踐行本條之意向理
解義務，則他主體是否因此免負意向理解義務？就此，學說上有謂應採肯定見解，
若任一主體已善盡意向理解義務，則他主體無須再為該義務之踐行876。
(2) 意向理解之內容及方法
A. 概說
承接前述，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規定，意向理解義務之內容為：①理解
顧客的意向；②提案締結符合該意向之保險契約；③說明該保險契約之內容；④

政 治 大
仍屬高度抽象之規定，惟尚有以此為基礎，勾勒出意向理解義務之輪廓之可能。
立
提供顧客確認其意向與該保險契約之內容合致之機會。雖就條文內容而言，本條

詳言之，意向理解義務之核心為①理解顧客之意向，並在此基礎上，向顧客②提

‧ 國

學

案締結符合該意向之保險契約、③說明該保險契約之內容，最後再予其進行意向
最終確認之機會。顧客之意向可能在①至④等階段中反覆變更，而意向理解義務

‧

人之義務即係於抵達締約之階段前，確實理解顧客之意向，輔助其締結合於需求

y

Nat

之保險契約877。

sit

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之所以僅作一般原則性之規定係其來有自，蓋若以

er

io

強制的方式規定統一的意向理解義務，除恐將使其再度淪於形式化外，亦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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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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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具體內涵，依保險商品之種類、保險招攬之型態之差異，於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
hengchi U
針Ⅱ―4―2―2(3)中規範意向理解之內容及標準之履行方式878。詳述如下。
成意向理解義務人與顧客雙方過度的負擔，從而，立法者選擇將意向理解義務之

B. 意向理解之內容
應為意向理解・確認之對象，依險種而於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針Ⅱ
―4―2―2(3)②設有不同之規定。首先，針對人壽保險與醫療險、傷害險等實支
實付險種者（原文：第三分野の保険）而言，意向理解義務人應確實就顧客所希
望之①險種；②保險期間、保險費、保險金之範圍；③是否有儲蓄需求；④是否

876

細田・前掲注 641）485～486 頁、平成 27 年 5 月 27 日付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回答 No.306。
細田・前注）487～488 頁。
878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10 頁。須注意者，依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
①本文規定，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所揭示之方法僅為最低標準，保險人及其保險招攬人得以
其他與之同等方式踐行意向理解義務。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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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優先事項等進行理解與確認。其次，針對財產保險而言，應就顧客所希望
之①險種；②補償內容（如：汽車保險中是否存在限制駕駛人年齡條件之特約條
款、火災保險是否附帶地震保險等）；③保險期間、保險費、保險金之範圍；④
是否有其他優先事項等進行理解與確認。
C. 意向理解之方法
依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Ⅱ―4―2―2(3)①之規定，學者大致上將意向理
解之方法區分為以下三種879：意向理解型（原文：意向把握型）、意向推定型（原
文：意向推定型）、財產保險型（原文：損保型）。之中前二者係適用於人壽保
險（原文：第一分野の保険）與醫療險、傷害險等實支實付險種者（原文：第三
分野の保険），而財產保險型則適用如財產保險。

政 治 大
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首先舉出之方法為，先經由問卷等方式理解顧客之
立
(i) 意向理解型

意向（下稱「最初意向」），復再向顧客提案適合該意向的個別計畫，並說明該

‧ 國

學

計畫與意向之間的對應關係880。由於此制比起提案本身，更著重於提案之前就顧
客之意向進行理解，故被稱為「意向理解型」881。

‧
y

Nat

(ii) 意向推定型

sit

除意向理解型外，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另設有其他意向理解之方法。即

er

io

每次意向理解義務人向顧客提案特定計畫時，應向顧客說明其係因推定了顧客的

al

iv
n
C
與意向理解型相比，此制並非先基於顧客之意向而為提案，而是以意向理解義務
hengchi U
人所推定之意向為基礎，意向理解義務人在確定顧客之意向前即備有提案，故稱
n

何種意向而設計此計畫，並就該計畫及其與推定意向間的對應關係進行說明882。

之為「意向推定型」883。須注意者，意向推定型並未免除意向理解義務人之意向
理解義務，而係並非免除對顧客意向的把握，而是於向顧客提案其所準備的提案
時，一邊說明，一邊確認該提案是否符合顧客之意向，而後復基於在該過程中所
釐清之顧客意向，重新提案884。
前文已就「意向理解型」與「意向推定型」之內涵進行說明，為使二者之差
異更為明確，茲將前述內容以下表表示：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山下・前掲注 641）249 頁、木下・前掲注 661）23 頁。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①ア。
木下・前掲注 661）23 頁。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①イ。
木下・前掲注 661）23 頁。
木下・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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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理解型

意向推定型

① 以問卷等方式於提案前事先理解 ① 依顧客之屬性或生活環境推定其
顧客之意向（最初意向）。

意向。

② 依據該意向向顧客提案個別計畫。 ② 依據該推定之意向向顧客提案個
別計畫。
③ 說明所理解之顧客意向與該提案 ③-1 於每次進行②時，將推定之意向
間之關係。

與個別計畫之關係記載於書面
上，並向顧客說明。
③-2 透過提案個別計畫之過程，理解
顧客之意向。

④ 確定顧客之最終意向。

④ 確定顧客之最終意向。

政 治 大
比較記載於書面上，若二者有所差
比較記載於書面上，若二者有所差
立

⑤ 將顧客之最初意向與最終意向之 ⑤ 將最初之推定意向與最終意向之
異，應向顧客說明。

‧ 國

學

異，應向顧客說明。

⑥ 確認顧客之最終意向與保險契約 ⑥ 確認顧客之最終意向與保險契約
之內容合致。

⑦ 締結契約。

‧

⑦ 締結契約。

之內容合致。

i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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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表 3：意向理解型與意向推定型之意向理解義務）

er

誠然，意向理解型與意向推定型係就最初提案是否係以顧客之意向為基礎而

al

n

iv
n
C
hengchi U
妥當。蓋就招攬實務而言，亦存在部分根據顧客意向、部分根據推定意向而為商
885
有概念上之差異，惟學者指出，若將此差異原封不動地作為評價規範，並不必然

品提案之情形；換言之，即混合了意向理解型與意向推定型 。更進一步言之，
真正重要者毋寧係就最初之意向（無論係顧客之意向或推定之意向）與最終意向
進行比較說明之過程。學說上有將該過程稱為「回頭檢視（原文：振り返り）」
者886，經由「回頭檢視」之實踐，確認顧客之最終意向意向是否與保險契約之內
容合致887。
(iii) 財產保險型

885

木下・前注。
錦野裕宗「
〈講演録〉保険業法改正の対応へ向けて――パブリックコメント結果を踏まえて」
損害保険研究 77 巻 3 号（2015）111 頁。
887
木下・前掲注 661）24 頁。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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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產保險型中，所謀求者為，於理解顧客之主要意向及資訊後向其提案個
別計畫，並以易於顧客理解的方式向其說明該意向與個別計畫之關係888。與意向
理解型、意向推定型之不同之處在於，財產保險型中，意向理解義務人無須進行
「回頭檢視」的動作。
為利理解，將前述內容表示如下：
① 意向之理解

在向顧客提案包含保險金、保險費等
事項之個別計畫前，事先理解顧客之
主要意向及資訊

② 提案・說明

基於①所理解之意向，向顧客提案個
別計畫，並以易於顧客理解的方式向
其說明該意向與個別計畫之關係。

③ 意向與契約內容合致之確認

立

治
政 確認顧客之最終意向與保險契約之內
大
容合致。

（表 4：財產保險型之意向理解義務）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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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外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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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但書規定，經內閣府認定為無損及要保人等之

sit

保護之情形無意向理解義務之適用外，在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Ⅱ

n

al

er

io

―4―2―2(3)①、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6 中亦設有其他例外規定。與資

i
Un

v

訊提供義務相類，前者為踐行方式之簡化，後者為完全排除意向理解義務之適用
者。

Ch

engchi

A. 踐行方式之簡化
依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Ⅱ―4―2―2(3)①規定，於特定情形中，資訊提
供義務人僅須在保險商品之特性、推定之顧客屬性、契約型態等基礎上，適切地
踐行其意向理解義務即可。而所謂特定情形包含：①企業經營者為經營其事業而
投保之財產保險，或其他內容具高度個別性或特殊性之財產保險889；②每年所支
付之保險費少於五千日圓之保險890；③依保險業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二項

888
889
890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①ウ。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①オ。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①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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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攬之團體保險891。以上各情形之考量理由與資訊提供義務之部分的討論並無太
大差異，在此不贅。
B. 完全排除意向理解義務
依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6 規定，完全排除意向理解義務之適用者
包含：①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七項第一款所定之情形（即前揭不適
用資訊提供義務之情形）；②強制投保之保險；③勞工財形儲蓄契約（原文：勤
労者財産形成貯蓄契約）。另須注意者，保險業法第 300 條之 2 所稱因金融市場
相關指標變動而有蒙受損失之虞，進而準用金融商品交易法之特定保險契約，依
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Ⅱ―4―2―2(3)②規定，仍有意向理解義務之適用，蓋
金融商品交易法上之適合性原則與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意向理解義務，於射
程範圍、義務內容均有所不同，後者為適用於所有商品及所有招攬型態之一般原
則892。

立

政 治 大

3. 與資訊提供義務之關係

‧ 國

學

(1) 與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之關係

‧

誠如前述，無論係保險業法第 294 條第一項「資訊提供義務」或此處之「意

y

Nat

向理解義務」，在保險業法施行細則與保險業綜合監督指導方針多重且繁複的規

sit

制方式下，如何理解二者之關係，即生疑義。就此，學說上有認，既意向理解義

er

io

務之課予係為使顧客所購買之保險商品確實符合其需求，則於此意義之下，意向

al

iv
n
C
務要求義務人提供保險契約之內容及其他對其而言具參考價值之資訊，而
「意向
hengchi U
理解義務」要求義務人在理解顧客意向之前提下，向顧客提案、說明該保險契約
n

理解義務具備提示何謂「適正之保險招攬過程」之機能893。易言之，資訊提供義

之內容；兩相對照，若依前述學說見解，則資訊提供義務人於踐行資訊提供義務
時，亦須將顧客之意向納入考量894。
(2) 與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之關係
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主要在規制獨立保險代理人
之資訊提供義務，由於同條ロ及ハ之規定於文義上仍分別出現「依顧客之意向而

891

保険会社向けの総合的な指針Ⅱ―4―2―2(3)①カ。
細田・前掲注 641）503 頁。
893
山下徹哉「保険募集に係る業法規制について：平成 26 年保険業法改正を中心に」生命保険
論集 193 号（2015）93 頁。
894
細田・前掲注 641）485 頁、山下・前注）93〜94 頁。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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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商品提案」及「非依顧客之意向而進行商品提醒」等用語，導致在解釋其與
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關係時的諸多困難。為利理解，圖式如下：
A. 與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ロ之關係

依顧客之意向提案保險商品
保險業法§294-2

保險招攬人所
經手之全部商

依顧客之意向推介保險商品

品

保險業法施行規則§227-2Ⅲ④ロ

依顧客之意向所提案之保險商品

依顧客意向所推介之保險商品

政 治 大

（圖 1：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與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ロ之關係895）

立

如圖 1 所示，獨立保險代理人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規定，於其所經手之

‧ 國

學

全部商品中，依顧客之意向對顧客提案保險商品。由於此時顧客多僅有一潛在的
投保需求（原文：潜在的ニーズ）896，為明確其需求，透過廣泛性地理解顧客所

‧

希望之①險種；②保險期間、保險費、保險金之範圍；③是否有儲蓄需求；④是

y

Nat

否有其他優先事項等，向其提案符合其意向之保險商品。而又因獨立保險經紀人

sit

常有對顧客進行比較推介之行為，故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

er

io

四款再課予其更細緻的義務，即須向顧客說明所提案之保險契約之內容及提案理

al

iv
n
C
其他優先事項，於顧客有強烈特定需求之情形下，以廣泛／細緻作為區別保險業
hengchi U
法第 294 條之 2 及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並不容易897。
n

由。惟須注意者，由於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意向理解義務之範圍包含④是否有

895

山本啓太「意向把握義務と推奨販売における顧客の意向――顧客のニーズに合った商品が
販売されるために――」損害保険研究 78 巻 3 号（2016）99 頁を参考した上で描いておる。
896
山本・前注）94 頁。
897
山本・前注）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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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ハ之關係

依顧客之意向提案保險商品
保險業法§294-2

保險招攬人所
經手之全部商

非依顧客之意向推介保險商品

品

依顧客之意向所提案之保險商品

保險業法施行規則§227-2Ⅲ④ハ
非依顧客意向所推介之保險商品

（圖 2：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與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四款ハ之關係898）

如圖 2 所示，同樣地，獨立保險代理人首先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規定，

政 治 大
商品中，以保險費較為便宜或保險招攬人之經營方針等與顧客之意向無涉之理由
立
於其所經手之全部商品中，依顧客之意向對其提案保險商品，而後於複數之保險

對其進行比較推介。惟論者有認，若容許獨立保險人自身之判斷介入締結何種保

‧ 國

學

險商品之最終決定，則將與意向理解義務之本旨相悖899。再者，若獨立保險招攬
人依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確實踐行廣泛之意向理解義務，使顧客得以獲得符

‧

合其需求之保險保障，則其係基於何種推介理由，對顧客之最終判斷而言似不具

y

sit
er

io

（四）考察

Nat

影響力900。

n

al

1.

ni
Ch
重視保險消費者意向形成之過程
U
engchi

v

舊法制中之「交付意向確認書面義務」原先並不適用於財產保險，蓋財產保
險之要保人通常於取得財產、開始進行風險活動時即有投保之明確契機，故其最
初意向受不正保險招攬行為之影響亦較小901；與之相對，在人壽保險與醫療險、
傷害險等實支實付險種之情形中，要保人往往難於其健康出現狀況前即對其投保
需求有所自覺。對此，一方面有必要喚起其潛在的需求，使其對自身之風險狀況
有更深的了解；另一方面也須避免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過度介入要
保人意向形成之過程而使之成為一種誘導902——意向理解義務即係為此而生。而

898
899
900
901
902

山本・前注）102 頁を参考した上で描いておる。
山本・前注）103 頁。
山本・前注）104 頁。
木下・前掲注 661）24 頁。
木下・前注）24～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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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意向理解義務已具備了提示「何謂適正之保險招攬過程」之機能，作
為保險業法資訊提供規制之一般原則，更彰顯了一事：從消極資訊提供義務過渡
到積極資訊提供義務之過程，保險招攬人不僅不得有不正誤導或誘導之行為，尚
須積極協助要保人理解其自身風險需求。
2. 保險業法已具備廣義適合性義務之色彩
承前所述，依保險業法第 300 條之 2 規定，具投資風險之保險商品如變額年
金保險等，準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有關適合性原則之規定。惟不具投資風險之保
障型商品是否亦有適合性原則之適用， 日本曾於 2006 年前後展開熱烈的議論
903

。惟因「適合性原則」在用語上之歧異性、作為法規範欠缺明確性，以及恐與

投資交易領域之適合性產生混淆等，適合性原則始終處於無法於保險業法中落地
之狀態904，僅以保險業監督指導方針中之「交付意向確認書面義務」作為確保保

政 治 大
藉由保險業法 2014 年之修正，原先之「交付意向確認書面義務」升級為「意
立

險消費者所購買之保險商品與其需求一致之機制905。

向理解義務」（即依顧客之意向提案、說明保險商品之內容），論者有認雖仍未

‧ 國

學

完全與（廣義）適合性義務（即以適合顧客之方式進行商品之推介）之意涵一致
906

，但要求意向理解義務人須協助保險消費者理解其自身風險需求、須盡可能地

‧

使其所購買之保險商品合乎需求，實際上已屬於保險領域引入適合性原則的一種

sit

y

Nat

形式907。

er

io

3. 比較推介規制得作為獨立保險代理人之「誠實義務」

al

n

iv
n
C
避免其於推介保險商品時，以所受佣金多寡為基礎，進而推薦保險消費者不適合
hengchi U
的保險商品；與之相對，進行比較推介之獨立保險代理人，因其在法律上仍被定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於保險業法上尚對保險消費者負有「誠實義務」，以

位為為保險公司招攬保險之保險招攬人，故不負此種義務。惟隨著近年來獨立保
險代理人之數量急速增加，為避免其為獲得高額之手續費而推薦不符合顧客需求
之保險商品，保險業法第 294 條 2 及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27 條之 2 第三項第
四款即分別增訂「意向理解義務」及「比較推介規制」，以作為次佳之解決方法

903

より詳細には、村田敏一「
『適合性原則』を巡って―その諸相、生命保険契約の場合―」生
命保険論集 154 号（2006）154〜155 頁。
904
木下・前掲注 661）26 頁。
905
金融審議会保険の基本問題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中間論点整理」
（平成 21 年 6
月 19 日）4 頁。
906
山本・前掲注 895）101〜102 頁。
907
木下・前掲注 661）26 頁、山下・前掲注 893）90〜91 頁、錦野・前掲注 886）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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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

。而從「誠實義務」、「意向理解義務」、「比較推介規制」均係為消弭保險

中介人因其報酬結構所致利益衝突之角度觀之，應有將後二者（尤其是僅獨立保
險代理人有其適用之「比較推介規制」）解為獨立保險代理人之「誠實義務」的
可能。
二、金融商品販賣法上之規制
除保險業法之外，保險招攬過程中之資訊提供規制亦可見於金融商品販賣法
中，分別係第 3 條第一項之說明義務及第 4 條之禁止提供判斷之義務。由於後者
與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七款無甚差異，故以下僅就金融商品販賣法上之說
明義務進行說明。
（一）概說

立

政 治 大

金融商品販賣法第 3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金融業者於販售金融商品時，

‧ 國

學

應就『重要事項』，依考量顧客之知識、經驗、財務狀況及購買該金融商品之目
的，以顧客得理解之方式，向其為說明。本條可謂係廣義適合性原則之規定909。

‧

而所謂重要事項，係指於販售金融商品時：①若因利率、通貨價格或有價證

y

Nat

券市場之其他指標之變動，有直接使顧客產生本金虧損之虞時，應向顧客說明該

sit

金融商品之內容及致生變動之指標910（即市場風險）；②若因從事該金融商品販

er

io

賣之人或其他人之業務或財務狀況的變化，而有直接使顧客產生本金虧損之虞

al

iv
n
C
用風險）；③若因其他政令規定之事由有直接使顧客產生本金虧損之虞時，應就
hengchi U
該事由、保險商品之內容中重要的部分，對顧客進行說明912；④若作為金融商品
n

時，應就該販賣之人及金融商品之內容中重要的部分，對顧客進行說明911（即信

而販賣之權利有行使期間或解除期間之限制，應就此向顧客說明913。
（二）適用於保險領域之檢討
908

山下・前掲注 641）248〜249 頁、栗山・前掲注 662）16〜17 頁、上原純「金融審議会ワー
キング・グループ報告書における保険募集規制の見直し」生命保険論集 187 号（2014）207〜
208 頁、安田和宏「乗合代理店における比較・推奨に関する情報提供義務とその影響－他の金
融商品の販売主体に課された義務との対比から－」保険学雑誌 635 号（2016）67 頁。
909
山下・前注）290〜291 頁。雖使用「廣義適合性原則」之文字，但本條之考量要素仍為判斷
說明義務是否履行時所用。陳洸岳，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業者損害賠償責任初探，月旦法學雜誌，
第 199 期，頁 19，2011 年 12 月。
910
金融商品販売法第 3 条第一項第一号、第二号。
911
金融商品販売法第 3 条第一項第三号、第四号。
912
金融商品販売法第 3 条第一項第五号、第六号。
913
金融商品販売法第 3 条第一項第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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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金融商品販賣法第 2 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保險商品原則上均有本條之適
用。惟學說上有認，在一般保障型保險商品的情形，幾不存在所謂本金虧損之情
形，若逕將本條適用於保險領域，恐滋生解釋適用上的困擾914。此外，本條之適
用主體包含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同樣有若上開任一主體已踐行本
條之意向理解義務，則他主體是否因此免負意向理解義務之問，就此，同法第 3
條第六項已明文採取肯定立場915。
三、金融商品交易法上之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則於第 40 條第一款設有狹義之適合性原則規定：金融商品
交易業者等，為金融商品交易之行為時，依顧客之知識、經驗、財務狀況及締結

政 治 大
。又依保險業法第 300 條之 2 規定，本條僅於特定保險契約之情形（即
立

金融商品交易契約之目的，不得為不適當之推介，進而欠缺對投資者保護或有欠
缺之虞916

因金融市場相關指標變動而有蒙受損失之虞者）始有適用。

‧ 國

學

第三目

與報酬有關之規制

‧
sit

y

Nat

一、保險經紀人之報酬開示

er

io

依保險業法第 297 條之規定，保險經紀人應依顧客要求，揭露其媒介保險契

al

n

iv
n
C
露 。就何謂「其他內閣府令所定事項」，則參照保險業法施行規則第
231 條之
hengchi U
規定，包含：①所媒介之保險人之商號或名稱，及保險經紀人因媒介該保險契約
約所獲得之佣金、報酬及其他對價之數額，並應就其他內閣府令所定事項進行揭
917

之締結所獲得之佣金、報酬或其他對價，占保險經紀人所有由該保險人處受領之
914

山下・前掲注 641）291 頁。
金融商品販売法第 3 条第六項：
「一の金融商品の販売について二以上の金融商品販売業者
等が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顧客に対し重要事項について説明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場合におい
て、いずれか一の金融商品販売業者等が当該重要事項について説明をしたときは、他の金融商
品販売業者等は、
同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
当該重要事項について説明をすることを要しない。
ただし、当該他の金融商品販売業者等が政令で定める者であ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
916
金融商品取引法第 40 条第一号：
「金融商品取引業者等は、業務の運営の状況が次の各号の
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ことのないように、その業務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 金融商品取引
行為について、顧客の知識、経験、財産の状況及び金融商品取引契約を締結する目的に照らし
て不適当と認められる勧誘を行って投資者の保護に欠けることとなっており、又は欠けるこ
ととなるおそれがあること。
」
917
保険業法第 297 項：
「保険仲立人は、顧客から求められたときは、保険契約の締結の媒介に
関して当該保険仲立人が受ける手数料、報酬その他の対価の額その他内閣府令で定める事項
を、明らか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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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報酬或其他對價之比例918；②保險經紀人所提存之保證金數額、所締結之
保證委託契約之契約金額或所投保之賠償責任保險之保險金數額919。
之所以課予保險經紀人報酬揭露義務，係為消弭報酬結構所致生之利益衝
突，避免其以自己之利益為最優先考量，而推薦顧客不合適之保險商品；就此意
義而言，報酬揭露義務與誠實義務乃屬殊途同歸920。換言之，前者係以透明化利
益衝突源頭之方式弭平所可能導致之不利益，而後者以諮詢建議義務、資訊提供
義務，就為使顧客購得合其需求之商品，在制度設計上進行積極的援助。惟須注
意者，保險經紀人並不負有主動揭露佣金之義務，僅須於顧客有所要求時再予揭
露即可。
二、獨立保險代理人之報酬揭露

政 治 大
位為為保險公司招攬保險契約之保險招攬人，惟其實際地位已與保險經紀人十分
立
如前所述，日本之獨立保險代理人得兼營產、壽險，雖在保險業法上仍被定

相近，從而，「與提供保險商品、服務之適宜方法相關之工作小組」曾就是否亦

‧ 國

學

應課予獨立保險代理人報酬揭露義務展開討論。採否定說者所提出之理由大致如
下：首先，要求獨立保險代理人揭露手續費，本質上即係在要求商人揭露商品之

‧

原價，並無道理；其次，手續費之多寡與商品是否符合顧客需求並不必然相關92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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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2014 年保險業法之修正並未課予獨立保險代理人報酬揭露義務，僅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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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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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方式為此一議論劃下階段性的句點922。

sit

予其獨立之體制整備義務、要求保險監理機關就比較推介過程為必要之監督、檢

i
Un

v

就與資訊提供有關之規制而言，日本保險業法 2014 年修正後，保險人、保
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之積極資訊提供義務被提升至法律位階，無論係販賣保險
商品之保險人或保險招攬人，抑或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保險經紀人，在保險業法
918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31 条第一号：
「一 当該保険仲立人と保険契約の締結の媒介に関し
て取引関係にある主な保険者の商号、名称又は氏名及び当該保険仲立人が受領した手数料、報
酬その他の対価を合計した金額の総額に占める当該保険者から受領した手数料、報酬その他
の対価を合計した金額の割合」
919
保険業法施行規則第 231 条第二号：
「二 当該保険仲立人が供託している保証金の額、締結
している保証委託契約の契約金額又は賠責保険契約の保険金の額」
920
細田・前掲注 641）412 頁。
921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20 頁（注 61）
、江澤雅彦「保険募集規制の展望――『WG 報告書』
を巡って――」早稲田商学 439 号（2014）282〜284 頁。
922
WG 報告書・前掲注 662）20 頁、異なる意見としては、洲崎・前掲注 639）32 頁から見られ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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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上，具負同等程度之積極資訊提供義務。此雖有助於保險消費者資訊權之保
障，但實務上亦可能滋生同一義務為不同義務主體反覆踐行之困擾。此外，新法
以「意向理解義務」作為基本原則而貫穿整個資訊提供規制，亦間接使廣義之適
合性義務・諮詢建議義務以「依顧客之意向進行提案與說明」之姿於保險業法中
取得一席之地。從而，若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為其作為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
而意向理解義務確為廣義之適合性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在保險領域中之一種體
現，則似可將保險經紀人之意向理解義務理解為誠實義務於保險業法中之具體化
規定。就與報酬有關之規制而言，保險經紀人雖僅於顧客有所要求時始負佣金揭
露義務，惟理論上仍具備消弭利益衝突之功能。
本次保險業法之另一重點修正為獨立保險代理人之比較推介規制。就法律關
係而言，獨立保險代理人仍屬為保險人招攬保險而與要保人間不具任何契約關係
之人，然其卻受到較保險經紀人更嚴格的比較推介規制。此除因保險經紀人制度

政 治 大
之角色之獨立保險代理人採取嚴格之態度。惟須注意者，比較推介規制之適用前
立

在日本保險實務中並不發達外，另一方面亦彰顯了日本法對於擁有類保險經紀人
提均係獨立保險代理人在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依顧客之意向提案保險契約外，

‧ 國

學

確實另有「比較推介」行為始有適用。換言之，當獨立保險代理人更高程度地涉
入顧客之最終決定時，即負更嚴格之資訊提供義務。

‧

日本法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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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就日本保險招攬制度，以及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於民事法與監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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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忠實義務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民事法與監理法之立場齟齬、保經代
hengchi U
立場之一元化。分述如下：
上之體現進行深入之研究，於此基礎上對日本法進行整體性的觀察，可得以下三

第一款

忠實義務為契約法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前所述，日本過往曾於對專家責任進行討論的脈絡下，嘗試將「忠實義務」
安置於民法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中，惟或因欠缺對英美法忠實義務之基本理論
之理解，該次法律概念之移植以失敗告終。與之相對，部分學者已指明，無論係
「高度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利益衝突923」，均已得為契約法上之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所涵蓋。另須注意者，學者此處所謂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義務
範圍」層次之問題；換言之，透過誠實信用原則或損害賠償法則之解釋適用，將
923

在此意義下較接近本文所稱「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
」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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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法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範圍擴張至足以涵蓋「高度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利益衝突」。在此論理下回歸本文主旨，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即為其作
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誠實義務則為此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在監理法上之展現。
第二款

司法實務與監理法之立場齟齬

在保險業法 2014 年修正前，日本司法實務對於如何認定保險經紀人之義務
範圍，其態度多所猶豫。此可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首先，法院原則上僅於與要
保人間存在特定情形時（如：誤解保單而為錯誤說明之情形、雙方間存在相當高
度之信賴關係等）始將保險業法第 300 條第一項第一款應告知重要事項原先之客
觀基準加以主觀化，而使保險招攬人負實質之諮詢建議義務・適合性義務。此外，

政 治 大
之依據，惟多半同時認定要保人有高度之與有過失比例。
立

司法實務雖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建構保險招攬人附隨義務（如：續保通知義務）
與之相對，保險業法於 2014 年修正後課予所有保險招攬主體（保險人、保

‧ 國

學

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積極之資訊提供義務，強調保險消費者意向形成過程之
適正性，可謂大幅加重資訊提供義務人・意向把握義務人之義務。在監理法日趨

‧

嚴格之規制下，是否將對上開以消極資訊提供義務作為保險招攬主體（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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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民事責任依據之司法實務產生影響，致其為符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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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之意向為提案、說明」之要求，而負進一步調查顧客需求之義務，仍有待觀

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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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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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924。惟可確知者，現下司法實務之態度與近期監理之規制趨勢間似呈現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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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招攬人與保險經紀人之趨同

雖於日本法下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招攬人分別與要保人間成立不同之私法關
係，但觀察保險監理法上諸多規制，可發現無論係消極或積極之資訊提供義務，
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均負同等之義務，過往司法實務更已將
保險業法作為保險招攬人侵權行為責任之依據，以此建構其義務內容。而於保險
經紀人之情形，若保險業法上對保險經紀人所為之規制確如學者所言，可能透過
誠實信用原則之解釋適用而復成為其契約責任之一部，則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招攬
人或許將僅有法律地位上之差異，就義務範圍而言恐漸趨同一，僅餘如何基於該
相異之法律地位進行法律適用而使二者負該等義務之問。
924

山下・前掲注 641）281 頁、山下・前掲注 807）16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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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保險業法將獨立保險代理人定位為保險代理人，但因其報酬結構所
致生之利益衝突情形更接近保險經紀人，故於資訊提供規制上，保險業法另課予
其比較推介規制；而於報酬揭露層面，亦曾就是否課予與保險經紀人相同之義務
有所爭論。就此以觀，保險業法上針對保險招攬人與保險經紀人所為之區別，恐
已不具截然劃分般之意義。

第四節

本章小結

茲將本章之重要結論整理如下：
一、美國法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一語，其法律意義上所真正指涉者
為：保險經紀人是否因①宣稱自己為專家；②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

政 治 大
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使其於保險經紀關係內對被保險人有高度控
立

種保險之決定；③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與被保險人間就
制影響力，被保險人對其產生依賴，甚至讓渡其自我決定權——進而對被保險人

‧ 國

學

負有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②通知辦理續保；③保單更新時，
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⑤揭露佣

‧

金等義務。而在日本法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在民事法上為其作為專家所

y

Nat

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內涵為：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與其他得依契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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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建構之義務；當此忠實義務投射在監理法中時，即以誠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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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訊提供義務、意向理解義務等面貌存在。就此以觀，不論係美國法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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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私法上之義務，似無賦予其獨立法律意義之必要。
hengchi U
二、無論係美國法或日本法，均已注意到由保險經紀人之報酬結構所引發之

法，「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一語毋寧僅用於描述保險經紀人對要保人負有何

利益衝突，惟二法制採取不完全相同之作法。就美國法而言，係在接受此一本質
性的利益衝突存在的前提下，嚴格認定保險經紀人之義務範圍，並在監理法上採
取消極之資訊提供規制。另一方面，日本法於保險經紀人之民事責任認定上，雖
較美國法寬鬆，但搭配過失相抵原則之廣泛適用，就結果而言或許並無太大差別。
須留意者為與之相對的監理法規制趨勢，無論係保險經紀人之誠實義務抑或其他
積極之資訊提供規制，似均係立於「因利益衝突存在，故更應加以規制」之前提
下而生，而形成與美國法相異之思考方式925。

925

此二種思考方式是否確實截然有別，請參考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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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前所述，雖就規制立場之寬嚴有別，但仍得從中窺見美國法與日本法
在論述紋理上二共通之處。其一，美國法以特別關係理論作為擴張保險經紀人義
務之依據，此論理與日本法以誠實信用原則為其立論基礎相容，蓋二者均側重於
保險經紀關係中，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互動關係；而日本法下之「意向理解義
務」更係將對「要保人意向形成過程適正性」之側重展露無遺。其二，美國法下
存在代理法淡化之情形（即保險經紀人不因其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而負更多的義
務）；在日本法中則存在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招攬人趨同之問題，二者均顯示保經
代立場逐漸一元化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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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258

i
Un

v

DOI:10.6814/NCCU202000616

第五章

解構／再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第一節

概說

意義的解構將建構新的意義。回顧本文至今為止所為之解構，於第二章先拆
解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及監理法上之義務；第三章拆解忠實義務人於忠實關係內
所負之忠實義務；第四章則拆解比較法上保險經紀人所負之忠實義務。而於拆解
之過程中，本文亦獲得重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的素材，具體而言，如第二章
中，本文發現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或委任關係所負之義務，其範圍於解釋上具備
相當程度之彈性；於第三章，本文證明了忠實關係僅係具忠實特性之契約關係；
而於第四章中，本文找到了「忠實特性」對美國及日本法下保險經紀人之義務所

政 治 大
然而，在所有義務被攤平檢視，忠實法之獨立體系意義被瓦解，而忠實特性
立

產生之影響。

亦在該等攤平檢視與瓦解中被重述之後，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究竟被指向

‧ 國

學

何處？本章即在回答此一問題。在論述架構上，將先勾勒出我國保險經紀人忠實
義務的可能構造，復分別自解釋論及立法論上再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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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最後針對我國未來立法方向提供建議。

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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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涵為何，須先對其是否屬忠實義務人加以辯證。本節爰先以前文就美國及日
hengchi U
本法制之觀察所得為基礎，考察保險經紀關係是否為忠實關係；而若結論為否，
如前所述，忠實義務始於忠實關係之成立。欲釐清我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

則尚須進一步探討保險經紀關係中是否可能存在使其質變為忠實關係之指向（下
稱「忠實指向」）。
第一項

檢驗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

承接第二章所述，「脆弱性」、「不對等」、「信賴」等為忠實關係之結構
性特徵，指涉忠實關係內雙方當事人之地位狀態；「權力」則作為忠實關係中最
重要的定義性特徵。在此理解下，本文擇定以「權力」作為理解忠實關係之核心，
並將「忠實權力理論」作為判斷忠實關係是否成立之標準926。依忠實權力理論，
926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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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關係為：一方對他方重要的實際利益得以自由行使裁量權力的關係。而就保
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之問，固然得將忠實權力理論涵攝於保險經紀關係中
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惟與此同時亦有致生逸脫保險經紀人責任之論述脈絡，
進而流於論理之虞。
事實上，雖非直接以忠實權力理論作為論述依據，但前述比較法上關於保險
經紀人忠實義務之辨證，事實上已與忠實權力理論間具高度相容性，而得用以確
保本文係在論述保險經紀人之法律責任的脈絡下，對保險經紀關係是否為忠實關
係進行檢驗。
第一款

來自比較法之啟示

第一目

美國法

政 治 大
如前所述，美國法下，保險經紀人係因①宣稱自己為專家；②涉入被保險人
立

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

‧ 國

學

訊；④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使其於保險經紀關係內
對被保險人有高度控制影響力，被保險人對其產生依賴，甚至讓渡其自我決定權

‧

——進而對被保險人負有忠實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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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論述可從以下二個層次拆解，首先，高度控制影響力、依賴，及自我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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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權之讓渡，實為忠實權力理論於保險經紀關係中所展現的樣貌。換言之，在保

er

io

險經紀關係中，被保險人所託付之重要實際利益為其自我決定權，而保險經紀人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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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對保險經紀人產生依賴。其次，於就被保險人是否確有將其自我決定權託
hengchi U
付於保險經紀人，並使後者得自由行使裁量權力進行考量時，前揭①宣稱自己為
因得自由行使此一自我決定權，進而對被保險人擁有高度控制影響力，被保險人

專家；②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自願提供被保險人
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即作
為可資參酌之因素。
第二目

日本法

在日本法的情形，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在民事法上為專家所負之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即：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與其他得依契約解釋或誠實信用原則加
以建構之義務；而當此忠實義務投射在監理法中時，即以誠實義務、資訊提供義
務、意向理解義務等面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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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論述同樣得從以下二個層次拆解：首先，雖論理細緻度不及美國法，惟
日本在專家責任之脈絡下發展出其獨有之論述脈絡。而雖前文已作出無須對專家
進行嚴格定義之結論，但作為專家要件之一的「具主體性・獨立性」，因與忠實
權力理論中，忠實義務人有自由行使裁量權力之部相容，故仍有加以留意之必要。
此外，參酌日本司法實務中涉及保險招攬人責任擴張之案例，如【三年解約案】、
【質借買新險案】中，保險招攬人與要保人均存在高度信賴關係；
【信賴生變案】
、
【毛巾續保案】中，保險招攬人與要保人均有長期之往來關係；綜合觀之，可知
在日本法下，忠實權力理論於保險經紀關係中所展現之樣貌為專家及信賴。
其次，因日本非如美國為判例法國家，相較於美國法以於個案中檢視是否存
在特殊情形927之方式，考量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日本法採取之方式為：
先以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專家、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消費者間又是否存在信賴關係等
填充誠實信用原則，復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課予保險經紀人（實質的）忠實義務
928

之依據。
考量因素之試析

學

‧ 國

第二款

立

政 治 大

承接前述，針對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之問，美國法考量之因素為：

‧

高度控制影響力、依賴、自我決定權之讓渡；而日本法考量之因素為：專家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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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此些因素均得為於檢驗我國保險經紀關係是否為忠實關係時所用。以下爰於

n

al

er

io

第一目

sit

我國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保險經紀實務現況的基礎上，試圖回答此一問題。
是否符合忠實權力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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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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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忠實權力理論所定義之忠實關係中必須存在「重要實際利益」之「託付」，
以及忠實義務人得就所託付之重要實際利益「自由行使裁量權力」。在保險經紀
關係中，從保險契約之締結至保險契約期滿前，要保人均可能將其重要實際利益
託付與保險經紀人，其內涵包含：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契約之締約決定、是
否及如何為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決定，而隨著保險契約之進展，甚至可能涵蓋續保
相關事項之處理。上開無論何種決定，在概念上均與美國法下「自我決定權之讓
渡」不謀而合，然而，在保險經紀關係中，是否確實存在此種「託付」？
927

即前述：①宣稱自己為專家；②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自願提
供被保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
928
此處使用「
（實質的）忠實義務」一語，係因日本法並未如美國法於民事責任上直接使用「忠
實義務（fiduciary duty）
」之用語而對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進行討論；日本毋寧只有在實質意義
的層面上討論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此或亦彰顯使用「忠實義務」之用語對在日本法下討論保
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並無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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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契約訂定前階段
首先，就締約決定而言，縱學說上有逕謂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訂約代理
人」者，惟如本文第二章所述，保險法第 9 條並不具備將保險經紀人定位為要保
人之代理人的功能，保險經紀人是否得代理要保人為保險契約之締結，仍須視具
體情形而定，尚難一概而論929。再者，代理關係雖被視為典型之忠實關係，惟前
文已就歸類先於定義之方法論提出批判，即：代理人並非因先落入代理關係而成
為忠實義務人，其之所以為忠實義務人，係因其與本人間存在忠實關係。換言之，
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與其是否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並無關係。
其次，觀察保險經紀實務，要保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商品，一般而
言係由其自行決定，保險經紀人並無代其決定之權。由此可知，於保險契約締結

政 治 大
該締約決定取得裁量權力（忠實關係之定義性特徵），雙方間之關係亦難謂存在
立

階段，要保人原則上並未將其自我決定權託付予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自未對
高度控制影響力、依賴、信賴等特徵（忠實關係之結構性特徵）。

‧ 國

學

二、保險契約存續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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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前述，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原則上為居間關係，保險經紀人於為要保

sit

人媒介締結保險契約後，雙方間之契約關係即告終了；基於保險經紀契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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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並未於保險契約存續階段中負有其他義務。然而，於具體個案中，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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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是否辦理減額繳清、如何選擇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或理賠處理等。
hengchi U
於此些情形中，乍見之下保險經紀人有成為要保人之忠實義務人之可能，惟
可能將與保單管理相關事項之決定權託付與保險經紀人，例如：是否進行契約轉

若深入思考，不難發現，問題的本質仍然在於：與保單管理相關事項之最終決定
權的歸屬。詳言之，是否進行契約轉換、是否辦理減額繳清、如何選擇投資型保
險之標的、理賠處理等之最終決定權仍歸屬於要保人，從而，雖保險契約存續階
段所涉及事項已使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關係超越單純之居間關係，而須將之
定性為委任契約始能涵蓋其義務內容，但此情形實際上與締約決定之情形殊途同
歸，亦即，若相關事項之最終決定權仍歸屬於要保人，則在保險契約存續階段中
即不存在任何「重要實際利益之託付」，保險經紀人自亦非忠實義務人。
三、保險契約期滿後階段
929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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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原則上止於為要保人媒介締結保險契約，在保險契約期滿
後，要保人如何處置該保險契約，本與保險經紀人無涉。然而，於具體個案中，
要保人可能將其就續保相關事項之處理權託付與保險經紀人。惟與締約決定、保
單管理相關事項之決定等相同，就是否續保而言，要保人仍握有最終決定權，從
而，即便保險經紀人依與要保人間之約定而負有為要保人辦理續保之義務，進而
使其與要保人間之關係外溢於單純之居間契約而屬委任契約，但因此間不存在
「重要實際之託付」，故保險經紀人於此階段亦非忠實義務人。
第二目

是否為專家

承接本文第二章的論點，「專家」之要件本身並不具備將某一關係定性為忠

政 治 大
與他者間之關係中是否存在忠實關係之定義性特徵或結構性特徵。然而，日本法
立
實關係之功能，欲辨證某一被稱為專家之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仍須具體觀察其

畢竟係在專家責任的脈絡下論述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縱然由忠實法的角度而

‧ 國

學

言未盡正確、縱然此屬大陸法系於再現英美法系中之特定概念時所留下之失敗
作、縱然並無就「專家」進行嚴格定義之必要930，惟為免我國法相關討論持續誤

‧

解忠實義務，甚或突發奇想欲假同屬大陸法系之名而逕以保險經紀人之工作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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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為由課予其忠實義務，此處仍有就保險經紀人是否屬專家之問加以辯證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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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保險契約之締結、保單管理相關事項之決定、續保相關事項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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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亦無從就上開決定有任何裁量權。其次，即便保險經紀人須通過「專門職
hengchi U
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並取得執照始可營業（保險法第 163 條），而看似具

等，其最終決定權仍歸屬於要保人，故保險經紀人之於要保人而言，並不具備主

某一程度的專業性。惟誠如前文所指謫般，保險經紀實務的真實態樣為：由保險
經紀人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對要保人招攬保險契約。一方面領有保險經紀人執照
之人多半受雇於保險經紀人公司或兼營保險經紀業務之銀行中擔任簽署人，而並
未實際為保險契約之洽訂931；另一方面，實際與要保人接觸之保險業務員卻僅須
通過由產險或壽險公會所主辦之「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即可，參酌專家定義中
對專家所要求之「長期且高度之教育訓練」，其專業程度顯然相差甚多。

930
931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一目之討論。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第一目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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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不論從保險經紀人之法律地位觀之，抑或從實務之角度觀之，「由作
為專家之人立於保險消費者之立場而為其洽訂保險契約」似僅為一種不切實際的
幻想。
第三目

是否用以制衡利益衝突

承接本文第四章之觀察，針對因保險經紀人之報酬結構而引發之利益衝突，
美國法與日本法採取不同之作法，前者之思考方式為：「正因為本質性之利益衝
突・雙重代理構造存在，故不應逕將保險經紀人認定為忠實義務人932」；而後者
之思考方式為：「正因爲本質性之利益衝突・佣金來源構造存在，故應課予保險
經紀人誠實義務933」。須先與辨明者，乍見之下，美、日二國就是否以忠實義務
作為制衡保險經紀人利益衝突之方式，似立於天秤之兩端；然而，因二者所指稱

政 治 大

的「利益衝突」並不全然一致，故就規制上之價值取捨而言，實際上亦未必南轅

立

一、是否存在雙重代理與是否課予忠實義務無涉

學

‧ 國

北轍。

‧

美國法之論理中所謂之利益衝突為「雙重代理」，又因在美國法下得為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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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客體並不限於法律行為，與我國及日本法均不同，故以「存在雙重代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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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國法下拒絕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理由，並不當然具說服力，仍須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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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確實存在雙重代理之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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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保險經紀人此階段之利益衝突來源並非雙重代理，以「存在雙重代理」
hengchi U
作為拒絕於締約階段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934之理由，就邏輯而言並不正確。
在我國法下，就保險契約之締結而言，保險經紀人非要保人、亦非保險人之

另一方面，保險經紀人僅於保險費之代收及理賠處理等情形下始有同時代理保險
人與要保人之情形，此二階段之利益衝突來源確實為雙重代理，其所致生風險之
具體態樣為：保險經紀人有侵吞保險費或保險金之虞。如本文第三章所述，忠實
義務人不得就託付人所託付之財產或權利有圖謀己利之行為，要求保險經紀人不
應侵占其所經手之金錢或其他給付，事實上即係在要求保險經紀人忠實執行其職

932

詳參本文第第二章、第二節、第四項、第一款之討論。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一款之討論。
934
對照美國法及日本法之結論，可能存在於締約階段之忠實義務態樣包含：①取得額外、足夠、
合適的保險保障；②確保保險人之清償能力；③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此情形實為前揭①、②之
統稱）
。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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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從而，此時若再以「存在雙重代理」作為拒絕課予保險經紀人於此二階段之
忠實義務的理由，恐怕並不合理。
綜上所述，似可發見無論是否確實存在雙重代理之情形，「存在雙重代理」
本身均不作為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理由；從而，美國法下縱以存在雙
重代理為由而拒絕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亦不代表美國法未以忠實義務作為
制衡利益衝突之手段，進而與日本法產生差異。
二、忠實義務（之內涵935）確實得作為制衡利益衝突之手段
前文已就是否以忠實義務作為制衡利益衝突之手段，美國法及日本法在價值
取捨上或許並未截然有別提出論述，此處應關注者為，忠實義務（之內涵）是否
確實得作為制衡利益衝突之手段？欲回答此一問題，須先正確描繪出利益衝突之

政 治 大
費及理賠處理時為經手金錢或其他給付。
立

態樣――雙重代理已非答案――於締約階段之利益衝突為佣金來源，於代收保險
首先，就締約階段之利益衝突而言，其具體態樣為保險經紀人於推薦保險商

‧ 國

學

品時可能以自己得獲取之佣金利益為最優先考量，進而推薦要保人不合適的保險
商品。消弭此種利益衝突之方式有二：其一為要求保險經紀人揭露其佣金，其二

‧

為強化要保人之資訊權保障，使其得於保險經紀人推薦其不合適之商品時，在充

y

Nat

足的資訊下仍有做出正確決定之可能。

sit

就此，美國法主要採取第一種方式，要求保險經紀人就其由保險人處所收取

er

io

之佣金予以揭露；日本法則兼採二種方式，除要求保險經紀人揭露佣金外，更強

al

iv
n
C
處應注意者，在美國法下，佣金揭露義務非由忠實義務所推導而出；在日本法下，
hengchi U
佣金揭露義務於法體系上亦未被包含於誠實義務中，而專家之諮詢建議義務雖為
n

化要保人之資訊權保障。我國於立法論上應採取何種模式，留待後文詳述936，此

誠實義務之內涵，但保險業法上之廣泛的資訊提供規制均非以誠實義務作為立論
基礎。換言之，在制衡締約階段之利益衝突而言，忠實義務之內涵確有其存在價
值，但使用忠實義務之用語本身無甚意義，欲達成消弭利益衝突之目的，仍應將
忠實義務拆解，以其實際內涵為工具。
其次，針對代收保險費與理賠處理之利益衝突而言，其具體態樣為保險經紀
人侵吞保險費或保險給付而未確實轉交與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就此，美國法採取

935

此處之所以使用「忠實義務（之內涵）
」一語，係為承接後文僅將忠實義務作為一標籤之見解，
亦即：
「忠實義務」之用語本身不具意義，具備實際意義者為其具體內涵於我國法中所展現之樣
貌。
936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中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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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法為要求保險經紀人就其所收受之金錢「忠實（fiduciary）」937；日本法則
未見直接就此而為之具體規制。誠然，要求保險經紀人「忠實」，確實得用以消
弭此類利益衝突，惟與就締約階段利益衝突所為之相同，真正用以制衡利益衝突
構造者為「要求保險經紀人不得就其所經手之金錢或其他給付加以侵吞」（即忠
實義務「之內涵」），而非忠實義務之用語。
第三款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保險經紀人在本質上非屬忠實義務人，於前揭論述論述的基礎下，
簡要整理理由如下：一、要保人就締約、保單處理相關事項、續保及理賠相關事
項均握有最終決定權，難謂其已將此託付與保險經紀人。依忠實權力理論，保險
經紀關係中既不存在財產或權力之託付，保險經紀人自亦未取得對之自由行使裁

政 治 大
忠實義務人；即便欲於專家責任之脈絡下討論忠實關係，保險經紀人並非專家，
立
量權力之權限，從而，保險經紀關係不具備忠實關係之特徵。二、專家不當然為
保險經紀實務中亦多不存在「由作為專家之人立於保險消費者之立場而為其洽訂

‧ 國

學

保險契約」之假定。三、保險經紀關係中確實因報酬結構、因金錢或其他給付之
代收代付而存在利益衝突，而忠實義務之內涵亦具備制衡此類利益衝突構造之可

‧

能，惟縱不將保險經紀人以忠實義務人看待、將其所負義務貼上「忠實義務」用

y

Nat

語之標籤，亦無礙於消弭利益衝突目的之達成。因此，就功能上而言，亦無將保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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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忠實指向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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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sit

險經紀人認定為忠實義務人之必要。

i
Un

v

雖本文認為保險經紀人原則上並非忠實義務人，惟此係立於要保人就締約、
保單處理相關事項、續保及理賠相關事項均握有最終決定權之前提。換言之，當
此前提有所動搖，即要保人不再就上開事項握有最終決定權或該等決定權經某一
程度的介入，而在此意義上產生忠實權力理論所為之「託付」與「裁量權力之自
由行使」，則保險經紀人即可能質變為忠實義務人。
前述比較法上相關討論，事實上有於此脈絡下進行重述，並作為我國法再建
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時之根基所用的可能。以下即重新梳理比較法之論理，並
嘗試將之於我國法中再現。
第一款
937

來自比較法之啟示

如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三款、第一目所述之加州及紐約州之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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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美國法

一、特別關係理論係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忠實指向
承接前述，當要保人之決定權經保險經紀人一定程度之介入，將可能使保險
經紀人成為忠實義務人。在美國法下，該等介入以各種態樣體現於特別關係理論
中，包含：①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②保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
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保險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
訊；④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
上開情形具備將保險經紀關係指向忠實關係之作用，而如前所述，在該等情
形中，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至少存在默示之意思表示，透過效果意思938之發

政 治 大
保險保障；②通知辦理續保；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
立
出，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負有忠實義務，即：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
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⑤揭露佣金等義務。

‧ 國

學

二、忠實義務指涉各種資訊提供義務與其他更廣泛之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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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觀察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就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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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保障、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之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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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般之說明義務，而抵達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之程度；更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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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反於顧客之意向／自我決定）均不得推介不適合顧客之商品
（即狹義之適合性
hengchi U
原則），則忠實義務之內涵將同時指涉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
者，若所為取得「合適」的保險保障，其意涵尚包含要求保險經紀人無論如何（即

義務，以及狹義之適合性義務。

而就②通知辦理續保、⑤揭露佣金而言，與締約階段就保險商品內容本身之
資訊提供義務較無關係，而屬於保險經紀關係中存在忠實指向時，要求保險經紀
人所負的一種更廣泛的義務。最後，就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而言，在締約階段
可能作為資訊提供義務之內涵；而在保險契約存續階段，同樣地，可能作為成為
更廣泛的、要求保險經紀人監控保險人財務狀況之義務。綜上所述，美國法下之
忠實義務指涉各種資訊提供義務與其他更廣泛之義務，換言之，即為：所有可能
義務。

938

意思表示之主觀要件包含：行為意思、表示意識及效果意思。效果意思為行為人欲依其表示
發生特定法律效果之意思。詳參：王澤鑑，前揭註 98，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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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日本法

一、誠實信用原則係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忠實指向
如前所述，日本法以專家責任及信賴填充誠實信用原則，其後復以誠實信用
原則作為課予保險經紀人（實質的）忠實義務之依據。在日本法下，誠實信用原
則為保險經紀關係之忠實指向，與美國法之特別關係理論有相類之功能，均用以

擴張保險經紀人之義務。換言之，若以日本法之視角觀察美國法下忠實義務之內
涵，可發現前揭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②通知辦理續保；③
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
力；⑤揭露佣金等義務，於非判例法國家，將透過誠實信用原則加以建構，而除

政 治 大
則之內涵。事實上，過往研究亦曾有指出美國法之特別關係理論得與日本法之誠
立

以專家責任及信賴填充誠實信用原則外，特別關係理論亦得用以填充誠實信用原
實信用原則相容者939。

‧ 國

學

二、忠實義務指涉所有可能之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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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並未以「忠實義務」一語指稱將該被擴張之義務，此亦與上述美國法

sit

之論理相通，即：當忠實義務得以指稱所有可能之義務時――無論是否須再透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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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信用原則之解釋適用、無論係契約義務或侵權行為法上之義務――忠實義務
一語之使用並無實際意義。
第二款

法律論理之再現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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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於比較法研究之基礎上萃取出保險經紀關係之忠實指向，並指明其與
特別關係理論與誠實信用原則之相容性，與其所具備使保險經紀關係質變為忠實
關係之功能。惟前文亦同時辨明：即便保險經紀人成為忠實義務人而負忠實義務，
因忠實義務本身實為保險經紀人所有可能義務之總稱，故不論係美國法或日本
法，均仍於原有之法律論理下架構保險經紀人經特別關係理論或誠實信用原則擴
張之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上之義務。此一認識甚為重要，以下即以此為基礎，再
現我國法下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忠實指向。

939

井口・前掲注 409）112～113 頁、132 頁、田爪・前掲注 822）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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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契約責任優位

承接本文第四章就比較法所為之觀察，在美國法下，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義
務時多半同時違反契約義務或成立侵權行為。惟被保險人若欲依違反契約義務而
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則須先證明雙方間存在契約關係；而雖得透過解釋
推得被保險人與保險經紀人間存在默示合意，惟實際上欲證明保險經紀人有默示
之義務承擔，並不容易。另一方面，被保險人若欲依侵權行為而向保險經紀人請
求損害賠償，則須先證明保險經紀人對被保險人負有注意義務。此種注意義務與
雙方間之合意無必然關係，對被保險人之舉證負擔似較輕微。從而，在美國法下，
侵權行為法為較優位之請求權基礎。
就日本法而言，如前所述，因日本保險經紀人數量相當稀少，在保險招攬人
長期把持保險中介市場之情形下，相關實務案例均發生於要保人與保險招攬人

政 治 大
理相關法律問題。值得注意者，與我國法不同，日本侵權行為法之保護客體並未
立
間。由於保險招攬人與要保人間不存在契約關係，故司法實務僅能以侵權行為處

限於「權利」，尚及於「利益」，從而，相較於我國，日本侵權行為法較具彈性。

‧ 國

學

回歸我國法之討論，本文認為在我國法下，契約責任較侵權責任適合作為再
建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基礎。原因有二，分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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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權行為法遭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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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國侵權行為法之保護客體有所不足。詳言之，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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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然被害人尚須證明加害人有主觀上存在故意，且係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
hengchi U
施加侵害；而同條第二項雖同樣將保護客體擴及至「利益」，但何謂違反保護他
前段過失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僅限於「權利」
；同條後段雖將保護客體擴及至「利

人之法律，並不明確。凡此種種均顯示，我國侵權行為法之規範功能向來受到某
程度之壓抑或限制，欲解決日趨複雜的損害賠償事件，往往須遁入契約法之領域；
而為解決此類侵權行為法無法處理之問題，契約責任之適用範圍不斷擴大，如：
締約過失責任、後契約義務、附保護第三人效力契約等理論之創建，均為適例940。
二、忠實關係側重信賴與期待

940

陳忠五，論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
「權利」與「利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省，臺大
法學論叢第 36 卷第 3 期，頁 59-60，200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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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在義務來源及性質上有所不同。侵權責任之義務
來源為社會生活關係，藉由課予任何人不得侵害不特定人權益之義務，調和「行
為自由」與「權益保護」941；而契約責任則源自個別之契約關係，所要求者為契
約當事人不得違反基於此契約約定，而侵害他方當事人之權益942。觀察上述比較
法之趨勢，不難發現，無論係美國法之特別關係理論抑或日本法以專家責任及信
賴所填充之誠實信用原則，均側重保險經紀人或保險招攬人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間之具體互動關係943，而非保險經紀人於社會生活關係中，基於保險中介人之地
位，而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負之一般義務，從而，擇定契約法作為細緻化保險
經紀關係中忠實指向的基礎，應較合適。
惟須注意者，我國通說944及司法實務945採取請求權競合說，亦即，雖細部規
範上仍可能存在相互排除之現象，但當契約責任及侵權行為責任發生競合時，損
害賠償請求權人原則上得任意選擇其一行使權利。從而，就方法論而言，無論係

政 治 大
義亦僅限於以何者再現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忠實指向「較為合適」而非「絕對必然」
。
立
契約法或侵權行為法均得為我國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所用，上開討論之意

‧ 國

學

第二目

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

‧

前文雖已認定應以契約法作為再建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基礎，惟具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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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應如何建構？此問題有二可能之答案，其一係將忠實指向本身解為一種契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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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二則為於忠實指向之基礎下，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人所負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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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使其範圍與忠實義務之內涵相當。以下先就前者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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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之獨特性，在保險經紀關係中即前揭所述之忠實指向。換言之，當保險
hengchi U
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涉入投保決定、自願提供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或與要
n

承接本文第三章所得之結論，忠實關係實際上為一具獨特性之契約關係946。

保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互動，且其程度達到忠實權力理論所稱之「託
付」，則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成立忠實關係。而又因此種忠實關係反映了雙方
間意向交流之過程，故有將之獨立認定為一種契約關係之可能（獨立於保險經紀

941

王澤鑑，前揭註 164，頁 7。
陳忠五，前揭註 940，頁 53-54。
943
雖如前所述，是否將某一職種定位為專家，尚須將社會通念及公共政策納入考量；惟此為委
託人對專家之第一層次的信賴耳，委託人與專家間尚存在第二層次、針對個別專家的主觀信賴。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一目。
944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
，頁 395。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
，頁 297，2000
年新訂一版。林誠二，民法債編總論：體系化解說（下）
，瑞興，頁 106、頁 149，2001 年。孫森
炎，民法債編總論（下冊）
，頁 605，2006 年。
945
最高法院 77 年度第 1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
。
946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三款、第一目。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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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換言之，保險經紀人係基於此「忠實契約」，負有忠實義務947。而又因
忠實義務之內涵原則上得為委任契約所涵蓋，故本文將其定性為委任契約，下文
並統一以「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指稱之。
第三目

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

本文於第三章花費諸多篇幅就忠實關係實為契約關係進行辨證，是以直接將
保險經紀關係中之忠實指向認定為一種契約關係，就前後文邏輯而言較為一致；
惟欲於各種忠實指向中證明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存在默示合意，畢竟並不容
易。就此，本文爰提出另一可能之答案，即：以忠實指向填充誠實信用原則之內
涵，復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義務。
此論理之推導過程如下：既忠實義務指涉保險經紀人所有可能負擔之義務，

政 治 大
契約所生之義務，則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即係其原先本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
立

而所有義務亦可能透過理論架構與對之所為之解釋適用，進而成為基於保險經紀
契約義務的外延。具體而言，當保險經紀人有宣稱自己為專家、涉入投保決定、

‧ 國

學

自願提供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或與要保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互動之
行為，且其程度達到忠實權力理論所稱之「託付」，此時即開啟誠實信用原則之

‧

適用，將保險經紀人之主給付義務加以延展，建構出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

y

Nat

io

sit

本文見解

er

第三款

al

n

iv
n
C
家責任及信賴等要素所填充之誠實信用原則
h e n g c，均具備將保險經紀人由單純媒介締
hi U
結保險契約之人轉化為忠實義務人、將保險經紀關係指向忠實關係之功能。其次，
簡要整理本段重要結論如下：首先，美國法下之特別關係理論及日本法以專

認為相較於侵權行為法，契約法更適合用以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蓋我國
之民事責任體系長期存在壓制侵權行為法、擴大契約法之適用範圍之現象。
然而，即便擇定以契約法作為再現各種忠實指向之基礎，仍須於「將忠實指
向本身解釋為契約，使之成為一獨立的忠實契約」及「將忠實指向用以填充誠實
信用原則，使保險經紀契約成為一具忠實特徵之契約」進行抉擇。為利理解，茲
將二種方法圖示如下：

947

即前文所歸納之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以及狹義之適合性義務（①
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
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
，以及其他更廣泛之義務（⑤揭露佣金；②通知辦理續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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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契約

美國法之特別關係理論：

①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②保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
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保險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

忠實指向

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
所討論或詢問。
日本法之誠實信用原則：專家責任、信賴。

保險經紀人基於忠實契約所負之忠實義務：說明義務、諮詢

保險經紀契約

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以及狹義之適合性義務（①

政 治 大

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③保單更新時，就
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

忠實契約

立

償能力），以及其他更廣泛之義務（⑤揭露佣金；②通知辦

‧ 國

學

理續保）。

（圖 3：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

‧

忠實指向

y

Nat

忠實指向

忠實指向

美國法之特別關係理論：①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

n

al

er

io

忠實指向

sit

保險經紀契約

Ch

i
Un

v

專家；②保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

engchi

保何種保險之決定；③保險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
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
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

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

日本法之誠實信用原則：專家責任、信賴。

保險經紀人基於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受任人義務・忠實義
務：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以及狹義之
適合性義務（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③保單
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
險人清償能力），以及其他更廣泛之義務（⑤揭露佣金；②通知
辦理續保）。

（圖 4：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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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上開無論何種方式均有適用可能性，但為求論理一致，本文認為
原則上應採取第一種方法。此外，第一種方法與第二種方法之區分實益在於，若
將忠實指向本身解為一獨立之契約，則其效力將不與保險經紀契約連動。換言之，
若保險經紀契約有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作為獨立忠實契約之忠實指向，仍得有
效存在，保險經紀人仍須負忠實義務。
與此相對，若採取第二種方法，即以擴張原保險經紀契約義務範圍之方式課
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則當保險經紀契約有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時，保險經紀
人應無本於該契約負契約義務之必要，自亦未負有忠實義務。而如前所述，我國
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似均未充分意識到保險經紀契約關係之存
在，雖理論上仍得透過解釋論證出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之契約關係，惟與其將此不
具存在感之契約法律關係作為建構忠實義務之基礎，直接將忠實關係解爲一種獨
立的契約關係，或許為更清楚乾脆之作法。

立

小結

學

‧ 國

第三項

政 治 大

就保險經紀人本質上是否為忠實義務人而言，本文採取否定見解，認無論從
忠實權力理論或專家責任之視角觀之，我國保險經紀人均非忠實義務人。惟保險

‧

經紀關係中仍存在若干可能使其質變為忠實關係之忠實指向，其內涵即為美國及

y

Nat

日本法下之特別關係理論及誠實信用原則。而就如何於我國法下再現保險經紀關

sit

係中之忠實指向而言，本文認為以契約法作為建構基礎較為合適，並認爲忠實指

er

io

向本身得作為一種獨立於保險經紀契約之契約關係（忠實・委任關係／契約）。

al

n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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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稱；就此以觀，忠實義務一語之使用並無實際意義，具備意義者毋寧係將忠
hengchi U
實義務之標籤撕去後所得之內涵。
最後，本文同時於此辨明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認其實為各種可能之義務

第三節

再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承接本文第三章所述，忠實法具備動態性格，其內涵不僅存在於私法關係中，
亦可能以某些態樣投射於監理法中。本文於第四章就比較法上關於保險經紀人之
忠實義務之辨證進行研究時，已分別以民事法及監理法之視角解構保險經紀人之
忠實義務，於本章前一節亦已將我國法下忠實義務之應有構造創建完畢，本節爰
於此些基礎上，分別從解釋論及立法論之面向，重新建構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
義務。
第一項

自解釋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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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義務之內涵可能為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以及
狹義之適合性義務（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③保單更新時，
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以及其
他更廣泛之義務（⑤揭露佣金；②通知辦理續保）。此些義務均得經民事法上之
解釋而加以建構，其具體而言可能如何為之、又將面臨何種極限，將於下文詳述。
此外，我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係規範於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本條屬第五
章保險業之範圍，性質上屬行政監理法，應如何對之加以解釋始與本文保險經紀
人忠實義務之架構相符，亦有待下文釐清。
第一款

忠實義務於民事法上之體現

政 治 大
護法，而既忠實義務之實際樣貌為「所有可能之義務」，則上開三者事實上均具
立

保險經紀人於民事法上之義務來源包含契約法、侵權行為法及金融消費者保

備再建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可能性。

‧ 國

學

第一目

契約法上之忠實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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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之契約法上義務來源大抵不脫居間及委任契約，下文即分別由義

sit

務主體、義務對象、義務內容及義務違反等四個層面探討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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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於契約法上的可能樣貌。
一、義務主體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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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承接前述，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得透過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或保險經紀
契約加以建構。若以後者作為義務來源，則因保險經紀契約之當事人為保險經紀
人（包含個體保險經紀人及保險經紀人公司）及要保人，故忠實義務之主體亦為
保險經紀人。若保險經紀人使用保險業務員為其招攬業務，此時保險業務員為保
險經紀人之履行輔助人，保險經紀人應依民法第 224 條為其之故意過失負債務不
履行責任。
與之相對，若以前者作為義務來源，因此時忠實義務之基礎為忠實・委任契
約而非保險經紀契約，故義務主體並不受限於保險經紀契約之當事人；換言之，
無論係保險經紀人抑或其所使用之保險業務員，均得作為義務主體。在保險經紀
人與保險業務員均為義務主體之情形，雖保險業務員係因自為介入要保人決定權
領域之行為而成為忠實義務之主體，惟對保險經紀人而言，仍係以保險業務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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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履行自己之忠實義務的履行輔助人，故其仍係依民法第 224 條為保險業務員
之故意過失負自己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又因民法第 224 條為債務人對其代理人或
使用人之行為所負之擔保責任，債務人不得藉由證明其對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選任
監督無過失而免責948，故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均須為保險業務員之行為負自己之債
務不履行責任。易言之，此時將保險業務員認定為獨立之忠實義務主體，似無太
大實益。
二、義務對象
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規定：「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
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並負忠實義務。」須先敘明者，本條為

保險監理法上之規定，並不具備決定契約義務主體之功能；惟就規範意義而言，

政 治 大
險經紀人於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時，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立
仍得以此作為討論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對象之端緒。自文義觀之，本條僅要求保

為之，並負忠實義務，並未明文指揭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的對象為被保險人。

‧ 國

學

再者，對照保險法第 9 條規定，保險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
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之人，從而，保險業法第 163 條第六項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

‧

似僅謂：保險經紀人須於其基於保險法第 9 條所負之角色上，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y

Nat

意執行其職務，並負忠實義務。

sit

既現行法下並未明文規定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的對象，本文爰就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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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該關係人即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等進行檢視，分述如下：
（一）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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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契約之當事人為要保人及保險經紀人，是以若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
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依據，則將要保人認定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原
則上並無疑問。而若以忠實契約作為保險經紀人義務之依據，因此時忠實契約係
獨立於保險經紀契約存在，故無論要保人是否為保險經紀契約之當事人，均得作
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
（二）被保險人

948

林大洋，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之分與合，法令月刊第 67 卷第 10 期，頁 66，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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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是否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主體，其結論不因以獨立之忠實契約或
原有之保險經紀契約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而有差異。惟於要保人與被保險
人不同一時，伴隨採取不同的義務建構基礎，針對被保險人是否為保險經紀人忠
實義務之對象之問，須於法律解釋上所花費之精力亦隨之相異。
1. 以獨立之忠實契約作為忠實義務基礎
保險經紀實務上可能存在實際上由被保險人主導與保險契約有關之各項權
利，進而成為實質決定權人之情形（例如：被保險人同時為要保人949），於此情
形下，若保險經紀人實際上為各種忠實指向行為（即①宣稱自己為專家；②涉入
投保決定；③自願提供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④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
等）之對象為被保險人，則此時忠實關係應成立於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保
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為被保險人。若直接以獨立之忠實契約作為保險經紀人

政 治 大

忠實義務之依據，則欲於上開情形中將被保險人認定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

立

2. 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忠實義務之基礎

學

‧ 國

象，並無太大的困難。

惟若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依據為保險經紀契約，則於被保險人實際上主導

‧

與保險契約有關之各項權利、實際上與保險經紀人互動之情形下，欲將被保險人

y

Nat

認定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並不容易。此時可能須藉由契約法上之「契

sit

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理論，將被保險人納入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人契約

er

io

所負之忠實義務的保護範圍內。至於具體而言應如何操作，則討論如下：

al

n

iv
n
C
(1) 契約對第三人保護效力之理論基礎
hengchi U
契約對第三人的保護效力乃德國判例與學說所創設950，即依契約之目的、意
義，以及誠實信用原則，契約上之注意及保護義務，原則上可以從債之相對性中
解放，使債務人對於與債權人具有特殊關係之第三人，亦負有照顧、保護等義務。
惟為避免債務人所負責任因此而漫無邊際地放射，學理上認為惟有將受保護之第
三人限縮於一定範圍內時，契約責任之擴張始有正當依據，如：第三人須為將因
債務人之給付而受到影響之人，且債權人對該第三人負有保護、照顧義務，債務
人並對此得合理預見等951。

949

雖在此情形下被保險人得基於要保人之地位，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要求保險經紀人負忠實義
務之基礎，惟基於要保人之地位得請求之損害賠償內容，與基於被保險人之地位得請求者並不相
同。詳參本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四、
（三）之討論。
950
王澤鑑，契約對第三人的保護效力，法學叢刊，第 21 卷 3 期，頁 22，1976 年 9 月。
951
王澤鑑，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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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保險人得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
本文認為，即便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基礎，被保險人
仍得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理由有二952：
A. 被保險人有依契約法規定保護之必要
首先，被保險人有依契約法規定保護之必要，此可從二層面觀察。其一，依
保險法第 6 條規定，被保險人本為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保險金請求權之人，若
契約未成立，即無法請求基於契約所應獲得的保險給付。縱被保險人有依民法侵
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之可能，惟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段限於權利，第二項又
須保險人有故意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故恐均未能成立，此時若被保險人得主張
契約責任則有其實益。

政 治 大
被保險人不同一之情況下，要保人縱使為契約上之相對人，但所負之主給付義務
立

其二，保險利益為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953，其究應歸屬何人素有爭議。於要、

僅係交付保費而已，其不須具有保險利益，更非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之人。

‧ 國

學

與之相對，被保險人為事故發生時受損害之人，故保險利益亦應而歸屬於被保險
人，從而，既被保險人方為保險契約保護之人，而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亦包含

‧

使被保險人取得合適、足夠之保險保障及續保通知等，則被保險人應為契約對第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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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保護效力範圍中之「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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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被保險人納入契約責任範圍內，並未過度加重保險經紀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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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移轉 ，加之保險單上對被保險人為何人均有明確載明，保險經紀人作為媒
hengchi U
介保險契約之人，自應對其所經手保險商品之權義關係有基本之認識，故此時若

其次，保險契約為繼續性契約，特別注重當事人間的關係，權利義務更不得
954

將被保險人包納進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範圍內，並無致其責任漫無邊際之
虞。
（三）受益人
與被保險人之情形相類，受益人是否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隨義務
基礎不同，所需之法律解釋亦因此相異，詳述如下：

952
953
954

下文考量理由之切入視角整理自：王澤鑑，前註，頁 27。
江朝國，前揭註 49，頁 97。
江朝國，前註，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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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獨立之忠實契約作為忠實義務基礎
同樣地，保險經紀實務上可能存在由受益人主導與保險契約各階段權義有關
之事項，進而使其成為實際的決定權人（如：要保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955）。當
保險經紀人介入此類決定，則其即有對受益人負忠實義務之可能。而若直接以獨
立之忠實契約作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依據，則縱受益人非保險經紀契約之當
事人，將其認定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在解釋論上並未面臨太大之挑戰。
2. 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忠實義務之基礎
與之相對，若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忠實義務之基礎，則因受益人畢竟非保險
經紀契約之當事人，故若欲將其認定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對象，則同樣須藉
由前揭「契約對第三人保護效力理論」方有達成之可能。在契約對第三人保護效
力理論下，同樣須考量受益人有無依契約法規定加以保護之必要，以及將受益人

政 治 大

納入忠實義務之對象範圍內，是否過度加重保險經紀人之負擔。

立

A. 受益人有依契約法規定加以保護之必要

‧ 國

學

就受益人有無依契約法規定加以保護之必要而言，如前所述，受益人雖得依
侵權行為主張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義務，惟相較於契約法，侵權行為之保護客體

‧

較不足，從而，於受益人無法依侵權行為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時，使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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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保險經紀人主張契約責任即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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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受益人納入忠實義務之對象範圍內，並未過度加重保險經紀人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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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定，要保人仍得隨時撤銷或變更其指定
，
U
h e n g，c故受益權在性質上僅屬一期待利益
i
h
並非確定之權利956。基於此種不確定之法律地位，受益人似應不屬契約對第三人
誠然，於保險事故發生前，除非要保人拋棄處分權，否則受益人之受益權並

保護效力理論中所謂之「第三人」。然而，保險經紀人對受益人負忠實義務之前
提係其與受益人間已存在經由忠實指向而建立之忠實關係，亦即，保險經紀人實
際上參與了受益人之意向形成過程（此意向復主導與保險契約各階段有關之權
義），於此情形下，保險經紀人就受益人將對其產生信賴一事應至少可得預見。
就此以觀，將受益人納入忠實義務之對象範圍內，並未過度加重保險經紀人之負
擔。

955

雖在此情形下受益人得基於要保人之地位，以保險經紀契約作為要求保險經紀人負忠實義務
之基礎，惟基於要保人之地位得請求之損害賠償內容，與基於受益人之地位得請求者並不相同。
詳參本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四、
（三）之討論。
956
葉啟洲，前揭註 47，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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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務內容
承接本章第二節所述，無論係保險契約訂定前階段、保險契約存續階段，抑
或保險契約期滿後階段，保險經紀關係中原則上均不存在重要實際利益之託付，
僅於忠實指向存在時，始使保險經紀關係成為忠實關係。前文已就契約法具備於
我國法中再現忠實指向之可能性進行詳述，此處擬在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或委任
契約所負義務的基礎上，正確地將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容安放其中。
（一）保險契約訂定前階段
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就保險契約之洽訂而言，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成立居
間契約，由保險經紀人媒介要保人與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此時因保險經紀人之

政 治 大
之義務及調查義務，並無確保所締結之保險契約得提供被保險人額外、足夠、合
立
角色為單純之中介人，故其縱基於居間契約負有據實報告義務、媒介妥適相對人

適之保險保障之義務，亦無確保保險人有足夠的清償能力之義務（此二者為忠實

‧ 國

學

義務之內涵）。

惟於忠實指向存在之情形，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可能將經一定程度之擴張，具

‧

體方法如上所述，有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者，亦有直接創設忠實契約關係者。

y

Nat

於此，因「爲要保人取得額外、足夠、合適之保險保障」及「確保保險人有足夠

sit

的清償能力」均係為實現忠實義務對象基於此居間契約所欲獲得之給付利益957—

er

io

—即締結符合其需求之保險契約——為目的，得將之認定為保險經紀人本於居間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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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n
C
則及補充的契約解釋而發生 ，從而，於保險經紀關係中存在忠實指向之情形，
hengchi U
我國法得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契約所負之義務。
契約所負之從給付義務。又除法律明文規定外，從給付義務尚得基於誠實信用原
958

當然，若欲採取創設忠實契約關係之方式直接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就
方法論而言亦無不可。此時，「爲要保人取得額外、足夠、合適之保險保障」及
「確保保險人有足夠的清償能力」等義務均為獨立之契約義務，而觀察我國民法
中之各該有名契約，似得將之定性為委任契約，蓋當保險經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
涉入投保決定、自願提供有關保險需求之資訊，或與忠實義務對象間就保額相關
事項有所討論或互動，且其程度達到忠實權力理論所稱之「託付」時，其與要保
人間應至少存在默示的委任合意。

957
958

姚志明，誠信原則與附隨義務之研究，元照，頁 52，2004 年 9 月初版。
王澤鑑，前揭註 51，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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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佣金揭露之部分，此雖為忠實義務之內涵所涵括，惟比較法上，無論美
國或日本均未以私法關係處理，並將之保留予保險監理法規。本文贊同此種做法，
故擬將此部分留待後文針對監理法進行討論時處理。
（二）保險契約存續階段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原則上為居間關係，基於居間契約，保險人原則上並
未於保險契約存續階段中負有其他義務。惟保險契約存續階段中，保險經紀人仍
可能以不同方式介入要保人之自我決定權，而使雙方間存在某種「託付」。具體
而言如：是否進行契約轉換、是否辦理減額繳清、如何選擇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
的或理賠處理等。此時，因此些義務與居間契約之契約目的無涉，除非保險經紀
人與要保人間本就此些事項另成立委任契約，而得再透過誠實信用原則課予保險

政 治 大
獨立之忠實契約之方法，始合乎邏輯。須注意者，雖本文將此二契約均定性為委
立
經紀人更廣泛之義務959，否則應採取直接將存在忠實指向之保險經紀關係認定為

任契約，惟前者源自明示之合意，後者則由誕生自忠實指向中，經解釋所得之默

‧ 國

學

示合意，二者仍有微妙的不同。

‧

（三）保險契約期滿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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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原則上止於保險契約之洽訂，無論係保險契約存續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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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抑或保險契約期滿後階段，理論上均已與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契約所負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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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到期前通知要保人續保，此時即可能符合忠實指向中
「自願提供與保險
hengchi U
需求有關之資訊」所指稱之情形，若保險經紀人因此對要保人是否續保握有高度

務無涉。惟實際上保險經紀人仍可能出自服務保戶及提升續保率之心態而於每年

控制影響力，甚至使之對其產生信賴，則此時可能形成忠實權力理論下所謂之「託
付」，進而使保險經紀人負有通知要保人續保之義務960，視具體情形甚至可能負
有為要保人辦理續保之義務。
與保險契約存續階段之討論相同，無論係續保通知義務或辦理續保之義務，
均與居間契約之契約目的無涉，除非要保人與保險經紀人之間就此已事先成立委
任契約，否則同樣應直接將此存在忠實指向之關係認定為獨立之忠實契約，以求

959

如就是否進行契約轉換、是否辦理減額繳清、如何選擇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等，提供要保
人相關建議；抑或於要保人委任保險經紀人代為理賠處理時，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要求保險經紀
人須極力為其爭取可能之最佳保險給付。
960
此時已非單純之「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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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邏輯一致。同樣地，與前文討論相同，此忠實契約應定性為委任契約，在此
不贅。
四、義務違反
前文已於我國契約法之基礎下就忠實義務之主體、對象及內容再為建構，以
下爰針對保險經紀人違反契約法上忠實義務時所可能產生之法律效果進行探討。
須先予敘明者，義務違反所牽涉之法律問題均具自成一研究主題之價值，為免討
論失焦，本文於此僅先點出問題所在，期能為我國法上有關損害賠償之討論提供
一可供參考的忠實法之脈絡。
（一）注意義務之程度

政 治 大
保險經紀人雖違反上述各該契約義務（忠實義務），惟其是否因此須負損害
立

賠償責任，仍須視其是否可歸責而定。

‧ 國

學

1. 契約法之歸責原則

‧

契約責任主體應負何種注意義務，應依當事人之約定或法律之規定而定；若

y

Nat

無約定亦無規定，原則上以故意或過失為歸責事由，至於如何酌定過失之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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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民法第 220 條第二項規定961，由法院依事件特性酌定之，如其事件非予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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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利益者，則應從輕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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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以建構，亦得透過解釋而直接將忠實義務認定為獨立的委任契約。首先，就
hengchi U
前者而言，由於民法並未就居間人過失責任之輕重有特別規定，故如何酌定前者
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得透過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居間契約之方

之注意程度，仍應以居間關係之特性作為認定基礎。本文認為，雖擴張保險經紀
人之義務、要求其須「爲要保人取得額外、足夠、合適之保險保障」及「確保保
險人有足夠的清償能力」，似屬民法第 220 條第二項所謂「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
利益」者，惟本條僅為例示規定，是過失責任之酌定，並非以利益之輕重為唯一
標準962。再者，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須以保險經紀關係中存在忠實指向為前
提，觀察忠實指向之內涵，於保險經紀人有宣稱自己為專家、涉入投保決定或自
願提供與保險需求相關之資訊之行為，其即從義務對象處取得信賴或依賴。藉由

961

民法第 220 條：
「債務人就其故意或過失之行為，應負責任（第一項）
。過失之責任，依事件
之特性而有輕重，如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利益者，應從輕酌定（第二項）
。」
962
例如：無因管理人雖為未受報酬之人，惟其若因濫行干涉他人事務而致生損害者，仍應令其
負抽象輕過失責任，始得保障本人之權益。詳參：孫森炎，前揭註 944，頁 48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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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服務」之提供，無形中亦增加其業務量，從而，就保險經紀人是否未於忠
實關係中獲得利益而言，實際上尚難逕斷。
另一方面，若採取直接以獨立的委任契約作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基礎之方
式，則如何酌定保險經紀人之注意程度，應回歸委任相關規定。依民法第 535 條
規定，受任人係以其是否受有報酬而異其注意程度，有償委任之受任人所負之注
意程度為抽象輕過失，無償委任則為具體輕過失。在保險經紀關係中，保險經紀
人是否基於此忠實・委任契約而受有報酬？就形式觀之，保險經紀人在與忠實指
向有關之行為中，似未受有任何報酬，惟承接本文第二章之討論，保險經紀人之
佣金實際上仍來自要保人所支付之保險費，從而，即便將忠實契約認定為獨立於
保險經紀契約之契約關係，保險經紀人事實上仍於媒介保險契約締結的過程中受
有來自保險消費者端之報酬。
最後，回歸更本質的問題，一般委任關係中並不必然存在忠實權力理論所描

政 治 大
任，較一般委任關係存在更高度風險之忠實關係，更應以抽象輕過失酌定忠實義
立

繪之「託付」，在不存在「託付」之委任關係中，受任人尚可能負抽象輕過失責
務人之注意程度。

‧ 國

學

2. 其他考量因素

‧

如前所述，我國民法就歸責標準所為之原則性規定，其具體內涵較為欠缺。

y

Nat

此雖保留了高度的操作可能性，但在欠缺具體考量因素之情形下，結果上與難以

sit

操作無甚差別。就此，本文爰提出若干可資參酌之因素：法律風險、保險經紀人

er

io

裁量權力之限制、保險消費者之合理期待，以及其於其他資訊規制之保障上是否

al

n

iv
n
C
就法律風險而言，如同美國法下董事之所以僅負實質之重大過失責任，理由
hengchi U
在於公司董事已承擔極高之法律風險，於此情形下，若再使其負嚴格之法律責任，
充足。

恐致使無人願意擔任董事963。本於相同邏輯，因保險金額數額通常較高，若過度
擴張保險經紀人之法律責任，使其須為被保險人未能取得之保險保障負損害賠償
責任，在佣金來源自保險費的前提下，除可能導致保險費數額提高外，甚至可能
導致保險經紀市場萎縮，進而悖離當初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之目的。
其次，如同忠實指向之內涵存在高度事實取向（fact-specific），保險經紀人
實際上對要、被保險人自我決定的介入程度究竟為何，亦仰賴細緻的事實認定。
若保險經紀人之裁量權力受到部分限制，保險消費者之合理期待亦因此產生一定
程度的縮減，此時或可考慮從輕酌定保險經紀人之注意程度。此外，雖前文之討
論係立於義務有無之層次，但如同判斷有無課予忠實義務人忠實義務之必要性

963

FRANKEL, supra note 232, at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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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須考量法律上或社會上是否存在其他可能之替代措施般964，於酌定保險經紀
人之注意程度時，亦應將其是否已經其他資訊規制受到足夠之保障；若是，則亦
應從輕酌定保險經紀人之注意程度。
（二）因果關係
在契約關係中，因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給付具有應為給付之期待，故若債權
人欲依契約責任向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原則上僅須就「契約存在」與「損害之
發生」舉證即可，無須證明二者之間具因果關係。債務人如欲免責，則須就該債
務不履行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自負舉證責任965。
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欲依契約責任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則僅須證明
忠實指向存在（無論係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居間契約義務，抑或直接主張雙方間

政 治 大
紀人違反忠實義務所致，則由保險經紀人負舉證責任。本文認為，契約法此處就
立
成立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以及其確實受有損害即可；至於損害是否因保險經
舉證責任所為之分配亦適於保險經紀關係，蓋欲證明忠實指向存在，對要保人或

‧ 國

學

被保險人而言已屬不易，是以就利益權衡而言，將「存在不可歸責之事由」劃由
保險經紀人舉證，應屬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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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損害賠償之範圍與方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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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保險經紀人確實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負有忠實義務，且其確實有可歸責之

v

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惟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欲向保險經紀人請求損害賠償，則
仍須先證明「損害」存在。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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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說
(1) 損害之認定
我國民法傳統上係以差額理論作為損害認定的基礎。詳言之，所謂損害，乃
受侵害人於侵害事故發生與不發生時，其財產總額之差額966。就法律行為之損害
而言，可分為履行利益之損害與信賴利益之損害。前者指涉債權人因債務人未能

964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之討論。
姜世民，新民事證據法論，新學林，頁 360-361，2009 年三版。孫森炎，前揭註 944，頁 591。
另請參照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1139 號判例意旨。
966
王澤鑑，損害概念及損害分類，月旦法學雜誌，第 124 期，頁 203，2005 年 9 月。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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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所受之損害967；後者則為當事人相信法律行為有效成立，卻
因某種事實之發生，致該法律行為不成立、無效或撤銷而生之損失，如訂約費用、
準備履行所需費用及另失訂約機會之損害968。
(2) 損害賠償之方法
就損害賠償之方法，我國民法於第 213 條至 215 條設有一般原則，並於民法
第 192 條至 196 條就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方法設有特別規定。於規範設計上，係
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並兼採金錢賠償制度。金錢賠償則又分為二類，以回復原狀
所必要費用代替回復原狀（民法第 213 條第三項）及價值賠償（民法第 215 條）
969

。
2. 對要保人之損害賠償

政 治 大
其因債務不履行而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造成之損害原則上僅涉及履行利益之
立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基礎為已有效成立之居間契約或忠實・委任契約，故

損害之問。承前所述，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違反態樣包含：①未取得額外的、

‧ 國

學

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②未通知辦理續保；③保單更新時，未就保單條款之
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未能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此些情形中，要保

Nat

y

‧

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損害究係為何？

sit

(1) 要保人之損害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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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保人而言，隨忠實義務違反態樣之相異，要保人所受之損害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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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若違反此種義務，事後要保人可能主張：若保險經紀人善盡義務，則
hengchi U
要保人將不會與特定保險人締結特定保險契約，且可能投保他保險契約。於要保

在①、④之情形中，前文已論及此屬保險經紀人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之範疇，

人選擇投保他保險契約契約時，在差額理論下，其所受損害為所締結契約與未能
締結之契約，二者「風險承擔符合保險費支出」程度之差，惟此涉及要保人對於
保險之主觀期望與需求，未必存在客觀之衡量標準者。而於要保人未再締結他保
險契約之情形，乍見之下要保人所受損害為保險費之負擔，惟若要保人選擇不締
約，則其亦將無保險保障，故就此是否得逕認要保人之「損害」之存在，不無疑
問。從而，學說上有認，於違反說明義務或適合性義務之情形，並不宜以傳統債

967

王澤鑑，前註，頁 210。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五）
，自版，頁 230，2004 年 10 月。
969
王澤鑑，回復原狀與金錢賠償損害賠償方法的基本架構，月旦法學雜誌，第 127 期，頁 196197，2005 年 12 月。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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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履行之差額理論認定要保人之損害；要保人真正所受之損害為「訂立不合其
需求之契約」970。
在②的情形中，要保人可能主張：若保險經紀人善盡義務，則要保人將就原
先之保險契約辦理續保。在此情形中，要保人所受之損害為「繼續締結該保險契
約所能獲得之利益」。而在③之情形中，要保人可能主張：若保險經紀人善盡義
務，則要保人將能基於保險經紀人充分的說明或建議下，於保單更新時做出妥適
的判斷。在此情形下，要保人所受之損害為「因未能做出妥適判斷而喪失之利益」
。
(2) 對要保人之損害賠償之方法
前文已就各該忠實義務違反態樣，要保人所受之損害進行討論，此處將處理
如何就該損害進行賠償之問。
針對①、④情形而言，學說上曾指出於保險人違反說明義務或適合性義務時，

政 治 大
之「不合其需求之契約」 。惟保險人係基於保險契約而負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
立
應以「契約之回復原狀」作為損害賠償方法，即自始廢止要保人與保險人所締結
971

務等先契約義務，與保險經紀人係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或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而

‧ 國

學

負說明義務或適合性義務不同，以後者之義務違反作為廢止前者之理由，並不合
理。前述學說僅在處理保險人違反說明義務或適合性義務之情形，與保險經紀人

‧

之情形不同，須予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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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契約之回復原狀」作為損害賠償之方式於此不具可行性，則仍應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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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錢填補差額之損害賠償方式。惟誠如前述，在差額理論下，如何認定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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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並不容易。具體而言，若要保人原先欲締結之保險契約，其風險承擔為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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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險契約，其風險承擔為Ｃ、保險費為Ｄ、二者間之相符程度為Ｗ，則要保人
hengchi U
所受損害（即前述「風險承擔符合保險費支出」程度之差）係指Ｗ與Ｋ之間的差
保險費為Ｂ、二者間之相符程度為Ｋ；若保險經紀人善盡義務，則要保人將締結

額。然而，在要保人非同時為保險給付之請求權人時，所謂「風險承擔」對其而
言究竟為何972，其數額又應如何計算，實屬極難之問。本文於此無力回答此一問
題，僅能先指明問題所在。附帶而論，於要保人單純選擇不締約（即亦未再締結
他約）之情形，雖學者認因要保人同時喪失保險保障，故難逕謂損害存在；惟本
文認為，若要保人非同時為被保險人，則其並非保險契約所保障之人973，故並不
存在「喪失保險保障」之情形。退步而論，縱要保人因持有保單而受有利益，此
970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68。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68。
972
就本文看來，
「風險承擔」之於要保人之意義應為「因投保而產生之安全感」
，即危險承擔理
論下，要保人透過保險人所為承擔危險之許諾，所獲得之「心理上及財務上之安定」
。詳參：葉
啟洲，前揭註 47，頁 191。
973
縱要保人同時為被保險人，亦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地位而受保險契約保障，而非要保人之地位。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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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亦與「保險保障」不同，在內涵上應為前述「風險承擔」。再者，即便要保
人之利益得以衡量，亦僅生損益相抵之問，而非要保人不存在損害。
在②之情形中，要保人所受之損害為「繼續締結該保險契約所能獲得之利
益」，此與前述「風險承擔」在內涵上相通，但同樣亦面臨在要保人非同時為保
險給付之請求權人時，持有保單究竟為其帶來了何種利益、此種利益又因如何估
算之問。在③之情形中，要保人所受之損害為「因未能做出妥適判斷而喪失之利
益」，此種損害之內涵較廣。在要保人主張其若能做出妥適判斷將選擇繼續該保
險契約之情形下，其損害應為前述「風險承擔」；在要保人主張其將選擇締結他
約之情形，其損害應為前述「『風險承擔符合保險費支出程度』之差」；在要保
人單純主張其將選擇不締約（即亦未再締結他約），其損害為「保險費之支出」。
3. 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

政 治 大
求權人；換言之，前述「風險承擔」對其而言之意義似為「保險給付」。以下即
立

就被保險人而言，其與前述討論之最大差異在於，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請

在此基礎上，討論在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義務之各該態樣中，被保險人所受之損

‧ 國

學

害及賠償該損害之方法。

‧

(1) 被保險人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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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①、④之情形中，被保險人可能之主張為：若保險經紀人善盡其說明義務

sit

或適合性義務，則其將締結某一契約或選擇不締結特定契約而改投保他契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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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均為「無法獲得所需要之保險給付」。在②、③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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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繼續該保險契約所能獲得之利益」
及「因未能做出妥適判斷而喪失之利益」
。
hen
hi U
c
g
然而，由於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請求權人，故損害的內容實際上與要保人之情形
中，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形式上與要保人在同樣情形下所受之損害相同，分別

相異。
(2) 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之方法
就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方法而言，承接前文以金錢填補差額作為損害賠償
方式，在①、④之情形中，若原先欲締結之保險契約，其風險承擔為Ａ、保險費
為Ｂ，而今因保險經紀人違反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致未能締結該契約，則被保
險人所受之損害為「Ａ—Ｂ」。因此時主張債務不履行者為被保險人，故Ａ應指
涉保險給付（通常為保險金），而Ａ與Ｂ之差額即為保險金與保險費間之差。另
一方面，若今被保險人主張其因保險經紀人違反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而未能成
為能使其取得更多保險給付之保險契約的被保險人，而該保險契約之風險承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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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保險費為Ｄ，則要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數額應為「（Ｃ—Ａ）—（Ｄ—Ｂ）」，
即所能獲得之保險給付差額，扣除保險費差額後所得之數額。
在②之情形中，被保險人之損害為「繼續該保險契約所能獲得之利益」，其
意涵與風險承擔之於被保險人之意義相同，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數額應為保險給
付與保險費之間的差額。而在③之情形中，被保險人所受損害為「因未能做出妥
適判斷而喪失之利益」，其數額則視被保險人之主張而定。於被保險人主張其因
保險經紀人違反義務而未能獲得更佳之保險保障時（如：辦理減額繳清），其所
受之損害數額為前後保險給付之差額，扣除保險費差額後所得之數額；於被保險
人主張其因保險經紀人違反義務而完全喪失保險保障之情形（如：直接解約），
損害數額為保險給付與保險費間之差額。
4. 對受益人之損害賠償

政 治 大
「風險承擔」對受益人之意義亦為保險給付。
立

在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身故後，受益人為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之人，故

‧ 國

學

(1) 受益人之損害

與上述被保險人處之論理相似，於①、④之情形中，受益人之損害為「無法

‧

獲得所需要之保險給付」；於②之情形中，受益人之損害為「若保險契約契約所

sit

y

Nat

能獲得之利益」；於③之情形中，則為「因未能做出妥適判斷而喪失之利益」。

er

io

(2) 對受益人之損害賠償方法

al

n

iv
n
C
），抑或所能獲得之保險給付差額，扣除保險費差額後所得之數額（於締結較
hengchi U
不利契約之情形）。在②之情形中，受益人之損害亦為保險給付與保險費之間的
受益人所受之損害為保險金與保險費間之差（於最後未締結保險契約之情形

974

差額；而在③之情形中，受益人之損害為前後保險給付之差額，扣除保險費差額
後所得之數額，或保險給付與保險費間之差額。
（四）過失相抵
前文已就保險經紀人違反忠實義務時所應負損害賠償之範圍進行討論，惟若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就該等義務違反與有過失，法院是否得減輕或免除保
險經紀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比較法司法實務上，無論係美國法或日本法，於認定
974

縱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受益人之受益權尚未確定（除非要保人拋棄處分權）
，惟受益人主張損害
賠償時保險事故多已發生，其受益權亦已告確定。此時受益人即便因契約未成立而連帶使其受益
權未能確定，其原先之期待應已上升至接近確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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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違反（實質的）忠實義務後，多半復以與有過失調整損害額。然而，
既保險經紀人係因忠實指向之存在——即介入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自我
決定權——而成為忠實義務人，則除非忠實義務對象對保險經紀人之介入行為本
身存在過失，否則忠實義務對象基於該受影響之意向所為之決定，均不應成為認

定其有過失之依據。
五、小結
簡要整理本段結論如下：一、於保險經紀人成為忠實義務人時，其義務對象
可能為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惟伴隨採取不同的義務建構基礎，之中論理
亦不相同。二、忠實義務之內容包含：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
②通知辦理續保；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

政 治 大
義務之方式加以建構（直接認定為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亦可）；②、③因已逾
立
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等，就①、④而言，得透過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居間契約

越保險經紀人洽訂契約之角色定位，宜將之認定為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三、

‧ 國

學

在義務違反之法律效果之部，於酌定保險經紀人之注意程度時，應納入更多的考
量因素，以求論理細緻。在因果關係之部，現行契約法之歸責原則適用於忠實關

‧

係時尚稱妥適。而就損害賠償之範圍與方法，因所涉面向過廣，本文於此僅能提

y

Nat

出初步看法，有待後續研究辨明。最後，本文認為過失相抵原則上不適用於存在

n

al

侵權行為法上之忠實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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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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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sit

忠實指向的保險經紀關係中。

i
Un

v

侵權行為法為保險經紀人之另一民事法義務來源，惟如前所述，我國侵權行
為保護客體有所不足，故相較於契約法，於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時，侵權
行為法較不具彈性。前述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如：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
合適的保險保障；②通知辦理續保；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說明
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等，均難構成權利之侵害。在保險經紀
人不存在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後段之主觀歸責事由的情形下，除非忠實義務之內
涵已根植於其他法律中、且亦得被認定為「保護他人之法律」外，否則忠實義務
對象975均難依侵權行為法對之請求損害賠償。

975

附帶而論，因侵權行為法不受債之相對性限制，故在義務對象之處理上，較契約法來得容易。
詳言之，在將非保險經紀契約當事人之被保險人及受益人認定為忠實義務對象時，無須借助「契
約對第三人保護效力」加以處理。然而，如前所述，以契約法作為義務基礎所生之障礙得藉由將
忠實關係認定為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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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忠實義務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內涵包含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二者均得見於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中。惟如前所述，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主體包含保險經紀人，
但無論係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或第 10 條，均將說明義務或適合性義務歸範
為金融服務業者於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所負之義務，與以說明義務或適合
性義務作為其服務提供之保險經紀人之情形不符，因此，保險經紀人於文義上並
不負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
然而，本文畢竟在第二章討論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時提出諸
多問題，並將可能之答案指向保險經紀人於契約法上所負之義務。前文既已完成
對保險經紀人於契約法上所負忠實義務之建構，以下則在該基礎上，回答本文於
第二章所留下的問題。

立

一、說明義務

政 治 大

‧ 國

學

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原則上僅為居間關係，基於居間契約所負之調查及據

‧

實報告義務，保險經紀人應就所媒介之保險商品的內容進行說明，其具體內容包

y

Nat

含：承保範圍、除外危險、等待期間、損失發現期間等；而保險商品以外之事項

sit

如保險人之清償能力、保險商品之風險、保險商品是否符合要、被保險人之需求

er

io

（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等，除非保險經紀關係中存在前述忠實指

al

n

iv
n
C
係原則上止於所媒介之保險契約締結時，故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進行
hengchi U
說明之義務，自不在保險經紀人說明義務之範圍內。

向，否則不在保險經紀人說明義務之範圍內。此外，因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關

二、適合性義務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一項所規範適合性義務之內涵為「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之相關資料」及「確保提供之保險經紀服務合其適合度」。就前者而言，
保險經紀人雖基於居間契約負有為要保人媒介締結保險契約之義務，而勢須就
要、被保險人之資料有一定程度之瞭解；然而，此僅限於由要、被保險人主動提
供之資料，除非雙方間成立忠實關係，否則保險經紀人並不負主動且鉅細彌遺地
瞭解要、被保險人資料之義務。而就後者而言，雖因保險經紀服務之核心為媒介
保險契約，而使「確保保險經紀服務合其適合度」有被解釋為「確保保險商品合
其適合度」之可能；然而，如前所述，若保險經紀關係中不存在忠實指向，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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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經紀人並不負有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之義務，從而，保險經
紀人原則上並不負有適合性義務。
三、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如前所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三項所規定之忠實義務僅適用於提供
具信託、委託等信質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之金融服務業，保險經紀人於文義上並無
本條忠實義務之適用。而就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言，暫且將本文認為我國法
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多為錯誤立法之見解976擱置一旁，縱此處之「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為立法理由所稱之 Duty of Care——即保險經紀人作為忠實義務人所負
之注意義務——在前文就保險經紀關係原則上非忠實關係、忠實關係本身即為契
約關係等所為之詳細論述下，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另課予保險經紀人善良管理

政 治 大
無甚意義，則是否有於侵權行為法上為其尋得落腳處的可能？就此，唯一的可能
立

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亦無意義。而既本條之於保險經紀人之契約義務而言
性為將本條解為民法第 184 條第二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然而，本條在規範上

‧ 國

學

僅泛言「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就其內涵未置一詞，故就結論而言，似亦難逕
為此認定。

‧

至若如何解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保險經紀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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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務」，則回歸本文於第三章之結論，此為酌定保險經紀人是否可歸責之標準，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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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sit

配前文就注意義務程度之討論977，建構出合理之注意程度基準。
監理法上之解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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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前述，「忠實義務」一語之使用，在民法上並無太大意義，真正指涉保
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者為保險經紀人之契約法上之義務。惟即便在民事法上
撕去忠實義務之標籤，忠實義務仍竄逃至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至第八項中，成
為另一標籤。如何於前文所架構的論理下將之撕除，即為以下欲處理之問題。
第一目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暫且將顯然漏洞百出之提案理由擱置一旁978，若以我國法一貫之立法邏輯觀
察本條，本條之「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 Duty of Care，「忠實義務」為 Duty
976
977
978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六項之討論。
詳參本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四、
（一）處之討論。
就本條提案理由之批評，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二款、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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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yalty，則本條為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於監理法上之規
定。然而，保險經紀人原則上非忠實義務人已如前述，本條又屬不直接生私法效
力之監理法規，故解釋上至多似僅能用以填充民事法上誠實信用原則之內涵。詳
言之，於判斷保險經紀關係中是否存在忠實指向時，須將忠實義務對象是否因信
賴而託付其決定納入考量，而監理法上對保險經紀人之規制態度，將反映於保險
消費者對保險經紀人之信賴程度上。
第二目

書面分析報告義務

如前所述，書面分析報告義務為保險經紀人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於監理法
上之投射，而說明義務與適合性義務又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涵所包含，從
而，書面分析報告無疑亦係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於監理法上之

政 治 大
則之內涵時似亦較容易。惟須注意者，書面分析報告之範圍係規範於保險經紀人
立

展現。相較於同條第六項，本條看似較為具體，於用以填充民事法上誠實信用原
管理規則第 33 條第四項中，此僅為法規命令，相較於保險法之業法章節，其位

‧ 國

學

階更低，得於多少限度內穿透至私法關係，宜謹慎認定。

‧

第三目

報酬揭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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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提案理由之說明，課予保險經紀人報酬揭露義務係為消弭保險經紀人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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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結構導致之利益衝突問題，故就此以觀，本條原先應作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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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紀人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揭露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之基準」
，而非
hengchi U
要求其揭露由保險人處收取之佣金，從而，既本條於文義上非佣金揭露義務之規
n

務（Fiduciary Duty）於監理法之體現。惟如前所述，本條最後之用語係要求保險

範，則似已與本文論理下之忠實義務無涉了。
第三款

解釋論之可能性與極限

前文雖已分別於民事法及監理法上就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在解釋論上進行
建構，惟解釋論最終仍須回歸司法實務始有意義。本文於第二章曾就我國實務相
關案例進行分析，以下爰於該基礎上，探討解釋論於我國案例中之適用可能性及
極限。
第一目

於我國案例中之適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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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未媒介最合適保險商品有關之案例

就與未媒介最合適保險商品有關之案例而言，首先，在【投保節稅案】中，
法院認定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為居間關係，而雖從案例事實中難以判斷要保人
是否另有委任保險經紀人為其進行相關之財務規劃，但要保人若能證明雙方間就
保額有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且保險經紀人對其意思決定之介入已達託付之程
度（即存在忠實指向之情形），則應可考慮課予保險經紀人「於推介保險商品時，
應將顧客之年收入納入考量」之義務（即為要保人取得合適之保險保障之義務）。
而在義務基礎上，得採取以誠實信用原則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從給付義務之方式，
亦得獨立將之認定為獨立的忠實・委任契約。
其次，在【躉繳型年金案】及【20 年期案】中，要保人雖均已明確告知保險
經紀人其欲投保躉繳型商品及短年期商品，惟即便要保人有此初步指示，保險經

政 治 大
保險經紀人是否應為其最後為要保人媒介反於初步指示之商品而負債務不履行
立

紀人仍係在為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故雙方間仍屬居間關係。在本文之論理下，
責任，重點應在於於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互動過程中，後者是否對前者將為其

‧ 國

學

洽訂該等保險有高度信賴，進而產生自我決定權之棄守（即忠實指向）？若是，
則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契約或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應對要保人負損害賠償責

‧

任；而要保人是否於要保書上簽名則在所不問，蓋於上開情形下，要保人於要保

y

sit

io

n

al

er

無關。

Nat

書上之簽名僅為其放棄自我決定下之產物，與保險經紀關係中是否存在忠實指向

二、與續保有關之案例

Ch

engchi

i
Un

v

就與續保有關之案例而言，在【未回傳要保書案】中，法院將「要保人委託
保險經紀人洽訂保險契約之續保」認定為獨立之契約，此本文認為忠實關係得作
為契約關係、忠實義務實為契約義務之見解，在論理上相通。惟【未回傳要保書
案】案中之要保人畢竟已明示其有意續保，在忠實指向存在之認定上較為容易。
於要保人未明確表明其有意續保之情形如【未通知續保案】，法院之態度有明顯
的不同。然而，重新檢視【未通知續保案】之案例事實，不難發現之中仍有存在
忠實指向之可能。
詳言之，【未通知續保案】中由要保人受保險經紀人通知辦理續保之模式已
長達五年之久，若其中存在要保人原則上每年均將辦理續保等事由，則或可考慮
認定雙方間就辦理續保而言存在忠實・委任關係，保險經紀人應違反續保通知之
忠實義務，而須對要保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惟須注意者，該案之要保人同時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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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經紀人所使用之業務員，在此情形下，雙方間似不存在忠實關係所要求之「託
付」，蓋要保人實際上就是辦理續保之人。
三、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案例
就與保單管理有關之案例而言，在【變更投資標的案】中，保險經紀人就為
要保人處理「變更投資標的」與「保單質借」等與要保人間成立委任契約，基於
此一委任契約，保險經紀人有遵守要保人指示之義務；除非雙方間存在忠實指向，
否則要保人不負向要保人提供建議、避免其因投資產生虧損之義務。而於【減額
繳清案】中，誠如前述，減額繳清之辦理原則上與居間契約之契約目的無涉，保
險經紀人並不負有就相關事項進行說明甚至提供建議之義務。惟若要保人能證明
其與保險經紀人間就辦理減額繳清相關事項存在忠實指向（如：保險經紀人高度

政 治 大
保人就繳額繳清相關事項進行說明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立

涉入要保人是否辦理減額繳清之意向形成過程），則保險經紀人可能須因未向要

‧ 國

學

第二目

解釋論之極限

‧

解釋論之建構為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但來諸多可能性，惟實際上仍有其極

y

Nat

限存在。首先，雖本文偏好將存在忠實指向之保險經紀關係認定為獨立之忠實・

sit

委任契約，以將忠實義務對象與保險經紀契約之當事人分離，並避免落入保險經

er

io

紀契約究屬居間契約抑或委任契約之爭論中（事實上此種爭論無甚意義），但忠

n

al

v

實・委任契約中畢竟不存在明示之合意，除難以證明外，學說及實務是否能接受

ni
Ch
此相對前衛之作法，本文亦無法斷定。
U
engchi

其次，雖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契約所負之義務，在法學

方法上屬較為和緩之作法，但誠實信用原則的核心為忠實指向，欲證明保險經紀
人為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之過程中，存在高度介入要保人之意思決定一事，並不
容易。再者，此作法將使忠實義務對象之問題變得相當難以處理，蓋惟觀諸目前
司法實務979，法院並未實際在判決中就此理論有任何著墨，故「契約對第三人保
護效力」恐怕仍安棲在學說的燈塔之中，尚未有穿越汪洋，抵達司法實務世界的
機會。最後，如前所述，在義務違反之法律效果上，從保險經紀人注意程度之酌

979

以「契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為關鍵字搜尋我國歷年來的司法裁判，僅得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 103 年度訴字第 389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 年度勞訴字第 28 號。
前者法院未就「契約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具體論述，後者則僅於原告主張中見「契約對第三人
之保護效力」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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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果關係，乃至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損害究應如何認定等問題，均
存在許多無法確定抑或難以回答之問題。
第二項

自立法論建構

本文之問題意識起源自保險法於 2015 年之修正，在歷經漫長的解構保險經
紀人所負之民事法及監理法上義務、解構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解構比較
法上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自解釋論上建構保險經紀人忠實
義務的過程後，最終仍須在上開研究成果下就保險法 2015 年之修正進行評析。
此外，比較法研究為我國帶來諸多啟示，下文亦將以此為基礎，探討我國未來應
然之立法方向。
第一款

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學

‧ 國

第一目

政 治 大

我國 2015 年保險法修正之評析

一、標籤式的錯誤立法

‧

y

Nat

暫且將本文於第三章中針對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所建構之理解方式擱置

sit

一旁980，如前所述，在我國法一貫之立法邏輯下，本條為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er

io

（Fiduciary Duty）於監理法上之規定；就提案說明觀之，本條係為處理因保險經

al

n

iv
n
C
22 條第二項直接規定信託業所負之忠實義務之內涵由信託業與商業同業公會擬
hengchi U
定（以同業公會所訂定之行為規範充實忠實義務內涵是否妥適，則為另一問題），
紀人報酬結構所生之利益衝突問題。然而，相較於同屬行政監理法之信託業法第

保險法中並不存在其他於條文文義上嘗試具體化「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及「忠實
義務」內涵之規範者。
若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之內涵確如本文所解構般，為說明
義務、諮詢建議義務、適合性義務、報酬揭露義務及其他更廣泛之義務──及保
險經紀人所有可能之義務──則與美國法及日本法所帶來之啟示相類，本條之實
際意義為「保險經紀人應負其所有可能之義務」，此種規範方式顯然不具任何意

980

本文認為本條合理之解釋方式應為：條文中之「忠實義務」為 Fiduciary Duty，而判斷保險經
紀人是否違反此義務之衡量標準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五項、
第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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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應予刪除981。而除對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之理解並不精確外，本條將
原屬保險經紀人私法上義務之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於監理法中規範，徒增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否以此作為其民事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據之紛爭，於立法
體例而言，似有未當982。
二、與比較法趨勢存在齟齬
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源自英美法系，惟如本文第四章所述，多數美國
法院對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採取保守之立場；而日本
雖於監理法上大幅加重保險中介人之資訊提供義務，但在民事法上，日本法院之
態度與美國法院無太大差異，亦較為謹慎。若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意在於監理
法上宣示「保險經紀人應負其所有可能之義務」，而於本文之論理下，此類義務

政 治 大
言，本條實與比較法之趨勢不符。
立

於民事法上得以忠實指向加以建構，則就是否擴張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義務而
再者，我國法雖與美國及日本法相同，均已注意到由保險經紀人報酬結構所

‧ 國

學

引發之利益衝突的問題，但就如何消弭該利益衝突而言，我國採取之作法較二國
粗糙許多。詳言之，美國部分州以報酬揭露規制消弭利益衝突；而雖基於其要求

‧

被保險人自我負責、自我決定之基本立場，美國法似未能以民事法消弭利益衝突，

y

Nat

但其於認定保險經紀人之私法義務時發展出更為細緻的特別關係理論，與我國向

sit

來未就保險經紀契約之義務範圍進行細緻劃定之實務傾向大不相同983。另一方

er

io

面，日本保險業法於第 299 條中課予保險經紀人誠實義務，此與我國保險法第

al

iv
n
C
本法至少已發現欲消弭前述利益衝突，須從資訊提供及報酬揭露著手，與我國立
hengchi U
法仍在幻想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義務」等用語之「使用」處理利益
n

163 條第六項十分相似，均為不具實際意義、徒增困擾之標籤式立法。然而，日

衝突問題的顢頇態度，顯然不同。
第二目

書面分析報告義務

一、重點錯置之顢頇立法

981

有學者認為保險經紀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應訂入保險法第 9 條第二項，並增
列第三項明訂為規定違反義務之效果為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詳參：張冠群，前
揭註 23，頁 140。惟於本文之論理下，既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均為保險經紀人之私法
義務，則回歸民法處理即可，於保險法中再增設請求權基礎，似無太大意義。
982
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8。
983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款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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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八項規定，書面分析報告之適用範圍及內容由主管機關
定之，其具體內容可見於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第四項之規定。換言之，
保險法中之書面分析報告之內容係於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之規定，在前者並未就
書面分析報告義務之內涵於保險法層次上有任何著墨之情形下，創設書面分析報
告義務僅係為使違反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上所規範之書面分析報告義務之保險
經紀人，得依保險法第 167 條之 2 受行政罰之處分而已。
本條之訂立，若僅係為行政裁罰之需求，則就法體系而言，尚未造成太大傷
害；然而，觀察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第四項之規定，可知書面分析報告
之內容實際上為資訊提供規制上之重點，在此意義上，本條之存在無疑是將針對
保險經紀人資訊提供義務的規制轉由僅屬法規命令之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承擔。
特別是針對保險經紀人是否負有諮詢建議義務一問，不論在美國法或日本法上均
為高度爭議之問題，我國法對此之立場應由具民主正當性之立法者決定，而非放

政 治 大

任法位階明顯不足之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越俎代庖。

立

二、與比較法趨勢存在齟齬

‧ 國

學

如前所述，書面報告義務係參考德國法上有關保險經紀人諮詢建議義務之規

‧

定而設。依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1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保險中介人（包含保險

y

Nat

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應就客戶的願望與需求性進行詢問，並做出建議；而依同

sit

條第二款規定，保險中介人應就此做成紀錄984。又依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1 條第

er

io

二項規定，要保人可透過一單獨之書面聲明，放棄要求保險中介人履行第一項之

al

iv
n
C
設。惟德國保險契約法就保險經紀人之諮詢建議義務另設有免除之例外規定，或
hengchi U
可從中窺見其就課予保險中介人高度資訊提供義務之遲疑。
n

建議及紀錄義務985。對照我國法之書面報告義務，可知後者確係以前者為基礎而

另一方面，此一遲疑亦存在於日本保險監理規制上。日本保險業法並未明文
要求保險中介人應負諮詢建議義務，而意向理解義務亦須透過解釋始有將其作為
於保險領域引進諮詢建議義務・廣義適合性原則的一種形式986。換言之，明文要
求保險中介人提供建議，對日本法而言仍因具相當之激烈性而遭拒斥。最後，如
前所述，日本之所以於保險業法中新設意向理解義務，肇因於於過去意向確認書
面確認制度流於形式化的失敗經驗987。又意向理解書面的內容包含：①與顧客需
求有關之資訊，以及②何以顧客準備投保之保險商品與其需求一致之主要考量理

984
985
986
987

洪秀芬，前揭註 3，頁 234-235。
洪秀芬，前註，頁 235。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
（四）處之討論。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
（三）處之討論。

296

DOI:10.6814/NCCU202000616

由，與我國書面分析之報告內容大同小異，後者是否將如前者般產生形式化之現
象，值得觀察。
第三目

報酬揭露義務

如前所述，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之報酬揭露義務之應然態樣應係要求保險
經紀人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揭露其由「保險人」處所收之報酬，始能達到消弭利
益衝突之目的。惟本條最後僅要求保險經紀人揭露其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
報酬之基準」，就此觀點而言，我國法並未建立真正的利益衝突揭露機制988。
第二款

未來立法方向

政 治 大
報酬揭露規制，下文將分別就此提出立法方向，以供我國未來立法或修法時參考。
立
我國保險法 2015 年修正之缺失已如前述，主要包含缺乏完善之資訊提供及

此外，「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一語同時指涉「保險經紀人作為保險經紀人」

‧ 國

學

所負之義務，以及「義務為忠實義務」。在本文漫長的討論中，此二者之本質逐
漸浮現，前者與保經代之趨同現象相關，後者則係更本質的問題，即：來自英美

‧

法系之「忠實義務」概念如何於屬於大陸法系之我國中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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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資訊提供規制

er

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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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書面分析報告義務中；惟誠如前述，本條之具體內容存在於保險經紀人管
hengchi U
理規則中，法位階明顯不足。而縱於法規命令的層次中對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供
n

我國法中有關保險人之資訊提供義務，在法律位階上僅見於保險法第 163 條

義務進行規制，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與經紀人自律公約中均僅要求保險經紀人須
就「保險商品之主要內容與重要權利義務」及「保險商品之資訊」向要保人進行
說明，在「保險商品之主要內容與重要權利義務」及「保險商品之資訊」等曖昧
用語下，亦難謂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供規制已告完備。再者，或有謂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之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得作為保險經紀人資訊提供規制之一環，惟誠如
前述，保險經紀人於文義上並非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10 條之規範主體。
因美國保險監理法上多僅存在消極之資訊提供規制，故欲完善保險經紀人之
資訊提供規制，仍須參考日本之作法。日本法過去之積極資訊提供散落於保險業
法施行規則與保險公司綜合監督指針中，此與我國目前以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處
988

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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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供的狀況相似，惟日本已於 2014 年展開積極且強勢之資
訊提供規制，且不於「說明義務」、「適合性義務」之名詞應如何適用於保險經
紀人等問題上執著，發展出極具特色之「側重保險消費者意向形成之過程」規制
模式989。
負責任的比較法研究須考量法律移植的妥適性與其在本國法體系上落地的
可能性，而非我國法就何有所缺失，即不問是否妥適、是否可行，而逕得出「此
或可為我國法參考」般之單薄結論。本文認為，保險經紀人資訊提供規制的完善
得分就以下二層次探討：其一為單純之說明義務，其二為輔助要保人意向形成之
更積極之協助義務（即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甚至是狹義之適合性義
務990），分述如下：
一、單純之說明義務

政 治 大
就單純之說明義務而言，可參考日本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規定，於法律上明
立

訂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而應說明事項之內涵，亦得以「保險契約之內容」及

‧ 國

學

「其他對要保人而言具參考價值的資訊」為基礎加以細緻化。
惟日本法之說明義務存在諸多例外規定，在解釋適用上相當繁瑣而複雜，我

‧

國若欲參考日本法而為相關法制之完善，務必須一併將例外之情形納入考量991，

y

而迅即於 2016 年再為修正限縮之結果。

sit

Nat

否則恐將重演前述書面分析報告義務於 2015 年修法通過後，應實務上窒礙難行

er

io

另一須注意者為，日本法近年來選擇鬆綁對保險經紀人之相關規制，係為避

al

n

iv
n
C
經紀人之「角色」採取寬鬆的規制態度。此推論可於日本法對獨立保險代理所設
hengchi U
之更嚴格的比較推介規制中得到佐證，蓋如前所述，比較推介規制雖被置於保險
免保險經紀人制度持續萎縮，落入名存實亡之境地，而非其根本上認為應對保險

業法第 294 條資訊提供義務的脈絡下討論，但實際上是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意
向理解義務之強化992。在日本獨立保險代理人幾乎扮演與保險經紀人相同之角色
的實務情形下，可知日本對保險經紀人之「角色」所採取較嚴格的規制態度，具
此類角色之人所負之資訊提供義務已外溢於單純之說明義務。
二、輔助意向形成之積極義務
989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
（四）處之討論。
一般保障型商品與狹義之適合性義務較無關聯，而投資型商品早獨立受與投資交易相關之法
規制之保護，故下文僅就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展開論述。詳參：山下・前掲注 606）
279 頁、山下・前掲注 800）141〜142 頁。
991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
（二）處之討論。
992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目、一、
（三）
、3 處之討論。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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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於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2 中新設保險人、保險招攬人、保險經紀人之
意向理解義務，甚至課予獨立保險代理人強化版的意向理解義務。然而，我國是
否亦須採取相類之作法？本文採取否定見解，理由如下：
（一）保險消費者與保險經紀人間之利益衡量
首先，以單純之說明義務無法幫助保險消費者為適切的自我決定為由，而課
予保險經紀人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並不充分，尚須將保險經紀人
的利益納入考量，如：保險經紀人是否確實掌握重要資訊、其因此所將增加之成
本，以及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消費者間之社會關係納入考量993。

政 治 大
就保險經紀人是否確實掌握重要資訊而言，除投資型商品等具較高度之風險
立
1. 保險消費者之偏好非保險經紀人所得掌握

外，一般保障型商品僅涉及要保人需求之問題──而雖名為「需求」，在保險經

‧ 國

學

紀人已就「保險契約之內容」及「其他對要保人而言具參考價值的資訊」踐行說
明義務之情形下，此處之「需求」實際上指涉保險消費者自身之「偏好」。而有

‧

sit

Nat

2. 不應變相地使保險經紀人負調查義務

y

關此類偏好之資訊掌握於保險消費者端，保險經紀人顯然無法代為決定。

er

io

就保險經紀人所將增加之成本而言，要求保險經紀人針對所推介之保險商品

al

n

iv
n
994
C
消費者偏好之義務，恐對保險經紀人造成過大的負擔
h e n g c h i U 。較妥適之作法仍應回歸
說明義務之規制，要求保險經紀人於完善之說明義務所建置之定型架構下，強化

是否符合保險消費者之偏好提供建議，某程度而言係要求保險經紀人負調查保險

保險消費者之資訊權。
3. 保險經紀關係原則上非忠實關係
就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消費者間之社會關係而言，如前所述，諮詢建議義務・
廣義之適合性義務背後之論理基礎為以忠實指向填充之誠實信用原則，於保險經
紀人原則上非忠實義務人的前提下，自無在監理法上課予其輔助要保人意向形成
之更積極之協助義務。再者，存在於忠實關係中之風險與一般因資訊不對稱所產

993
994

山本・前掲注 800）146 頁。
山本・前注）149 頁。

299

DOI:10.6814/NCCU202000616

生之風險不同995，前者始有必要以輔助意向形成之積極義務加以消除，後者則以
完善說明義務加以處理即可。
（二）避免在監理法與民事法間形成過度斷裂
承接前述，就是否擴張保險中介人之義務而言，日本監理法之規制趨勢與司
法實務的態度並不一致，前者將可能對後者造成衝擊，學說亦已多所指謫。我國
司法實務之態度與日本司法實務相似，均有嚴格認定保險經紀人民事責任之傾
向。是以若同日本保險業法 2014 年之修正般展開過度強勢之規制，恐步上日本
法之後塵，將監理法與民事法間之既存之罅隙拉扯得更為巨大——尤其部分法院
時常產出將監理法作為課予契約法上義務依據、或將之解釋為侵權行為法中之
「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荒謬論述，在此情形下，監理規制應更為謹慎。

立

三、小結

政 治 大

‧ 國

學

就結論而言，本文雖認為得參考日本保險業法 2014 年之修正完善我國資訊
提供規制，惟基於：保險經紀人無法代保險消費者決定何種保險符合其偏好、不

‧

應變相地使保險經紀人負調查義務、保險經紀關係原則上非忠實關係等理由，以

y

Nat

及為避免民事法與監理法間之斷裂日趨擴大，進而導致後者過分侵入前者之體

sit

系，本文認為現階段之立法趨勢應朝向單純之說明義務的完備，至若輔助意向形

n

al

er

io

成之積極義務，則應暫不考慮引進。
第二目

Ch
節制報酬揭露規制

engchi

i
Un

v

目前保險法並未課予保險經紀人佣金揭露義務，就此，我國學者有認應課予
保險經紀人此種義務，以避免保險經紀人因佣金或其他利益之給付，而推薦要保
人不適合之保險商品996。本文則採取不同見解，認無須課予保險經紀人佣金揭露
義務，理由如下：
一、比較法中亦存在若干節制
（一）美國法之節制
995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款、第三目、一處之討論。
張冠群，前揭註 23，頁 139-140。羅俊瑋、盧又順，論保險經紀人之資訊建議暨費用、佣金
揭示義務，法令月刊，第 64 卷 5 期，頁 70，2013 年 5 月。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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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國 NAIC 保險銷售人核照示範法規定，除非已得顧客同意或已
為數額之揭露外，原則上禁止「由顧客處受有報酬之保險銷售人」再由保險人或
第三人處收取報酬。依條文文義，本條僅適用於「由顧客處受有報酬之保險銷售
人」，換言之，未由保險消費者處收取報酬，而單純靠佣金維生之保險經紀人，
並不負報酬揭露義務。其次，縱如紐約州要求保險經紀人揭露佣金者，亦僅要求
其揭露「是否受有佣金一事」，「佣金之數額」僅為追加揭露事項997。
（二）日本法之節制
日本法亦採取相似之作者，保險經紀人僅於「顧客要求時」始負佣金揭露義
務，且並不須就「具體數額」進行揭露，僅須揭露因所締結之契約所獲取之佣金

政 治 大
人長期把持保險中介市場之情形，日本法對保險經紀人之規制均有其特殊考量；
立
占所有由該保險人處受領佣金之「比例」即可。此外，如前所述，囿於保險招攬

實際上擔任保險經紀人之「角色」的獨立保險代理人並不負有報酬揭露義務998。

‧ 國

學

二、佣金數額多寡與商品是否合適恐無必然關係

‧

y

Nat

除比較法中可窺見對佣金揭露義務存在若干節制態度外，另一納入考量者

sit

為，保險經紀人以向保險人收取之佣金為其收益來源，已為難以撼動之實務狀況。

er

io

縱保險經紀人因推介之保險消費者之商品Ａ所獲得之佣金，的確較經另一未推介

al

n

iv
n
C
在本文之論理下，「需求」與「偏好」實為一體兩面，保險經紀人本不負確保所
hengchi U
推介之保險商品符合保險消費者「偏好」之義務。此外，即便要求保險經紀人揭

之保險商品Ｂ來得高，但不必然表示商品Ａ不適於保險消費者之需求；更何況，

露其因推介特定保險商品所受佣金之具體數額，保險消費者是否確實得透過此
「資訊」而為更妥適之自我決定，亦不無疑問999。若否，則要求保險經紀人負佣
金揭露義務實際上與要求商人揭露商品之原價無異，甚或將徒增要保人要求保險
經紀人退佣等實務困擾。
三、小結

997
998
999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三款、第二目。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三款、第三目。
此部分或許將遁入保險實證研究的領域，本文於此無力處理，有待未來研究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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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日本法下，保險經紀人之報酬揭露義務與誠實義務乃屬殊途同歸，均係
用於處理因保險經紀人之報酬結構所生之利益衝突問題，僅在具體方法上有所差
異，即前者著重資訊提供規制，後者著重報酬揭露規制。而基於比較法中之節制
傾向、揭露佣金對保險消費者自我決定之形成無太大助益等理由，本文認為原則
上應以完善資訊提供規制之方式消弭利益衝突；縱欲課予保險經紀人佣金揭露義
務，揭露之內容亦僅限於「告知其從保險人處受有佣金」（即立場開示）即可。
第三目

保經代趨同現象之再思考

過往文獻中常見以「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乃係為
保險消費者之利益而洽訂保險契約」等作為課予保險經紀人義務之依據者，此等
論述均不精確。保險經紀人不當然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亦不因其為要保人之代理

政 治 大
根深蒂固，若未能淡化此一執著，則以其作為擴張保險經紀人義務之依據的思考
立

人而負忠實義務已如前述；惟我國法上對區分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之執著仍
方式，恐怕將持續下去，進而造成更多超過本文研究範圍之法律問題。而如本文

‧ 國

學

於第四章所述，無論係美國法或日本法，均存在保經代趨同之現象。以下則於此
基礎上，就何以上開不合理的執著應予擲棄之問進行論證。

s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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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一、不同保險銷售通道中之資訊提供規制應劃一

er

io

學說上有認，因保險經紀人所提供者畢竟非保險商品，故保險經紀人所負之

al

iv
n
C
於保險實務上，保險消費者並無法區別保險代理人或保險公司所使用之業務員，
hengchi U
與保險經紀人間之差異。在欠缺此一認識的情形下，課予保險人／保險代理人及
n

說明義務應與保險人之說明義務有別1000。本文認為此種說法有待商榷。首先，

保險經紀人不同之說明義務，恐有害於保險消費者之資訊權保障。
其次，若承接上開結論，即保險經紀人應與保險人負相同之資訊提供規制，
且保險代理人因係為保險人招攬保險之人而與保險人負同等程度之資訊提供義
務，則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之資訊提供義務將歸為同一。此種情形亦得見於
比較法中，例如：日本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資訊提供義務、第 294 條之 2 之意向
理解義務，其規範主體同時包含保險人、保險招攬人及保險經紀人；美國法則除
於民事責任上不區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之義務外，在監理法規中以使用保
險銷售人（Producer）作為規範主體者亦所在多有。

1000

葉啟洲，前揭註 5，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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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司法實務上之兩難
除從消費者資訊權保障之觀點而言，無嚴格區分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之
必要外；區分二者之兩難亦見於我國司法實務中。如前所述，因我國實務存在「與
保險人使用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相同，保險經紀人亦使用保險業務員洽訂保險契
約」之情形，為貼近此種實務運作，法院於認定保險經紀人是否為保險人之代理
人時，有採取肯定見解者1001。此除凸顯我國實務現狀外，若類此見解日後為多
數司法實務見解所採，則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代理人之區分將愈趨困難，最後甚至
成為一種徒勞。
三、來自日本保險經紀人制度的諭示

政 治 大
者係抱持著保險經紀人得立於保險消費者端為其媒介保險契約、活絡保險銷售渠
立
如前所述，日本保險中介市場長期由保險招攬人把持，而與我國相同，立法

道等幻想，進而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惟日本法與我國相異之處在於，前者明確

‧ 國

學

意識到保險經紀契約之存在，並在此基礎上強化對保險經紀人之規制；我國則放
任銀行轉投資之保險經紀人公司得經由吸收合併成為保險代理人。

‧

日本的做法導致保險經紀市場長期處於無法成長之劣勢中，導致保險代理人

y

Nat

之角色漸趨重要，除一方面許其擴大業務範圍外（如得兼營產、壽險），另一方

sit

面又須再回頭對之施以嚴格之規制。雖僅為臆測，惟若我國法持續以保險經紀人

n

al

er

io

之「立場」作為課予其較高度規制、較廣泛之義務的理由，則或將步向日本保險
中介實務之後塵，不得不慎。
第四目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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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忠實義務」一語之「使用」的再思考

雖本文旨在探討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但於針對忠實法進行深入研究的過
程中，亦發現我國法就忠實義務一語的「使用」，充滿諸多誤解。
一、忠實關係為大陸法系下之契約關係
首先，與日本法於討論專家責任時所面臨的論爭相似，若忠實關係確如本文
第三章所述，為託付人與忠實義務人間之契約關係，而契約法因其於解釋適用上
之彈性（在我國侵權行為法長期受到壓制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具備包納所有被
1001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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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法稱為「忠實關係之特性」者，則在契約法發達的大陸法系下，似無創設「忠
實義務」之法律名詞的必要。
二、歸入不足以建構「使用」忠實義務一語之意義
其次，本文所能想像出之最具特色之違反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為「歸入」，
當代契約法理論已不斷在損害賠償論上進行嘗試，以求將歸入作為債務不履行的
法律效果之一。退步而言，縱契約法之損害賠償論有其極限而使得歸入難以作為
債務不履行之法律效果，則須再考慮，我國目前存在忠實義務用語之相關法規中，
其所規範之法律關係是否需要「歸入」之法律效果——在此觀點下，公司法第 23
條第三項明文就歸入之法律效果進行規定，或許將使得公司法中之忠實義務不再
那麼「不具意義」。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若公司法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實

政 治 大
義務之規定，僅作為「得適用歸入之法律效果的概括性規定」，「使用」忠實義
立

際上已放射於同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中，則此時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有關忠實
務一語同樣不具意義。

‧ 國

學

三、義務／忠實／可能

‧

y

Nat

最後，回歸更本質、更直覺的思考方式，如同「人類是所有可能性的總和」

sit

之陳述，其雖將人類指向了可能性，但若未能就「可能性」本身進行探知，則可

er

io

能性仍止於未知，「人類」一語亦因此被指向了未知，而無法產生意義的建構。

al

n

iv
n
C
正重要者仍為義務之內容（即本文於第二章所付出之努力）
，以及忠實關係之特
hengchi U
性（即本文於第三章所進行之爬梳）究竟對所謂「可能」之解釋產生了何種影響
若忠實義務實際上指涉了「所有可能之義務」（即本文於第四章之辨證），則真

（即本文於第五章之嘗試）。
第三項

小結

將保險經紀人之義務及忠實義務拆解後，本文以忠實關係指向為基礎，重新
建構了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自解釋論而言，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基礎為居
間契約及委任契約，前者著重誠實信用原則之適用，後者則側重如何將忠實指向
解為意思表示。而在契約法之外，侵權行為法在適用上之彈性遠低於契約法；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中之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本身雖為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之內
涵，惟囿於條文文義，保險經紀人非二者之規範主體。自立法論而言，我國保險
法 2015 年之修正多所不當，應再予修正。至於未來之立法方向，則應朝完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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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供規制（尤其是說明義務之部分）；節制報酬揭露規制；放棄不切實際的執
著，承認保經代趨同現象等方向前進，針對忠實義務一語之「使用」是否具備任
何意義之問題再為思考。

第四節

本章小結

茲將本章之重要結論整理如下：
一、我國保險經紀人原則上非忠實義務人，惟當保險經紀關係中存在忠實指
向，則可能使其質變為忠實關係。而所謂忠實指向，其內涵為美國及日本法下之
特別關係理論及誠實信用原則。
二、我國法以契約法再現忠實指向較為合適。忠實指向得用以填充誠實信用
原則之內涵，並作為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契約所負義務之依據。此外，忠實

政 治 大

指向亦得輔助意思表示存在之認定，以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建構保險經紀人之

立

忠實義務。

三、現行我國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有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

‧ 國

學

規定為不當立法，應予刪除；第七項書面分析報告義務規定有重點錯置、以行政
監理架空立法權，甚至流於形式化之虞，宜通盤檢討；而報酬揭露義務規定則無

‧

法達其原先立法目的，就此意義而言同為錯誤立法。

y

Nat

四、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10 條不適用於保險經紀人之情形下，未來應

sit

朝向完善保險經紀人之資訊提供規制的方向前進，但不宜在欠缺適當論理依據的

er

io

情形下，逕以「保護保險消費者」等泛泛之言為由，課予保險經紀人諮詢建議義

al

n

iv
n
C
更為仔細，不宜囫圇吞棗，否則僅係製造出更多的法律與實務問題耳。此外，我
hengchi U
國應在承認保經代存在趨同現象的前提下處理保險經紀人應如何規制之問題，避
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而就佣金是否應與揭露而言，我國參酌比較法規制時應

免司法實務為處理來自行政監理與立法者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疲於奔命。最後，
「忠
實義務」一語之「使用」，在我國法下僅為不具實質意義的法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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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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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第一項

結論

解釋保險法中之忠實義務

本文之研究動機起源自保險法 2015 年之修正，如何解釋保險法第 163 條第
六項至第八項之規定，即為本文核心之問題意識。首先，經由本文第二章至第五
章之說明，應可知：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規定中之「忠實義務」應作 Fiduciary
Duty 解釋，而「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為衡量保險經紀人是否違反忠實
義務（Fiduciary Duty）之歸責標準1002。惟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畢竟屬保險業

政 治 大
之展現，反映出目前立法者對保險經紀人之規制態度
立

章中之規定，故其至多僅為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於監理法中
1003

。

其次，保險法第 163 條第七項有關書面分析報告之規定，因為保險經紀人之

‧ 國

學

適合性義務與說明義務所包含，而二者均為忠實義務之內涵，從而，保險經紀人
之書面分析報告義務亦為其忠實義務（Fiducairy Duty）於監理法之體現。至於同

‧

項後段有關報酬揭露之規定，因非要求保險經紀人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揭露其由

y

Nat

保險人處所收取之佣金，與利益衝突之規制無關，故與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

sit

之內涵無涉。而同條第八項將書面分析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內容及報酬收取標

er

io

準之範圍委由主管機關定之，在保險法就「忠實義務」、書面分析報告之內涵未

al

iv
n
C
以各種樣貌穿梭於民事法、監理法，甚至是其他更次位階之法規制中。
hengchi U
n

由任何置喙的情況下，更凸顯了忠實法的動態性格，即：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

第二項

解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既無法直接於我國法中釐清保險經紀人是否負忠實義務，而其內涵又係為
何，本文乃於第四章中進行深入且詳實的比較法研究，先予劃定忠實義務之內涵。
其次在第三章之基礎上，在忠實法的脈絡下就保險經紀人是否為忠實義務人進行
辨證。最後，以本文於第二章就保險經紀人之民事法上義務所為之拆解為基礎，
將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定位為契約義務。

1002
1003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五項、第二款、第三目。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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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忠實義務之內涵

首先，合併參考美國及日本法上與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相關之討論，可知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的內涵為：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義之適合性義務
（①取得額外的、足夠的、合適的保險保障；③保單更新時，就保單條款之變動
進行說明解釋或提供建議；④確保保險人清償能力），以及其他更廣泛之義務（⑤
揭露佣金；②通知辦理續保），且此些義務實際上均為保險經紀人於民事法上所
可能負擔之義務。
然而，是否課予保險經紀人此些義務，無論是美國法或是日本法，均設有特
定條件，前者以保險經紀人與被保險人間是否具特別關係為基礎（即：①保險經
紀人宣稱自己為專家；②保險經紀人涉入被保險人欲向何保險人投保何種保險之
決定；③保險經紀人自願提供被保險人有關其保險需求之資訊；④保險經紀人與

政 治 大
與否（即：①保險經紀人之專家責任；②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之高度信賴關係）
。
立
保險經紀關係原則上非忠實關係

學

第二款

‧ 國

被保險人間就保額相關事項有所討論或詢問），後者則繫於誠實信用原則之發動

‧

其次，自理論面觀察，要求一方當事人對他方負忠實義務，其前提在於雙方

y

Nat

間成立忠實關係。而忠實關係之核心為忠實權力理論（Fiduciary Power Theory）。

sit

在忠實權力理論之下，託付人須將其重要之實際利益託付與受任人，受任人並須

er

io

就該託付擁有自由行使裁量權之權力。在保險經紀關係中，要保人（在一定之情

al

iv
n
C
保單處理、續保及理賠相關事項的h自我決定權，而若保險經紀人就該等決定得自
engchi U
由行使裁量，則此時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即成立忠實關係。本文將此使保險經
n

形下甚至可包含被保險人或受益人1004）所可能託付與保險經紀人者為其就締約、

紀關係質變為忠實關係之要素稱為忠實指向，其內涵即為上開美國法上之特別關
係理論，以及日本法上之誠實信用原則；而除非存在忠實指向，否則保險經紀關
係原則上非忠實關係，保險經紀人無須對要保人負說明義務、諮詢建議義務・廣
義之適合性義務或其他更廣泛之義務。
第三款

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實係其契約義務

再者，縱保險經紀關係因存在忠實指向而質變為忠實關係，保險經紀人亦因
此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負忠實義務，忠實關係亦僅為一種具備忠實特性
1004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目、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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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約關係。而所謂忠實特性，抽象而言為忠實權力理論中之「託付」及「自由
行使裁量權力」等要件；具象而言，即忠實指向所指涉之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間之互動過程——此過程側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意向
形成之適正性，實際上正是典型之契約模式。換言之，保險經紀人縱對要保人、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負忠實義務，此忠實義務亦僅係保險經紀人基於契約關係所負
之契約義務。
第三項

再建構保險經紀人之忠實義務

我國通說及司法實務採請求權競合說，若忠實義務人違反忠實義務，於契約
責任外亦可能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基於侵權行為法長期遭壓制，
以及忠實關係側重託付人之信賴與期待等由，本文乃主張以契約法為忠實義務之

政 治 大
種於契約法上將之加以建構的方式：①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保險經紀人基於保險
立
基礎為較佳之選擇。確立保險經紀人忠實義務的本質為契約義務後，本文提出二

經紀關係所負之義務（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②將忠實關係直接認定為獨立於

‧ 國

學

原保險經紀關係之契約關係（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分述如下：

‧

第一款

忠實的保險經紀契約

y

Nat

sit

方法①選擇以忠實指向填充誠實信用原則之內涵，復以誠實信用原則擴張保

er

io

險經紀人基於保險經紀契約所負之義務。在此方法下，作為保險經紀契約當事人

al

n

iv
n
C
任一人同時為要保人，但係基於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身分請求損害賠償）
，受限
hengchi U
於債之相對性，須輔助搭配契約對第三人保護效力理論，始有在此方法下成為忠

之一的要保人固為忠實義務之對象，但在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情形（如：二者中

實義務對象之可能1005。
另就義務面而言，如前所述，保險經紀人原則上僅負為要保人媒介締結保險
契約之義務，於此範圍內，保險經紀契約應定性為居間契約；惟若雙方間存在忠
實指向，則即有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將保險經紀人之義務擴張至「取得額外、
足夠、合適之保險保障」及「確保保險人有足夠之清償能力」。此類義務為忠實
義務之內涵，其基礎為保險經紀人基於居間契約所負之據實報告義務、媒介妥適
相對人之義務及調查義務1006。較困難者為，同屬忠實義務內涵之就是否進行契
約轉換、是否辦理減額繳清、如何選擇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給予相關建議或代

1005
1006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一之討論。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三、
（一）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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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賠處理、通知續保等，應難為居間契約之契約目的所包納，從而，雖理論上
之可能性並非為零，但解釋上是否得透過誠實信用原則之操作，將之定位為居間
契約之從給付義務，不無疑問1007。
第二款

獨立之忠實・委任契約

方法②選擇直接將忠實指向本身解為一種契約關係；換言之，保險經紀人並
非基於其與要保人間之保險經紀契約而負忠實義務，而係因其與要保人、被保險
人或受益人間存在忠實指向，此種忠實指向復將其指為忠實義務人。而又因此忠
實・委任契約獨立於保險經紀契約，故被保險人、受益人無須藉由契約對第三人
保護效力理論之輔助即得成為忠實義務對象 。
就義務面而言，因無需受限於忠實義務之不同內涵是否得為保險經紀契約

政 治 大
保險人有足夠之清償能力，抑或就是否進行契約轉換、是否辦理減額繳清、如何
立

（居間契約）之目的所包含，故無論是取得額外、足夠、合適之保險保障、確保
選擇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標的給予相關建議或代為理賠處理、通知續保等義務，均

‧ 國

學

得直接成為此忠實・委任契約之主給付義務。

比較方法①及方法②，前者於義務認定上較為緩和，但於論理上受較多之限

‧

制；後者則呈現相對激進的態勢，惟在本文欲直接將忠實關係解釋為一種契約關

y

Nat

係之偏好下，方法②就邏輯較為一致。而如同所有前衛的思想均起源自對自由的

n

al

第二節

Ch

建議

engchi

er

io

sit

焦慮與渴求般，方法②即使前衛而危險，但也因此蘊藏了解釋適用上的自由1008。

i
Un

v

從保險法第 163 條第六項到第八項的修正中，亦可窺見目前立法、監理規制
及司法實務中諸多未盡之處，以下爰以本文研究成果為基礎，提供相關建議。
第一項

立法面

首先，我國立法者目前未明確意識到之處有二：

1007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三、
（二）與（三）處之討論。
或有謂著重於探求當事人間之默示合意之方法②可能過度擬制當事人意思者，惟如同物權行
為無因性將外觀上僅存在一行為之交易硬是分離為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以保護交易安全般，若
方法②確實如本文所主張存在邏輯較為一致、解釋適用上較不受限制等優點，則於合理限度內擬
制當事人之意思似亦無不可。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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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未辨明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之真正內涵，逕將 Duty of Care（義
務範圍）與我國法中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歸責標準）混為一談，此除導致忠
實義務（Fiduciary Duty）之核心即忠實權力理論與誠實信用原則等民事法上原理
原則之關聯性長久以來均遭忽略外，亦使立法例上不斷出現名為「忠實義務」的
虛幻法律標籤。就此，未來立法應朝向將此類標籤予以撕去的方向努力。
其二，我國立法者向來以「因保險經紀人為要保人之代理人」、「因保險經
紀人為立於保險消費者側而媒介保險商品之人」為由課予保險經紀人更廣泛的義
務，惟保險經紀人非必然為要保人之代理人，且實務上亦存在保經代趨同之現象，
立法者向來的邏輯是否正確，有再為檢討之必要。
第二項

監理規制面

政 治 大
條有關說明義務及適合性義務之規定，是以於法律層次上，針對保險經紀人之資
立

在監理規制面上，因保險經紀人並不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 10

訊提供規制並不完善，而處於仰賴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等以「規制保險經紀人」

‧ 國

學

為主要目的之下位法規範之態勢中。未來監理趨勢應以保險經紀人之說明義務為
中心，建構完備的保險經紀人資訊提供規制。至於說明義務以外更高度的資訊提

‧

供規制，如：諮詢建議義務、意向理解義務等，基於保險消費者之偏好非保險經

y

Nat

紀人所得掌握者、不應變相地使保險經紀人負調查義務、保險經紀關係原則上非

n

al

er

io

引進。

sit

忠實關係，以及避免在監理法與民事法間形成過度斷裂等理由1009，可暫不考慮

第三項

司法實務面

Ch

engchi

i
Un

v

或囿於保險經紀實務上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間多未簽訂書面之保險經紀契
約，我國法院於劃定保險經紀人義務之範圍時顯得粗糙顢頇。就此，司法實務應
發展更細緻的論述，並避免再出現逕以行政監理法規（甚或是行政指導）作為課
予保險經紀人民事責任之依據。本文所提出之以忠實指向充實誠實信用原則（忠
實的保險經紀契約；即前揭方法①），或直接將忠實指向認定為契約關係（獨立
之忠實・委任契約；即前揭方法②）等方法，或可供參。惟須注意者，無論是誠
實信用原則之操作，抑或針對忠實指向存在意思表示之認定，均高度倚賴事實認
定，務須謹慎為之。

1009

詳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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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東京地判平 26 年 4 月 14 日

契約轉換案

224

福岡地判平成 10 年 4 月 13 日

週日變更保單案

225

東京地判平 6 年 3 月 11 日

未通知繳交保費案

226

松山地今治支判平成 8 年 8 月 22 日

毛巾續保案

227

政 治 大
前橋地高崎支判平成 8 年 9 月 7 日
立

信賴生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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