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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保險仲介人居間保險市場扮演交易媒介，提供保險專業知能與技巧，該行業之規模日

益茁壯，儼然成為保險市場之重要通路。保險仲介業之快速成長，面臨市場經營競爭之壓

力，因而衍生其居間行為之適法性、公平性、市場秩序等風險，本研究針對前開議題，首

先分析保險仲介人之屬性，進而檢視居間交易之公平競爭性，仲介行為影響公平交易之相

關法律問題；並實例探討全球最大保險經紀人集團（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於美國紐約州涉嫌違反公平交易之案例。本研究之結論並建議保險仲介人應謹守自律規

範，保障投資人權利之機制應明確化，強化保險仲介業之監理制度。 

關鍵詞：保險仲介人、居間行為、公平交易。 

壹、前言 

生存環境居處複雜性與多元化之工商社會生態，容易滋生諸多天災人禍之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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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國人意識風險管理之重要性。風險管理模式因行業別不盡相同，而最簡單之措施首推

保險制度，即轉嫁危險與保險人；保險制度之重要性因而深耕國人，並經社會首肯其屬實

惠之避險機制。保險獨具專業性，從保險需求面而言，保險商品各具差異性，企業體所需

求者，尤其富有專業領域。筆者深感國人普遍缺乏保險專業知識，消費者擬購買保險商品，

應先衡量其風險效益，若非嫻熟保險專業者，確實不易全盤明察。消費者完成保險商品之

交易行為，即成為投保客戶，一旦發生理賠糾紛，驀然領悟解釋保險契約條款別具專業性！

推測投保客戶之心境，準備購買保險商品時，若得經由保險服務體，付諸高度服務熱忱，

並給予適時輔助，當可補強保險需求者專業不足之遺憾。所稱保險需求面之服務體，乃指

保險經紀人1（Insurance Broker），賦予保險需求者適切之關懷，使之領受溫馨，展現服務

客戶之邊際效益，以贏得高度青睞。另從保險之供給面而言，自從保險市場開放迄今，其

經營環境逐漸趨向春秋戰國之混亂局面。保險業之經營策略，各個公司固守經營成本原

則，創新行銷通路，乃勢在必行；綜觀當前保險市場，除個人業務員之直效行銷外，皆改

弦易轍委由保險代理人2（Insurance Agent）服務之行銷體系。保險同業間面臨競業角力，

保險經紀人代為規劃或購買之保險商品，亦成為保險業爭相獵取之寶藏。保險代理人、經

                                                      
1
 保險法第 8條，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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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險法第 9條，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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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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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人等，統稱之保險仲介者（Insurance Intermediary），該行業實質面之專業服務，已構成

保險市場重要輔助機制。保險仲介人為立足該市場，相互之間亦纏綿休戚與共、環環相扣

之緊密通路（Channel）。觀望該行業之競爭性，保險專業智能強、行銷通路旺盛之保險仲

介人，必利於伸展其服務績效。抑有進，保險仲介業若能提昇保險市場之業績，亦裨益國

家經濟之成長。 

保險仲介人對於保險市場之居間交易行為，提供風險管理之專業知識，確鑿貢獻！立

足保險市場頗具強壯陣容。基於物極必反原理，由於該行業之迅速成長，因而形成競爭導

向。為因應競爭壓力，該行業居間交易行為，所為之競爭策略，可能衍生經濟市場之公平

性、正當性、適法性等相關議題，近年來，產、官、學者經常探討之。筆者日前閱讀國外

財經論壇，論及國際最大之保險經紀人集團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以下簡稱

MMC），其中達信（Marsh）保險經紀人公司於國內市場占有率約達四成，為國內第一大，

亦為全球封后之財產保險經紀人公司3。該公司於本（二○○五）年初，遭美國紐約州檢查

官史匹哲（Eliot Spitzer）以「操縱市場價格從中謀取不當利益」等相關罪名與以正式起訴

4。本訟案於美國引起強烈震撼，史匹哲並揚言本案僅為序曲，另將續行揭發保險業諸多

                                                      
3
 參閱千華公職資訊網，資料來源：經濟日報，2004年 09月 27日。 

瀏覽：http://www.chienhua.com.tw/examinfo/dailynews/9309/93092704.htm網站。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10日。 
4
 大紀元 10月 27日報導。瀏覽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0/27/n701267.ht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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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弊端，美國保險類股票於兩天內，居然慘遭狂跌約四一○億美元市值5。國內金融監

理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隨即指示直屬主管機關保險局

專注後續發展，並應正面思索整個事件之全貌。基此端倪，激發筆者為本研究之動機。有

關保險仲介人屬性，居間交易行為衡平公平競爭之檢視，影響公平競爭之相關法律問題，

MMC 案例涉及公平交易責任之分析等，皆為本研究著墨之重心。 

貳、保險仲介人之屬性 

跨國企業集團前仆後繼之成立，引人注目者為風險之防範，保險制度被視為簡易與實

惠之措施。通俗經濟市場若出現供給與需求狀態，自然會促使供需雙方協議而順利達成交

易舵手之策略。商品銷售通路若順暢分配，則可提昇資源利用之效率與產品價格。當今之

保險市場，保險人除援用既有直接行銷商品之機制外，藉由保險仲介人廣泛傳遞商品訊

息，佈局多角化行銷通網，使直接行銷與仲介業行銷並行發展。保險商品之契約，屬於附

合性契約，投保客戶若委由保險仲介者給與專業服務，代為購買蘊含避險價值，甚而物超

所值之保險商品。投保客戶品嘗保險仲介人專業服務之甘飴，自然主動為之廣告，因而眾

口鑠金打響仲介者之品牌，雙方相得益彰，何樂不為！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10日。 
5
 同上註。 



 
262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保險仲介人樣態 

本研究之保險仲介人，依保險法之規範，區分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與保險業務

員三類，分別略述如下： 

（一）保險代理人（Insurance Agent） 

保險代理人大多屬於獨立經營之法人組織體，其須與保險人先行簽訂代理合約，按保

險人之授權，對外代理保險人執行保險業務之相關事項，至於保險代理人之服務報酬，亦

即保險人所支付之佣金。保險代理人依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經保險人授權範圍內（Agent's 

Authority），為保險人招攬業務，若能洽得優質業務，更深受保險人之喜愛。論及保險人

之授權事項，諸如，慎選投保客戶、篩選承保業務、按時收取保險費、妥善處理被保險人

求償案件等。保險代理人若未依保險人之授權行事，保險人可終止或解除已簽訂之代理人

契約。據此，保險代理人係保險經營之重要媒介，保險人與代理人簽訂代理合約前，宜審

慎評估該代理人對於初步核保業務之判斷能力。慎選稱職之代理人，使降低保險人經營成

本，當列為首要經營目標。  

（二）保險經紀人（Insurance Broker） 

保險經紀人之服務對象為社會大眾（包括自然人、法人），保險經紀人亦可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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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公司（Brokerage Agency），專職為顧客分析、選擇並購買人身保險、財產保險等。

保險經紀人同保險代理人，多屬獨立法人之組織體。依保險法之規定，保險經紀人不附屬

於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主要服務意涵，為代消費者向保險人洽購滿意之保險商品。保險

經紀人之收入，主要來自保險人所支付之酬勞。當經紀人代消費者向保險公司洽購之商

品，完成簽訂保險契約之程序，該保險公司將從保費之收入，按一定之比例作為酬勞，支

付與保險經紀人。從保險經紀人之法律面，其代投保客戶購買保險商品，理當從其最佳保

障之利益為著眼點；然而從實際經營面，保險經紀人之報酬取自保險人。衡盱該等利害衝

突層面，保險經紀人竭盡所能服務被保險人之真實性，極有待商榷！刻正顯示保險經紀人

與保險代理人性質之相容度甚高。 

（三）保險業務員 

依據保險法第八條之一，保險業務員係為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

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故保險業務員可自行選擇前開個體依附。據此，保險業務員不能為

獨立組織體，其應具備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業務員規則）之資格條件6，隨後

                                                      
6
 保險業務員規則第 5條，保險業務員資格之取得，應年滿二十歲，具有國中以上學校畢

業或同等學歷，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參加各有關公會舉辦之業務員資格測驗合

格。二、曾依本規則辦理登錄且未受撤銷登錄處分者。 

 參加前項第一款資格測驗者，應經由所屬公司依各有關公會所訂之業務員資格測驗要點

規定報名。 

 前項業務員資格測驗要點由各有關公會訂定報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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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所依附之個體，由被依附者為之辦理登錄、職前講習等事宜，保險業務員方得開始招攬

業務。保險業務員出現於招攬保險業務之環境，皆應出示登錄證，明確告知經授權之範圍，

以表徵保險商品之誠信指標。 

保險仲介者為保險市場之重要服務體，其首應具備一定專業能力，須通過專業資格考

試，分別經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業務員等考試及格，並經專業受訓期滿，向中

央主管機關辦理登記，經領取證照，始可從事保險仲介業務（保險法第一六三條）。保險

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並應有固定之營業處所，專設帳簿記載業務收支（保險法第一六五

條）。據最高法院六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七二六號判決7，明示保險代理人若違反營業規定，

其代理期間內所訂立之保險契約效力，並不因而受影響乙節，筆者探究其主因，應顧及要

保人或被保險權利緣故。據此，保險業法對於保險仲介人之規範，多屬監督層面之公法性

質。保險業法之監督規範，核與保險契約之關係，應端詳個案內涵，當保險仲介人發生違

反保險業法，不宜逕行認定其所訂立之保險契約一概無效。 

二、保險仲介人行為與民法「代理」法律行為之屬性 

（一）保險代理人 

                                                      
7
 參閱廖律師，保險法，高點文化事業中心，2003年 8月，頁 4 -94。另參閱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172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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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代理」，依民法規定，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向第三人為意思表示，

或由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其效果直接歸屬於本人之行為（民法第一○三條）。按保險代理

人之制度可分為兩類，其一為普通代理人，其得代理兩家以上保險業之保險代理公司；其

二為專屬保險代理人，其僅得代理一家保險業之保險代理人。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之屬

性，可適用民法有關代理之規定，如無權代理8、表見代理9及代理之瑕疵等法律效果。保

險代理人與保險人間，若具有僱傭關係者，則有民法第一八八條10之適用。保險代理人亦

可視為保險人之履行輔助人，得適用民法第二二四條11之規定。至於同條但書之免責規定，

由於保險契約屬於附合性契約，除非當事人私下磋商約定免責事項者外，核無該但書之適

用。 

保險代理人與民法之代理人，兩者大致上性質雷同，而具有差異性者，為民法之代理

係單獨行為，無須授權書，保險代理人必須按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從事代理業務。民法對

                                                      
8
 民法第 110 條，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

負損害賠償之責。 
9
 民法第 169條，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

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

不在此限。 
10

 民法第 188條，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

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

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 
11

 民法第 224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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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一○七條）。該規定亦適用於保險代理人，其用意在於保護善意第三人，正

視消費者權益，防杜保險人濫用代理權之限制與撤回制度，阻礙保險市場交易之公平性，

扭曲市場之價格機能。 

（二）保險經紀人 

保險經紀人本質上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其基於豐碩之保險專業智能，代為

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仍須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誠信原則與職業道德標準，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計算與服務，訂立最大保障效益之保險契約。其尚可經授權代投保客戶

人為他項服務，如：終止契約、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或代為受領保險人之意思表示等；

另於發生保險事故，亦可代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給付12。按保險經紀人管理規

則（以下簡稱經紀人規則）規範經紀人執行職務，對於有關文件簽署負責之項目，並包括

「委託代繳保費收據」13。實務上，要保人將保險費交由保險經紀人，委託其轉交保險人，

亦屬人之常情。按保險經紀人向要保人收取保險費之法律關係，保險經紀人亦兼具保險人

                                                      
12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25條，經紀人執行業務，應於有關文件簽署，並依法負相關責任。 

 前項有關文件，在財產保險經紀人包括：一、要保書。二、批改申請書。三、委託代繳

保費收據。 

 第 1項有關文件，在人身保險經紀人包括：一、要保書。二、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三、

委託代繳保費收據。 
1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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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見代理。據此定位，要保人將保險費繳交保險經紀人，同步產生保險費完納保險人之

法律效果。 

以公司組織名義執行保險經紀人業務，符合一定資格要件者，得同時經營再保險、保

險經紀之業務（經紀人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據此，保險經紀人同時經營保險與再保

險商品，其一方面代理保戶向保險公司洽詢最有利之保險費率，他方面代理保險公司與再

保險公司安排再保。保險經紀人之多方代理行為，必然潛藏經濟上利害關係之不確定風

險。就國內保險業有關資訊應揭露之事項，務實言並不甚完備，國內主管機關對於國外再

保險市場，擬蒐集完整之資訊，應更形困難。據此，保險經紀人兼營再保險業務，監理機

關欲對之有效監理，恐不易明確掌控要害。經紀人規則就此訂定應遵守之規範14，防範不

利風險之弊端。筆者冀主管機關審核保險經紀人兼營再保險之資格條件、業務處理程序等

宜嚴謹，以啟迪訂頒法規之實質效力。 

 

（三）保險業務員 

                                                      
14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26條第 1項，以公司組織名義執行經紀人業務者，得經營保險經

紀業務及再保險經紀業務。 

 經紀人公司經營前項再保險經紀業務者，應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資格條件及業務處理程

序規定，並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保險經紀業務與再保險經紀業務之執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防範利益衝突，並遵循保

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所訂定之執業道德規範。 

經紀人公司經營再保險經紀業務者，應保存完整之再保險安排完成確認書、再保險人之再保

成分、信用評等交易紀錄，備主管機關查核，其與再保險人交易之再保條件、再保費、再保

佣金等重要資訊、紀錄，及影響再保險人財務業務之重大資訊，並應適時通知原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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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員可附著於保險人、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其對外應依授權內容招攬保

險業務。唯保險業務員與依附者間內部之法律關係，亦影響及法律行為之效果，茲分述如

下：  

1. 保險業務員依附保險人間之法律關係：學者之見解不一，有認為委任或僱傭，亦有

認為居間或承攬等。依業務員規則，保險業務員須經所依附之保險人施與訓練與監

督，並為之辦理登錄15。按實際運作，保險業務員若領有保險公司之底薪，應視為

具有僱傭關係。若採取業務員之報酬為底薪加招攬佣金混合制，則應視為具有僱傭

與承攬之混合契約。據此，保險業務員若有不法行為，致損害要保人或第三人時，

依民法第一八八條，保險公司與其業務員應負連帶賠償責任16。 

2. 保險業務員依附保險代理人公司間之法律關係：原則上雙方之法律關係，同前述依

附保險經紀人之情形，此不予贅言。值得探討者，若保險人授權保險代理人，保險

代理人又授權保險業務員時，保險業務員是否構成保險人之複代理情事，學者持肯

定說、否定說之不同見解17。筆者認為不宜使代理之法律關係過於複雜化，贊同否

定說。依據業務員規則第六條六項，明示業務員招攬保險，應告知授權範圍，影射

                                                      
15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6條第 1項，具前條第一項資格者（見本文註 6），得填妥登錄申

請書，由所屬公司為其向各有關公會辦理登錄。 

 同法第 12條第 1 項，業務員應自登錄後每年參加所屬公司辦理之教育訓練。 
16

 同註 10。 
17

 參閱廖律師編著，保險法，高點文化事業中心，2003年 8月，頁 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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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保險業務員之代理權限，應從嚴審查。實務上，不論財產或人壽保險，保險代

理人之業務員，並無締結保險契約之權力18；觀乎保險法第六十四條19之立法意旨，

依附保險代理人之保險業務員，應具有受領投保客戶告知義務之權力。 

3. 保險業務員依附保險經紀人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保險經紀人之本質，為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之代理人，因此其不能立於保險人地位，承諾要保人之締結契約權限，或受

領保險人之告知義務。舉重以明輕，保險經紀人附屬之保險業務員，亦同。 

整體觀，保險業務員招攬業務之過程，致他人受損害，而應負賠償責任者，尚須視保

險業務員從事行為之內涵而定。其為侵權行為者，若屬僱傭契約關係者，得依民法第一八

八條，除非但書之例外規定，由所依附之保險人、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等，各應與所

屬業務員負連帶賠償責任20；若屬承攬契約行為者，保險業務員所招攬之保險契約，具有

履行輔助人之法律關係，法律效力應直接歸屬所依附之對象，由被依附者擔負契約之責任

21。據此，保險業務員若執行業務有所故意或過失之行為，得視為履行輔助人行為，以保

                                                      
18

 同上註。 
19

 保險法第 64條，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

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

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

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20

 同註 10。 
21

 同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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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權利。值此闡明保險業務員對於契約之相對人，似乎無任何契約責

任可資追究22。從而業務員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其分別登錄之所屬公司應依法負連帶

責任---」之規定，有待檢討之必要。 

三、保險仲介人行為與民法「居間」之法律屬性 

民法之居間，是指當事人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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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五六五條）。為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者，謂之居間

人。給付報酬者，謂之委託人，該項契約，為特別契約。自其所服勞務之性質，與委任契

約有異，委任事務之處理，必須為法律行為，而居間僅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

自其給付報酬之性質，與僱傭契約亦有異，僱傭係對服勞務者，應給付報酬，而居間係對

完成勞務之結果，應給付報酬。從其於勞務之結果，只有權利而無庸負義務觀點，其性質

與承攬契約亦有間。承攬受報酬並負義務，單純之居間，完成該行為收受報酬而無庸承擔

義務。民事或商業之行為，皆體現居間樣態。各國立法例，有些僅於商法規定商業居間人。

本國係民商法統一之法制，故於民法債編各論，設計居間契約之章節。 

代理人（經紀人、業務員）管理規則未制定之前，保險法僅規範其基本定義23。以此

                                                      
22

 參閱江朝國，保險法規彙編，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7月，頁 1-15。 
23

 同註 1、2。另保險法第 8-1條，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

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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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原始保險仲介者，適用民法居間之規定。保險仲介業最具居間典型者，應推保險經

紀人，其代理要保人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而報酬由保險人支付，該定位易被視為隱含

保險人之代理人。服務業隨時空環境蛻變，商品居間人周旋市場之交易行為值得揄揚，提

昇供需雙方之依賴性與認同感。原本單純之居間行為，依需求性而延伸相互間之權利義

務，產生僱傭、承攬、委託等混合之法律關係。保險仲介人居間角色成長至今，明顯成為

保險市場重要之履行輔助人，除達成保險商品交易之媒介外，尙可發揮協調保險市場供需

層面之通路，助長商品順利銷售，滿足雙方需求性與規避風險等多重效益。 

參、檢視保險仲介人居間交易行為之公平競爭性 

保險代理人代理保險人向客戶銷售保險商品，基此定位，其行銷保險商品之過程，應

無法絕對保護客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僅能就保險代理人所行銷之商品，自行判斷需求

性，抉擇購買之，不免發生削足適履情形。保險經紀人之定位，係代表客戶向保險人洽購

保險商品，依保險法規定24，其並不向客戶收取任何服務費用。因此，保險經紀人之居間

行為，非但不會增加消費者負擔，反而得經由經紀人之規劃，僅須支付經濟實惠之保險費，

即可購得完美保障之商品。換言之，其可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之服務，不論保險商品之品

                                                      
24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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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理、費用及理賠等售後服務皆得代行，彰顯輔助人之價值。保險經紀人之本質，並

不代表任何保險人，投保客戶若指定特定之保險人，其應尊重客戶之意向，協助客戶購買

精美之商品。保險業務人按所依附之定位，經授權銷售商品。保險業務員皆屬自然人，當

消費者對保險專業認知不足時，保險業務員應善用專業智能，為其企劃適化之商品。 

一、保險仲介人居間自由競爭市場之交易特色 

因應金融自由化、國際化之劃時代，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之利益，代為向保險人洽

訂保險契約；保險代理人為保險人利益，代為招攬保險業務；保險業務員依附於保險人、

代理人、經紀人領域，為之招攬保險業務。保險仲介人居間保險供需方，輔助各該需求者

體現最具實益之商品。堪稱保險制度發源地之英國，該國之保險經營環境，採取半強制性

要求購買保險商品者，委由保險經紀人之制度；歐美國家多半依賴保險經紀人、保險諮詢

顧問等之習慣。國內之保險環境，迄今仍未明確化建置該制度，按國內保險市場生態，保

險人擁有較強勢主導權，常委由保險代理人或聘用營業人員（即保險業務員）代行招攬業

務。多數消費者主觀上缺乏保險專業，客觀上居於弱勢環境，遑論及保險契約內容之自主

性！保險需求者最盼望者，乃購得物超所值之商品。舉例言之，擁有數十億資產之大企業，

其擬購買之避險商品多屬大宗化商品，卻常因數萬元之交易價差，陷入交易蹉跎之困境。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273 

 
 

若經由保險經紀人居間協調，迅速完成滿足之交易，亦為企業之經營機制。總而言之，設

置保險仲介人之真諦，係輔導保險需求者選擇保險商品之正確觀念。筆者藉此勉勵保險仲

介人，宜固守職業道德與倫理；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亦應主動檢視所委託仲介

人之道德風範。 

保險仲介人居間保險市場，宜充分發揮服務品質，體現專業智能之技術、保險資訊之

溝通、風險管理之諮詢等。謹此歸納，保險仲介人應具有下列之特色： 

（一）規劃保險商品：保險代理人代保險供應商行銷保險商品，保險經紀人代保險需

求者策劃保險商品。有關締結保險契約之內容，規劃投資理財，申辦保險理賠等服務事項，

皆應明確列入授權範圍。稱職之保險經紀人，應翔實告知被保險人，有關保險商品之契約

條款之含意與功能，並應時刻主動檢視被保險人之商品，力求所締結之契約達到被保險人

之期望值，避免待發生保險事故，始發覺與預期之保障有所落差與爭議。 

（二）蒐集保險資訊：保險代理人、經紀人、業務員等，應各職所司，戮力分析保險

市場之資訊與費率結構。保險經紀人之定位，不同於保險代理人、依附保險人之業務員。

保險經紀人不得提供保險商品之價格，保險代理人或保險人之業務員，如經保險人授與該

項權力，得依授權內容行使權力。保險經紀人應協助或配合被保險人需求性，規劃適切之

保險商品，與適化之保險費。其代為向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應掌握高保障、低風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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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保險費等條件。 

（三）保險理賠服務：現行保險市場之經營環境，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以下簡稱

代理人管理規則），保險人得授權保險代理人處理保險理賠 ；同理，保險人若授權所屬業

務員者，該業務員亦有相同之權力。前開代理人或業務員當秉持保險人立場，處理保險理

賠事宜。保險經紀人係服務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其應具備保險專業與實務經驗之智慧，定

期提供案情分析，並將研判結論告知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且應抱持積極之態度，蒐集相關

資訊，協助被保險人獲得滿意之理賠條件。保險仲介人雖然扮演不同角色，彼此間之衝擊

在所難免，最終結局，仍應和諧滿足各方所需，善盡服務業之本職。 

（四）風險管理服務：保險為分散風險與減輕損失之制度，所稱風險管理包含損害防

阻，大型企業即使購買保險商品，仍然應持續運籌帷幄相關之損害防阻事宜，以防範不利

之風險。保險人為降低被保險人之理賠率，提昇經營利潤，應為投保客戶作風險管理服務，

該服務行為應持續永恆。被保險人之各項危險區隔，保險人如能委由專業風險管理顧問協

助，計算小成本、大效益之預警機制。保險經紀人如配備專業風險管理師，其除可彌補保

險公司該方面之專業外，更可因熟習法令與實務經驗，居間保險人與投保客戶雙方，成為

損害防阻之改善橋樑，奏效保險仲介人與保險經營者之圓融度。 

（五）保險教育訓練：保險專業知識必須投入學習，且應精益求精，累積有年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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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見效益。有關保單條款之解釋、新保險商品之介紹、各類商品之風險管理策略等，皆屬

必備之教育訓練，並應持之永恆。保險仲介人為保險經營供需方之通路，欲博取信任，首

應強化保險及風險管理專業知識，以提昇服務業之形象。放眼全球充斥各類危險之荊棘環

境，筆者認為國內應全面普及保險教育，認知風險管理之理念，期許不利之風險降至最低

程度，以提昇國家經濟產值。 

二、保險市場之經濟秩序 

保險屬無形商品，屬於射倖、附合性之契約，該商品之計價基準，係精算合理之保險

費率，達到對價平衡原理。保險經營者為提昇業績量，經常於銷售商品時，計價策略饒富

賭博意味；委由保險仲介人行銷者更甚！保險仲介者之居間銷售行為，多數憑藉亮麗之業

績，向保險人爭取優厚之報酬。基此，保險仲介者若持有大型客戶族群，保險人經常主動

與之暗通款曲。保險仲介者進而藉此契機，強勢支配整個保險市場。規模較小之仲介業、

保險需求者等，無從與之齊頭競爭。保險仲介者若聯合大企業體抵制保險人，而保險人復

相當倚重該仲介人，則唯有忍受業務遭壟斷之不利風險，允諾低保費、高報酬之不合理銷

售條件。目前保險市場之外貌，雖然呈現欣欣向榮，但有關銷售價格之結構，卻日益升高

類似聯合、壟斷之不公平競爭、差別待遇等經營環境。循序漸進，保險市場將日趨淪為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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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競爭之經濟秩序，極可能影響國家經濟體制之健全發展。 

有關整體保險市場之競爭導向略述如下： 

（一）市場競爭導向之內涵 

國家社會體系容許私有資產制度者，各類商品轉讓之行情，應由市場機能決定價格，

此為資本主義市場之特性。決定市場價格應本乎公平競爭原則，考究商業交易符合公平競

爭之要件，猶如從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漸進導入相互輝映之顯像規定。首當其衝者，直覺

反射及「壟斷」（Monopoly）行為。以保險仲介者而言，其銷售或服務商品，顯現於外觀

者，亦可統合成為一個主體，而隱藏幕後者，實際上係運用多樣化促銷技巧，如同一般交

易之捆綁銷售（Tie In Sale）、全線迫銷（Full Line Forcing）等行為，達到壟斷性競爭交易

之特性。保險商品同一般商品，解析其公平競爭之前奏，經營者應先行評估足以壟斷該商

品之市場、阻礙競爭等之銷售策略。  

自由化之經濟市場，市場機制皆標榜消費者與出售者得自由進出（Free Entry and 

Exit）。舉凡有利可圖之行業，自然會加入競爭者行列，若展現供過於求之買方市場，供

應商為追求利潤，設法使之變相壟斷市場，諸如綑綁交易規格或銷價等商業行為。供應商

經常製造市場被壟斷之訂價機能，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不與信賴之市場。此情，唯由政府當

機付諸干預行為，衡平市場交易之成本（Transaction Cost）與標準。政府監督市場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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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市場制定一套完善之法則，規範市場之正常運作。預期市場運作得自由發展，但不宜

違反公平競爭原則。政府之監管機制宜適法，但不失彈性。按經濟市場之商品交易，仍宜

遵從市場導向機，唯須符合槓桿平衡之原理。 

（二）市場競爭秩序之維繫與平衡 

經濟學之競爭是指市場競爭環境，亦即一個市場而其他供應商是否容易加入生產，以

及融入之價格競爭力。寡占（Oligopoly）市場，由於僅有少數生產之廠商，具有壟斷市場

之威力。寡占市場介於完全競爭與獨占間之市場型態。經濟學分析生產者行為，依各該市

場生產者人數多寡，區分為完全競爭市場或獨占市場，並包括獨占性競爭市場與寡占市

場。獨占性競爭市場生產者較多，寡占則較少，寡占之生產者甚至可少至相互牽制情況，

其中一個寡占之決策力可以影響及其他者。自由競爭市場若出現唯一之供應商，則非常容

易壟斷市場價格。若市場僅存一家國營保險業，政府基於特殊考量，委託其為之專案企劃

風險管理商品，可視為蒙受天時地利之眷顧，其他民營同業必須黯然承受該不公平之競爭

環境，類此交易型態，即隱含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之特性。 

當前市場商品之交易招術，充滿琳瑯滿目之多元化樣態，保險市場亦然。目睹企業商

品交易之策略，瀕臨無孔不入之滲透環境，但仍不失熱絡表象，宜凸顯商品之差異化，引

起消費者重視。從商業倫理觀點，保險仲介業儘管操作各顯神通之競爭手段，但仍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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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紀，不宜背離市場競爭機制，破壞市場正常機能之秩序，喪失企業倫理。近年來，據瞭

解規模較大之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經常建置類似自然壟斷之銷售手法。諸此行為雖不得

率爾認定阻礙公平競爭行為，然而對於公平交易機能之維繫，已埋伏不公平競爭之風險。

保險業肩負保障社會大眾生命財產安全之神聖使命，該市場所銷售者雖屬無形商品，仍應

固守交易競爭之機能，維護市場之秩序，並應從兩者取其市場之平衡。 

（三）市場之惡性競爭導致經濟脫序 

一般市場之競爭型態，多數介於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兩者間，因此供應商仍然享有訂

價之權利。由於壟斷性競爭市場之新企業進入障礙低，長期間而言，新企業容易進入，因

而造成壟斷性競爭市場，但該長期企業之超額利潤經常為零。壟斷性競爭不同於寡占市

場，寡占市場之新企業會發生進入障礙之威脅，其長期仍可擁有超額利潤。企業間之互動

關係，影響及個別利潤既深且巨，因而演變成複雜之互動策略與訂價技巧，甚至合作勾結

形成聯合壟斷市場之不正當行為。經視為壟斷性競爭之交易行為，就世俗眼光，多數認為

交易價格必定上揚，因為市場若僅存一個供應商，對於價格之下跌或上漲容易掌控自如，

則可為自己利益量身訂定價格。必須深究者，市場供應商之實際供給，尚須考量替代品

（Substitutes）及潛在競爭者之威脅程度。市場若確實遵循自由進出之規律，潛在供應商

皆有機會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如果供應商價格過高，恰為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利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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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出現壟斷性競爭現象。 

寡頭獨占市場或壟斷性競爭，皆屬市場交易之機制，其運作於保險市場亦同。任何經

濟交易藉諸競爭力，提昇供應商製造、規劃商品之品質，同時亦提昇其服務客戶之品質。

市場之交易若未淪為惡性競爭態樣，則不能視為經濟市場之脫序行為。市場交易若出現兩

家寡占之供應商，私下聯手控制市場價格，迫使其他競爭者退出市場，此種假借公平競爭

之外貌，實質已背離公平競爭原理。當今市場，諸多大財團企業循此模式醞釀壟斷競爭局

面，致市場之經濟秩序蕩然無存，國家經濟形象亦蒙受損傷，筆者籲請中央主管機關正視

該問題可能衍生之後遺症！ 

三、公平交易之法制 

市場之競爭機能屬常態，不得刻意抑制之，以阻礙國家經濟之發展。為防範市場價格

競爭出現不合常規之型態，世界各國相繼訂頒市場公平競爭之法制，諸如：美國之反托拉

斯法、日本之獨占禁止法、德國之競爭法、英國之普通法、歐洲聯盟共同體條約等等。公

平競爭法制不同於一般法制，一般法制以管制性規範為原則，該法制係維持自由市場經濟

之基本秩序，因而訂定相關企業之活動規則。公平競爭法制不宜妨礙企業之經營與創新，

但應建構於正常及穩定之經濟市場。實施公平競爭法制之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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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消費者之權利，確保公平競爭原則，促進國家經濟之安定與和諧。 

本研究論及美國 MMC 仲介行為涉嫌脫序與違反公平競爭案例，因而略述美國與本國

有關公平交易之法制如下： 

（一）美國之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之基本思想，萌芽於英國之普通法，因為英國

普通法仍存有獨占、限制等交易行為，被認定係不合理、違法之法律思維。美國按英國普

通法之傳統法理，再就本身社會、經濟、政治等背景，制定大量反托拉斯之法規，其中三

個重要法案，分別為休曼法、克萊登法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25。反托拉斯法主要為管制經

濟組織型態集中化之現象，如：聯營組織、信託組織、控股公司等，其等以市場占有率、

價格控制為手段，以打擊同業競爭，而達到獨占及壟斷市場，影響市場交易之正常競爭。

美國屬不成文法之國家，適用反托拉斯法制，除須掌握各項成文法規外，仍應配合各案情

相關判例之研究，方能全盤性瞭解。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三大法案如下： 

1. 休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該法於一八九○年七月二日通過，其基本精神係

反對托拉斯、控股公司造成之獨占現象為立法背景。美國通過之休曼法，事先未經

各界詳細討論，致該法內容過於簡陋，其所規定者，多屬抽象而不具體，且諸多窒

                                                      
25

 參閱賴源河編審，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3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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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難行，然而該法歷經百年適用，對於反托拉斯案件之規範，仍頗具歷史評價。 

2. 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該法於一九一四年通過，主要為補強休曼

法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以滿足法之確定性。該法對於禁止行為，盡量採取具體列舉

式，力求明確化，同時詳細規範各種獨占活動，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憑。殊感遺憾者，

該法並未規範獨占行為之標準，須依賴法律之解釋，為美中不足者，故仍未盡完善。 

3.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該法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二

十六日通過，其目的為彌補休曼法之闕漏，遂對休曼法引用之名詞逐一解釋，以為

執法之藍本。該法並明確授權凖司法性質之聯邦交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為執行反獨占行為之主管機關。該法第五條（a）（1）定有一概括性

條款，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行為競爭方法及不公平、欺罔、慣行等舉止，皆

視為違法。前開概括性規範，其目的係賦予聯邦交易委員會較大彈性之執行權限，

以表彰該法實質性功能。 

（二）本國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國內制定公平法，係依據憲法第一百

四十五條26規定，制定該法之過程逾十餘年，民國（下同）八十一（即一九九二）年二月

                                                      
26

 憲法第 145條，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

以法律限制之。 

 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 

 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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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行，八十八年、八十九年、九十一年間曾作修正。該法自實施以來，反映競爭法或公平

法，必須順應經濟環境之成長。多數市場並非單一交易之環境，必須接受競爭與挑戰，以

追求理性經濟之發展，此乃吻合經濟學之競爭理論。市場經濟之競爭與法律秩序之維繫，

應並行不悖，亦即依循市場機能之正常運作，落實保障交易雙方之權益，並朝競爭法國際

化之發展趨勢。 

端詳商業交易之市場機能，為公平交易競爭之原動力，為配合國家經濟體制之發展，

國內外有關公平競爭之規範，皆歸屬經濟法之範疇。制定各該法規，提供企業界之保障，

保持公平競爭之環境。其一方面力求市場不被壟斷，以保持自由競爭之機能；另一方面排

除企業不公平競爭之違法行為，或違反市場機能之競爭手段。政府對企業界亦宜擺脫全面

性之管制，取而代之者，應扮演自由競爭市場之仲裁者。企業競爭與市場交易，應強化企

業倫理之經濟秩序，使企業居處公平競爭之環境，所獲得之利潤對客戶作適度之回饋，落

實客戶導向之市場機能。宏觀該法理，判斷市場交易與公平競爭規範發生牴觸之前提，宜

就個案事實，明查整個交易過程與當時市場環境，切莫草率下斷語，發生誤判之風險。 

四、保險仲介人居間輔助行為與公平競爭之原理 

（一）保險仲介人具有輔助保險市場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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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市場響應經濟國際化、自由化巨輪，保險監理機關付諸各保險人實施保險費率自

由化、銷售商品之程序等相關規範。保險法於二○○一年曾修法，增加投資型商品，使保

險商品更為多樣化，利於客戶更多元化之選項，因而引進多家外商保險公司來台，經營保

險相關業務。按國外保險市場之習性與文化，保險商品之銷售行為，大多委由保險經紀人、

代理人代為居間相關之交易過程。為融合不同文化與背景，國內保險仲介者將面臨新挑

戰。預期未來保險仲介人，居間履行輔助之角色必定增強，保險仲介人居間服務保險市場，

若能奉行服務業職守，確實保障市場供需方之權益，除可減少社會不利風險之成本外，另

可為國家締造不可抹煞之經濟價值。 

（二）保險仲介業之概況 

國內之保險經紀人於六十年前（即三十三年間）僅十五人，直至九十一年底，本國保

險經紀、代理公司合計數，成長至七百九十二家27。基於消費者意識抬頭、顧問式服務水

準之需求性增加、保險市場開放等諸多因素，興起保險仲介人之發展空間。往昔保險公司

多數不願意開放經紀人與代理人之行銷管道，以人壽保險業為例，其寧願與所委託之代理

人自行培植業務員。由於市場規模經濟，促使保險市場行銷制度邁向產銷分家趨勢，目前

                                                      
27

 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司家數統計，包含個人及公司組織型態瀏覽網站競爭力保險經紀

人規劃公司。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協會、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並瀏覽競爭力保

險經濟人規劃公司網站：http://life.24go.com.tw/,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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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與代理人簽約者達十三家28。保險仲介人之經營規模，因為落差懸殊，規模大者可

擁有千人以上員工，分工處理保險業務，形同一家小型保險公司；規模小者則僅總經理兼

業務員之一人公司而已。銀行保險通路之興起，銀行成立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公司者，

逾二○家29。保險人為提昇競爭力，強化保險商品之銷售網，委由保險仲介人代行之制度，

必定日益昌盛。 

（三）保險仲介人之不正當競爭導致市場交易脫序 

保險仲介業快速增加，從積極面言之，可活絡保險市場之競爭力，加速保險業國際化

之腳步；從消極面言之，國內人口數、產業別與保險業家數之比例，因為保險市場有限，

致保險仲介者面臨生存競爭之不利環境；經營規模較大者，有形或無形間，出現聯合或壟

斷保險市場之力道。保險仲介者所精心策劃之各類創新促銷技倆，各該手法之正當性與公

平性等相關問題，若詳細推敲頗具微詞！此亦昭示服務保險市場供需層面之仲介者，逐漸

出現背道而馳之違規警訊，有賴主管機關正視並導正之。 

舉例言之，某汽車經銷商於汽車銷售時，恃其銷售廠牌之汽車極度暢銷，與該經銷商

經常往來之保險代理公司，因較具強勢地位，若強制汽車交易相對人，必須委託其辦理汽

車保險。若保險代理人與汽車經銷商，相互聯合以契約共同決定商品交易對象，足以影響

                                                      
28

 同上註。 
2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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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功能，此舉可歸屬公平法第七條30之聯合行為；類此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交易之

相對人與自己為交易之行為，不無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第十九條第三款）31；其以不正當

方法，使交易相對人務必接受不公平交易之條款，顯然侵害汽車所有人選擇保險人之權

利，嚴重損及其他保險人或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等，招攬汽車險之交易機會。本案例

之交易行為，違反公平競爭原理，並足以影響汽車保險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公

平法第二十四條）32。關於汽車保險市場，遭汽車經銷商與保險仲介者聯合壟斷，妨礙相

關業者公平競爭機會，損及保險資源合理使用情事，本案例僅屬冰山一角而已，諸此不公

                                                      
30

 公平法第 7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

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

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 
31

 公平法第 19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

為之︰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

為。 

二  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

為。 

五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

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六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32

 公平法第 24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

失公平之行為。瀏覽網址：http://www.ftc.gov.tw/2000010129991231110.htm，所載「汽車

公司成立保險代理人公司壟斷車險市場行為」，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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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之交易市場，政府宜加以匡正！  

肆、探討保險仲介人居間交易行為影響公平競爭 

之相關法律問題 

經濟市場變革，資本主義成為主軸，企業贏家更為雄霸市場之新經濟社會，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可喜者，新經濟市場鼓勵商品創新，表彰企業家之企圖心；隱憂者，新經濟市

場之寡占、聯合等壟斷競爭事態，將有增無減，企業容易蒙受惡性競爭之不利風險，且非

現行有限法律所能制衡，市場造成惡性競爭，市場之運作因而失序，經濟市場正常機能隨

之動搖，導致公平競爭機能脫序；此等不利事項，對於需求者、供應商、國家經濟所造成

之損失，其相互間責任歸屬常不易明確區分。謹此略述保險仲介人居間行為影響公平競爭

之風險如下： 

一、保險經紀人兼營再保險業務間接壟斷保險市場之風險 

（一）國際保險經紀人興起而壟斷國內保險市場之風險 

跨國企業集團林立，國際間企業體、各個人間之互動頻繁，為滿足各類需求，多樣化

金融商品不一而足，衍生諸多不確定性風險。企業體或個人購買之保險商品，具有保障兼

具投資效益，並能分散風險。由於保險之專業性，由保險經紀人代為規劃保險商品蔚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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尙，大型企業尤甚！保險之目的，為分散投保客戶生命財產安全之風險，保險法明定保險

人所承擔之危險，應分散至再保險市場33。國內專業再保險業僅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故再保險市場多半向國外尋求。公司組織型態之保險經紀人，業經明定得兼營再保險業務

34。據此，保險經紀人公司成為居間被保險人、保險人及國外再保險公司之重要橋樑，亦

崛起國際保險經紀人公司，且其分支機構已遍及全球各地。 

近年來，國內外天災不斷，犯罪集團猖獗，保險業不堪賠累，影響所及，國內保險業

務之風險，擬分散國外再保險市場趨於艱困。國際保險經紀人挾持擁有再保險市場通路之

優勢，趁勢向大型企業行銷保險商品更具說服力，向保險人炫耀其安排再保險之超強能

力，向再保險人示威能順利引進再保險業務。國際保險經紀人藉該利基，使成為最大受惠

者，然而其所運作之居間行為、競爭策略等，其公平性與正當性常遭人詬病！保險之本質

為最大誠信契約，由於國際保險經紀人竄起，彼此間之曖昧關係，所潛藏之不確定性風險

益形嚴重。國際保險經紀人憑藉掌握保險、再保險網之契機，技巧地壟斷保險市場。保險

人、被保險人、其他保險經紀人等，成為弱勢競爭體，礙難與之為價格競爭（公平法第十

九條第四款）35，由於生存環境使然，不敢怒斥。諸此行為，必然影響保險市場之交易秩

                                                      
33

 保險法第 39條，再保險，謂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契約行為。 
34

 同註 11。 
35

 同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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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當然違反公平交易之規範（公平法第二十四條）36。 

（二）保險經紀人雙重居間行為影響公平競爭之風險 

保險經紀人可為雙重居間之法律行為（經紀人規則第二十六條）37，其代要保人向保

險人完成保險契約簽定事宜，由保險人支付其報酬；其代保險人完成向國外再保險公司安

排再保險契約，國外再保險人須支付其報酬。按國際保險經紀人公司之經營規模，較能蒐

集得全球再保市場價格之資訊，藉此契機周旋於國內企業體及保險人，彰顯其市場交易之

身價。從正面言之，其可善用最實惠之保險、再保險費率及價格，提昇保險人、再保險人、

投保客戶人對之深度信賴，善盡服務業本職與品質；從負面言之，其代投保客戶洽購之商

品，未必向保險人爭取最有利之價格，卻反其道謀取保險人給付自己之高報酬。至於代保

險人尋求國外再保險市場，可能抬高保險人再保險費之支出，從中賺取再保險價格之差

價。諸多誘因，保險經紀人代理消費者規劃商品，勢必存在利益衝突之風險。 

保險經紀人雙重居間行為，相互間之利益重疊，最後淪為純粹創造個人利潤，罔顧再

保險人、保險人、投保客戶等人之權益。其除漠視職業道德外，經由保險市場之競爭技倆，

不乏不當得利之案例，不無牴觸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一款，違反平等互惠之誠信原則

                                                      
36

 同註 33。 
37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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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亦影響保險市場之交易秩序。保險經紀人雙方代理之行為，若喪失誠信基石，意味具

有欺瞞嫌疑，使消費者失卻公平交易之環境，導致保險市場失序等不利風險。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宜正視該問題，強化職業道德規範，尤應加強職業紀律風骨之教育。 

二、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報酬同樣取自保險人之風險 

（一）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居間角色相融合之風險 

保險代理人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代為保險人招攬業務，由保險人支付報酬。有關

保險服務項目，宜明確記載於代理契約或授權書（代理人規則第二十八條）39。保險代理

人公司形同一家財務獨立之小型保險公司，按國外保險市場之習性，視為維護被保險人公

平利益之專業組織，觀察國內保險代理人之經營趨勢，未來極可能演變成相同之環境。保

險經紀人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向承保之保險人收取佣金。保

險市場俗稱之保險掮客，其僅有單一之權限，即招攬保險業務，而賺取保險人之佣金。保

險經紀人、代理人之共通目標，即居間行為之報酬皆源自保險人。 

國內保險經紀人之報酬源自保險人，其為賺取更多之報酬，於代理被保險人或要保人

                                                      
38

 消費者保護法 12 條，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

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39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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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保險人購買商品，應強化專業造詣。保險經紀人多屬公司組織型態，而佣金報酬即為公

司經營之命脈，其固守誠信服務之理念，須承受諸多風險之考驗！保險經紀人經受託代繳

保費40，而保險代理人亦可經授權代收保費41，顯示保險經紀人之外觀，亦可兼為保險人

之代理人，兩者居間行為之報酬制度可謂不謀而合。保險仲介者若確實秉持專業與業績，

換取保險人所支付之報酬，此仍為公平性之競爭，且值得嘉許！保險人若未能掌握該原

則，出現偏袒行為之差別待遇，曝露保險仲介人不正當競爭之惡行，對於市場交易秩序之

形象，絕對為負面導向。 

（二）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聯合交易行為之風險 

國內保險法之規定，保險代理人、經紀人之報酬皆由保險人所給付，顯見兩者利害與

共為一致性。兩者若聯合交易行為，其交易公平性之考量，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權利之保障等，極可能皆置之度外。保險代理人與經紀人因具有脣齒相依之命脈，若兩者

策劃聯合銷售行為，而銷售策略傾向反制保險人及投保客戶族群。保險市場商品之價格、

保險人支付之報酬等事項，幾乎操之保險仲介人。保險仲介人類此銷售技巧，對於消費者

                                                      
40

 同註 12。 
41

 代理人規則第 24 條第 1項，代理人執行業務，應於有關文件簽署，並依法負相關責任。 

 前項有關文件，在財產保險代理人包括：1要保書。2批改申請書。 

 第一項有關文件，在人身保險代理人包括：1要保書。2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 

 保險代理人，如經授權代收保費或辦理核保、理賠或其他保險業務時，除應在第二項及

第三項各款文件簽署外，並應在有關各項文件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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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投保客戶，出現不公平交易或差別待遇，泯滅保險市場原本之價值觀，嚴重折損該行業

之市場形象。 

保險仲介者對於報酬所以敢予取予求，主要在於其擁有龐大業務量，保險人面臨飢渴

業績之逆境，大型企業面臨需求經濟實惠商品之心境，恰為大型保險仲介者營造有利商

機，導致保險市場供需方任憑其剝削。舉例言之，投保客戶已生效之保險契約，而保險經

紀人、代理人並授權收取要保人應繳納之保險費，卻遲延繳交保險人，或另行開立期票，

但屆期不獲兌現。據此，保險人不能向要保人終止契約，而必須忍受保險仲介人拖延繳付

保險費之惡行。保險市場諸多不合常規經營之警訊，其惡質交易秩序，致保險之目的蒙上

陰影，既阻礙社會進步，亦不利於國家之發展形象。 

三、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圍標或綁標交易行為之風險 

（一）圍標或綁標交易行為之違法性 

圍標與綁標常出現於工程建設性之業務，具有競爭力之企業體，規劃之圍標行為，多

以壓低決標價格，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等，顯然危害市場交易秩序。競爭策略為綁標或綁規

格者，若尚無不正當之限制或舉止，亦未對其他事業出現差別待遇者，尙可勉強為市場認

同。若構成圍標、綁標等行為，除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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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42外，亦為公平法所排斥者（公平法第十四條、第十九條第三、四、五款等）43。

                                                      
42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

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88 條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

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設備或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

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其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因

而獲得利益者，亦同。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43

 公平法第 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 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三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 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六 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 

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 

七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公平法第 19條，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

為之。 

一 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

為。 

二 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四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

為。 

五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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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保險商品之銷售，亦適用政府採購法，以國際保險經紀人為例，其若挾持保險與再保

險市場之優渥利器，勾結保險市場之需求企業，設計差別待遇之綁標規格（如：不當實績

認定方式、不當限制資本額等），製造差別交易價格，背離保險費之精算原則，行使類似

卡特爾組織模式，聯合圍標保險業務；其他較小規模之仲介人，甚而連保險公司皆無從與

之抗衡。保險仲介人與利益團體，循此模式縱橫保險市場，相互勾結、欺瞞社會，保險市

場之交易機能因而喪失。保險商品之銷售，適用政府採購法衍生之不利風險，亦由此明見，

籲請中央主管機關宜審慎檢討之！ 

（二）圍標交易行為阻礙公平競爭 

凡廠商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參與投標，或使設計單位設計不

合理之投標資格、工料限制，或使業主洩漏底價，或獲取他事業之投標資料，或使他事業

參與圍標，該等行為顯然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四、五款等44。觀察達成圍標交易而

取得共識者，其幕後都具有聯合行為之成分，而且交易者雙方皆具備合意之外形，以此作

為違法行為之假相。據此，該等違法行為之直接證據，須經確實認定，常不易具體取得。

除惡行重大之圍標案件，眾目睽睽之下，主管機關務必查辦，迫於無奈必須積極蒐集相關

                                                                                                                                                      

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六 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4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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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外，其餘圍標交易市場之標案，常抱持視而不見心態。國內經濟不景氣，保險市場飽

受瓶頸，即使能掌握市場之大型保險經紀人公司，亦不乏表現合法性之外觀，而實際上卻

聯合其屬意之保險人，為其量身制定投標規格，構成規避圍標之障眼法，以此技倆搶占市

場商機。諸此違反公平競爭之行為，保險業之經營者，即使知情亦不敢輕易檢舉，引致主

管機關監理不易之窘境。公平法雖然為維繫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法典，然而真實面對於妨

害市場機能之競爭行為，能取得圍標行為之證據，施予經濟違規之制裁者，為數相當有限，

此亦為立法與執法當局宜慎思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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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MMC（Marsh & McLennan Cos.）仲介案例與 

公平交易探討 

MMC 為全球矚目之國際財產保險經紀人公司，詎二○○四年間發生涉嫌圖利自己，收

取不當佣金之醜聞，引發國內外媒體之關注。本研究經蒐集 MMC 案例之相關資料，本於

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殷鑒，茲解析該案情如下： 

一、MMC 遭起訴之事實摘要 

日前為全球最大保險經紀公司（Marsh & McLennan Cos.），緣美國紐約州檢察署投資

保護局(Investment Protection Bureau)於二○○四年三月三○日，收到匿名檢舉函，指控該公

司藉保險仲介商業行為之名，而行使收取不當佣金之內幕。檢舉函略述 MMC 表面上雖屬

提供服務保險市場，實際上卻將商品生意導向具有默契之保險公司圖謀得利45。MMC 所

招攬之保險業務，除向投保客戶收取報酬外，另向保險公司收取隨案附加之利益佣金

（Contingent Commissions）46。投資保護局之檢察官兼局長 David D. Brown IV 認為向保險

公司收取之佣金形同回扣(Kickback)，檢察總長史匹哲（Eliot Spitzer）指示檢察官團隊，

                                                      
45

 參閱 Steve Fishman, “Inside Eliot’s Army,” 瀏覽 New York Nymag. Com.網站， 

網址：http://www.newyorkmetro.com/nymetro/news/politics/newyork/features/10815,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6日。 
46

 參閱 Time, Oct. 25, 2004。瀏覽網站：http://www.time.com/time/archive.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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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調查本案之事實真相。 

MMC 辯稱其向保險公司收取之附加利益佣金，並不影響投保客戶之權益，因為保戶

仍持有最有效保障之商品。所稱附加利益佣金，應歸屬保險業界類似績效獎金之項目，其

為市場頗盛行之商業慣例。據 CNN 專欄作家 Anthony J. Sebok 描述，保險經紀人若每年

能為保險公司招攬得大量業績，而理賠率低之良質業務，保險公司對於績效優異之仲介

人，亦樂於支付額外獎金，以示感激或激勵士氣，保險業界稱之「成功佣金」（Success 

Commission） 47。按保險經紀人之職責，係為保戶設計完美保障之商品，鑒於成功獎金之

誘因，極易引導領取獎金之目的，則與保障客戶利益之職能，不免產生利益衝突之風險。

保險業界為衡平該利益之衝突，自圓其說保險經紀人精心提供保險同業所有銷售之差異化

商品，由消費者自行抉擇，表徵保險仲介者業經善盡提供商品資訊之義務。 

史匹哲指揮之檢察官團隊，依據美國紐約州一般商業法（General Business Law）所賦

予之權力展開調查。依據該法第二十三－A 條，調查任何與「廣告、投資建議與商品之購

買或銷售之詐欺行為」（in the advertisement, investment advice, purchase or sale within this 

state of any commodity dealt in on any exchang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該法亦為媒體所

                                                      
47

 參閱 Law Center “Spitzer's controversial insurance lawsuit” 瀏覽 CNN. Com. 網站， 

網址： http://www.cnn.com/2004/LAW/11/01/sebok.spitzer，最終瀏覽日：200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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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 Martin Act48。根據該法案，檢察總長史匹哲就 MMC 潛在之詐欺行為展開調查。由

於消費者意識抬頭，促使紐約州有關保護消費者之法規更臻完善。史匹哲依職權積極偵查

MMC 對消費者之欺騙行為與不實廣告（Deceptive Acts, Practices, and False Advertising），

加諸美國盛行適用判例，而且極度保護消費者透過市場商品所遍及之經濟活動49。有關消

費者保護之觀念，見諸紐約州行政法（Executive Law）第六十三 (12) 條，當史匹哲發現

商業交易，行使詐欺或其他非法行為者，即得向該州最高法院申請敕令，命其停止該詐欺

或非法行為。所謂詐欺行為，包括使用任何欺騙之手段、計畫或人造物（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以及任何欺瞞、錯誤表達、隱藏、壓制、假裝、錯誤應許，或不公平之契約

條款等（any deception, misrepresentation, concealment, suppression, false pretense, false 

promise or unconscionable contractual provisions）50。 

史匹哲所指揮之檢察官團隊，經蒐集諸多合理可疑之證據，證實 MMC 涉嫌將商品導

向特定保險公司之犯行，全然漠視服務顧客應有之職業道德，而先行與保險公司先行談妥

                                                      
48

 參 閱 New York Consolidated Laws “General Business23-A” 瀏 覽 網 址 ： 

http://caselaw.lp.findlaw.com/nycodes/c44/a49.html,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6日。 
49

 參閱 Online Brokerage Industry Report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Eliot 

Spitzer.” 瀏覽網址：http://www.oag.state.ny.us/investors/1999_online_brokers/power.html,  

最終瀏覽日：2005年 6月 6日。 
50

 參閱 New York Consolidated Laws “Executive63(12)” 

瀏覽 http://caselaw.lp.findlaw.com/nycodes/c39/a8.html 網址，最終瀏覽日：2005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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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態樣。抑有進，並發現 MMC 經由電子郵件，與 AIG，ACE，Hartfort 等保險公司及

其他人勾結，提供虛假或非競爭性投標、其他銷售條件與投保客戶等相關文件。MMC 之

犯行，已顯現為圖利自己，而使客戶受害之不法意圖。諸此虛構假投標及圍標之不當舉止，

經檢察官調查 MMC 確具不當操縱投標(Bid Rigging)之行為，該等惡行不宜縱容51。MMC

雖辯稱檢察官應明查保險業和再保市場經濟命脈之特質，不應僅就蒐集之資訊斷然為錯誤

之解讀。檢察官對於 MMC 抗辯之詮釋，稱「保險業與再保市場缺乏強而有力之規範」，

投保客戶之權益更應受到惠顧，代表司法正義之檢察官，屬當仁不讓之職責52。同年十月

十四日檢察官對 MMC 起訴53，綜括 MMC 之罪嫌（Cause of Action）其一為行政法第六十

三(12)條之連續詐欺或非法行為；其二為一般商業法第三四○條之反托拉斯（Antitrust）行

為；其三為一般商業法第三五二－C 條之詐術行使從事商業活動；其四為不正當行為所賺

取之財物（Unjust Enrichment），為確保市場公平交易（A Fair Market Place）之法理，應為

社會所禁止。揭諸前開具體事證，檢察官認為 MMC 已構成紐約州普通法之詐欺行為

(Common Law Fraud)，並飭令依法應追徵 MMC 之不當利得，作為投保客戶之賠償救濟

金，及其他應付之款項54。MMC 或許體認諸多不利因素，遂於本年一月三十一日與檢察

                                                      
51

 同註 46。 
52

 同註 46。 
53

 參閱 New York Times, p. 1, October 24, 2004. 
54

 有關起訴書原文係瀏覽：http://news.findlaw.com/hdocs/docs/nys/nymarsh101404cmp.pdf.

http://news.findlaw.com/hdocs/docs/nys/nymarch101404cmp
http://news.findlaw.com/hdocs/docs/nys/nymarch101404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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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成立和解，雙方同意履行之和解條件，為 MMC 應以分期付款方式，提撥八億五千萬美

元成立基金，以償還部分投保客戶之保險費，另檢察官應撤銷該起訴案。 

二、MMC 違法案例之檢討 

從本案例可發現美國對於消費者權利善盡保護職責部分，值得國內仿效，而有關保險

經紀人之報酬制度，與國內之規範不盡相同。茲分析如下： 

（一）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機制 

從 MMC 案例，悉美國投資保護局之組織架構，該局之局長係由檢察官兼任，促使消

費者權利之保護功能發揮無遺。因為檢察官本身即具備偵查權之功能，復兼具保護消費者

之職掌，兩種職權交叉行使，勢必愈趨靈活調度，殊利於偵查權之實施。經由檢察總長史

匹哲所指揮調度之檢察官，巨細靡遺調查本案相關事證，致 MMC 俯首認罪，並經檢察官

起訴，隨後達成和解條件為其終極目標。MMC 同意提撥八億五千萬美元成立基金，作為

補償投保客戶之損失，而檢察官同步撤銷訟案，堪足肯定美國檢察官實施偵查權之積極態

度。 

國內亦設置類似消費者權利保護之機制，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消

                                                                                                                                                      
網站，MMC 於 October 14,2004.遭起訴。為最終瀏覽日：2005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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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等，然而該等機關之組織規模，僅止

於監督與管理體系，迥異於美國投資保護局之組織架構，由於美國與國內機關功能之顯著

差異，所發揮之效益當然不盡相同。筆者認為持有保險商品之消費者或投資大眾，應重視

自己之權利，切莫使權利睡著！ 

（二）保險經紀人之報酬制度 

保險經紀人代消費者向保險公司購買商品，簽訂保險契約，亦即商品成交後，其得向

該保險公司收取一定比例之佣金（保險法第九條）55，而投保客戶並不必支給保險經紀人

任何佣金。反觀美國 MMC 案例，其經紀人公司可直接向投保客戶收取報酬，另尚可因業

績數量與價值，向保險公司收取隨業績量之利益佣金。顯而易見，就保險經紀人收取佣金

對象言之，國內與美國之規範與慣例有所不同，此亦顯現美國保險經紀人所扮演之仲介地

位，更具舉足輕重之行情，致該行業於市場更具競爭力。 

探究企業競爭力之觀點，保險公司因保險經紀人業績佳，另行獎賞利益佣金（Profit 

Commission）乙情，整體性須視各個保險經紀人所招攬之保險業務與理賠損失率高低而

定，若理賠損失率低，給付之利益佣金較多，若理賠損失率高，則降低給付之利益佣金。

據此標準，保險經紀人因為業績良好，獲得保險公司給付之利益佣金部分，亦可視為保險

                                                      
55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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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經營策略。史匹哲稱 MMC 該行為構成不當利得，認定應回歸投保客戶。筆者認為單

純就保險公司給付保險仲介人利益佣金部分，亦不宜貿然認定絕對屬非法行為，宜窺視個

案真相，衡諸法、理、情全貌，再行定奪，以為正當。 

（三）國際保險經紀人之優勢 

個人或企業購買保險商品，主要為分散風險之機制，而保險人所承擔之風險亦須安排

轉嫁，以確保自己與投保人之權益。國內人壽保險業與銀行業之相容度甚高，因此人壽保

險業，常適用銀行業諸多避險商品分散風險；產物保險業承保之風險日益傾向高危險群，

如電子業、巨災、公共危險等，基此危險因子大而且集中，擬於國內尋求再保險市場誠屬

不容易，而最便捷之措施，即委請國際保險經紀人代為安排再保險，由於產物保險業安排

再保險，具有高難度之複雜性，因而對於國際再保險公司施予高度倚重。MMC 亦為頗富

盛名之國際再保險公司，掌握諸多再保險資訊（涵蓋市場價格） 與技術之優勢，國內產

險公司、再保險公司甚難與之較量。本案例適足警訊國人，籲請國內產險業應努力開發多

元化之避險機制，以提昇分散風險之能力。 

（四）保險市場之交易秩序與紀律 

有關MMC 與 AIG、ACE、Hartfort 等保險仲介公司甚至其他人為勾結，提供虛假、

非競爭性投標或其他銷售條件與投保客戶，達到自己獲利之目的，因此損及客戶之陰謀行



 
302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為。MMC 諸此虛假投標及圍標情事，經檢察官認定為不當操縱投標，構成民事及刑事責

任。該部分惡行若屬實，援用國內公平法之相關規範，同樣不宜縱容。MMC 若於國內市

場進行交易行為，其既得代保險需求者購買保險商品，亦得代保險人尋求再保險市場。一

般性之保險經紀人公司，若持有雙重代理定位，可享有豐厚利潤之內情，並不易為外界知

悉，遑論及 MMC 之更大獲利能量！通常保險經紀人公司為取信於投保客戶，其表現外

者，告知保險人僅支付其微薄佣金，使不明實情者，錯將保險費削價之矛頭指向保險人，

導致國內產險業為拼業務績效，不惜血本之犧牲而爭取業務。諸此競爭樣態，不僅圍綁標

之不正行為，破壞保險市場之精算價格，明顯阻礙公平競爭，而且整體之居間行為亦摒棄

市場應有秩序與紀律。 

保險經紀人代投保客戶購買之保險商品，保險人囿於業績因素，迫使所簽立之保險契

約，貶低精算保險費之原則。保險人擬轉嫁風險於再保險市場，經常出現不能兌現原承諾

投保客戶之某些條款，而必須另行批註除外條款。保險人先前承諾投保客戶之部分條件，

為顧全商譽，唯獨自行吸收該等風險，此構成保險人之自留業務。保險人類此自留之業務，

多數潛藏不利之風險，當然容易產生諸多弊端，亦嚴重影響保險市場秩序與紀律之維護，

而且還衝擊國家經濟秩序。保險市場價格機制失靈，不能取信於消費者，極端不利於保險

事業之發展。籲請保險從業者宜慎思，而共同為提昇保險市場之紀律而努力。 

陸、結論與建議 

保險市場之完整體系由保險人、投保人與保險仲介人三方建構而成，如今保險仲介人

已成為保險市場之重要機制，各自具有專業與功能，但互為生命共同體。保險仲介人於保

險市場分別扮演不同之角色，各憑專業規劃競爭機制，形成保險市場不可或缺之主體。保

險市場日益由直銷模式，走入通路銷售體系。保險公司之組織架構日益傾向國外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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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體系之機制，由保險人專責經營商品之精算、核保及研發等業務。有關保險商品

之銷售管道，委由保險仲介人行銷網。保險商品之多樣化、專業屬性，愈嫻熟專業智能與

仲介技巧者，愈能取得市場之主宰權。保險仲介公司數量持續增加，促使該行業必須接受

市場競爭力之挑戰。保險商品之交易行為，依循市場正規之競爭機能，既可提昇商品品質，

亦可滿足社會大眾之需求性。日前由於保險業成長量與市場供需量顯著失調，保險市場出

現惡性競爭局面，驟增保險市場脫軌之銷售行為。保險仲介人行使居間行為，違反公平競

爭規範之情事不絕於耳，不僅喪失保險市場之紀律，而且造成保險經營形象之陰霾。 

保險商品係提供社會大眾生命財產安全之無形保障，因此衍生售後服務之機制。保險

仲介人銷售商品之通路體系，亦必須延伸該項服務機制，故該行業之運轉或銷售通路，必

須面臨多方之挑戰。保險仲介者代理市場供需方，受託處理相關業務，其基本宗旨宜堅守

崗位，克服居間交易之障礙，圓滿達成受託之任務。為迎接跨國企業之時代，筆者殷切期

盼保險仲介人，縱橫市場履行居間交易行為，欲求永續經營宗旨，務必謹守綱紀，體現最

大誠信契約之經營理念，契合公平交易之準繩，建立保險經營環境之國際商譽。鑒於提昇

國際競爭力，確保保險市場之公平競爭秩序，本研究聊表如下之建言： 

一、保險仲介人履行居間交易應謹守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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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市場開放競爭，孕育保險仲介行業之興盛期，監理機關保險局明示應大力培育、

扶持、引導及規範保險仲介業之發展，以接軌國際保險市場，完備國內保障社會大眾生命

財產安全之體系，並提昇保險市場之品質。欲實現該目標，從事保險仲介業者，執行企業

活動應相互約束，謹守法規、誠信、專業、盡責、商誼、公平競爭等相關之自律規範。按

自律標竿雖可形諸文字，作成行為準繩，而欲求落實，宜宣導保險仲介人發自內心，履行

居間行為應崇尚職業道德，時刻表露專業操守（Professional Conduct）之風範。保險市場

之整體競爭性，應力求經濟體制之公平，且應尊重競爭對手，絕不予詆毀或貶低，亦不為

肆意之負面評價保險公司、其他保險仲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等。 

觀看美國保險仲介人需遵守之自律性守則包括：全國人壽保險協會職業道德守則、美

國特許人壽保險經銷商（CIU）、特許金融顧問協會（CHFC）職業道德守則，以及百萬美

元圓桌會的職業道德守則等56。國內得以此借鑒，政府對於保險仲介行業應加強職業倫理

教育，宣導行業自律，砥礪該行業秉持專業技能與服務品質展開市場競爭，絕不假手行政

力量或其他非正當手段營業，更不應向客戶承諾不正當之經濟利益，或為變相之居間交易

行為。攸關經營利潤、保戶權益、市場秩序之維護等事項，保險仲介人應兼顧合法性與職

業道德之自律。展望保險仲介業，取信社會大眾為其首要經營策略，此亦為接軌國際企業

                                                      
56

 參閱美國保險仲介制度概況，瀏覽 http://americamember.org/usavip/insurance/agency.htm

網站，最終瀏覽日：2005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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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法門。保險仲介業自律規範之成效，則須仰賴產物或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鞭策該

行業宣導職業道德，而相關之主管機關，亦應妥善發揮行政制裁權。 

二、保障投資人權利之機制應明確化 

目前保險業經營之主管機關保險局，維護市場公平交易秩序之主管機關為公平會，消

費者權利保護之主管機關為消保會。有關保險契約當事人權利之保障事宜，從保險契約之

立場，受害人可向保險局申訴；從消費者之立場，受害人可向消保會申訴；從保險市場公

平交易之立場，受害人亦可向公平會申訴。據此，保險契約當事人之外形面似乎蒙受諸多

保護傘庇蔭，而實質面卻造成多重機關，發生落實管理之無力感。尤其消保會與公平會，

兩者之組織體制甚具重疊功能，對於市場供需與雙方權益之保障，由於職掌混淆難以彰顯

保障消費者之績效。筆者認為政府得考量合併該兩機關，冀事權統一之功效。另企盼國內

行政、司法機關等，效法美國投資保護局辦理 MMC 違法案之精神，本乎服務社稷之信念，

使相關機制能確實發揮保障投資人之權利。政府並應責由主管機關弘揚公平交易之道德

觀，扭轉市場不正當競爭之陋習，建立市場機能價格之可信度，同時嚴懲違法或脫法行為

者。值此喚醒投資者應重視自己權利之維繫，並應積極參與執行所擁有之權力。 

三、強化保險仲介人之監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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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之保險仲介制度，美國具有較強之代表性，其主要規範為各州之保險法律，或附

著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自律性規則與保險仲介之合同等。美國採取政府管理與行業自律相

結合之保險仲介制度，屬於雙重管理機制。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相互配合實施之保險

仲介制度，非常協調而且順暢，州政府保險監督官負責對仲介人之行為實施具體控管，而

全國保險專員協會則負責資訊溝通及政策協調，另配合以行業自律規範，以較溫和之手段

管理保險仲介人，且共同保證仲介制度運行之高度效率。儘管各州仲介制度約束性之規則

不盡相同，但一般從註冊登記、資格保證、業務知識培訓、職業道德培育、銷售行為及客

戶保護等皆付諸嚴格規定，強制保險仲介人遵守57。 

環顧目前國內保險監理機關－保險局，所監理之對象侷限於保險公司。展望未來之保

險市場，保險仲介人頗具領銜空間。有關保險仲介人之管理規範，因應時空環境，有關保

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等管理規則，本年皆作大幅度修訂。修訂後之法規，賦予保險

仲介人履行居間業務，更具健全之管理機制，以保障投保客戶之權益。保險仲介人之優劣

品質，關係保險市場之形象，筆者深感未來保險局之監理範圍，得延伸及保險仲介人。有

關市場交易機能之適法性與公平性，體察徒法不足以自行，冀社會有智之士戮力宣揚古聖

先賢明訓，而道之以正，齊之以禮，使有恥且格。為鞏固保險市場之公平交易，各職所司

                                                      
5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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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管機關，宜強化職業道德之監理，導正保險仲介業重視職業倫理與市場機能之秩序。

籲請保險市場之公司治理，應訂定自律機制，並督促所屬務實執行，而保險從業者應同心

協力，型塑保險市場之商譽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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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ry supplies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It enlarges the scale and scope of insurance brokerage business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surance market. In such an environment that business has been meeting very serious 

competition, we are witnessing many crises with regard to legality, equality and market order, etc. 

occurring in the intermediate transaction; therefore, those problems are worth considering and 

discussing.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above phenomena. It addresses the features 

and legal characters in respect of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worth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trade proceedings are just, the relative legal problems also to be explored. 

Next the authors take the example of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a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broker corporation that got involved in manipulating prices to damage insurance 

market. It is suggested in the final section that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should hold the moral 

standard in step with law; the relative organizations must protect the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force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te regulatory system. 

 

Keywords: Insurance Intermediary, Brokerage Activity,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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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林主任建智（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這個題目在保險界是有相當爭議性，作者對於這個問題做了透徹的分析，開門見山，

我就把我的想法與作者及來賓做分享。第一，這個題目在界定上，是談保險仲介人的居間

行為，從作者剛剛報告提到，說仲介人裡面有「代理人」、「經紀人」、「業務員」，那居間

是報告訂約的機會，但如果跟保險從業人員有接觸的話，就會發現不只是報告訂約機會而

已，尤其是經紀人，另外還有提供訂約上的專業服務，包括規劃及設計，所以在題目上，

因為範圍比較大，就把居間擴展到代理人、經紀人、業務員之業務。 

第二，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一直講居間，可是保險法裡沒有清楚界定，所以文章在

一開始應該做清楚的界定。再來，是一個比較失誤的問題，我建議作者可以再發揮，文章

中提到這個例子，因為跟國內不一樣，曾經在金管會調查，他認為在國外有發生，因為違

反到客戶利益，有綁標的情形讓客戶受害，但是國內並不是那樣，國內比較像是三明治式

的夾殺行為，通常會有人跑去跟客戶說，你去年的保費是一千萬，那你把業務給我，我幫

你殺到八百萬，並且幫你找好保險公司，但是其實他沒有，而是先去跟國外再保公司談好，

那再保公司說百分之五十是再保費，依照去年水準必須拿五百萬保險費到再保公司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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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五百萬由保險公司自留，這是去年的標準，今年呢，前端一砍後是八百萬，但是再保

公司仍然要維持去年水準拿五百萬，好，那沒關係，就找一家保險公司，也就是那一塊三

明治的「肉」，多少錢？你只能拿三百，要不要隨你！國內的保險公司對於這種業務通常

會要，可是他們又會抱怨是不是違反公平交易。也就是說，你（經紀人）一定要我（保險

人）接受這個簽單業務，結果我簽單之後，又一定要由你來安排再保，這就是剛剛謝老師

提到的雙重居間。我的問題是，到底是雙重居間還是雙重代理，也就是說我拿到前端業務

時，同時告訴你，你的再保險公司必須由我來安排，在民法上，你前端代表被保險人，可

是在再保險交易上，又是代理保險公司，偏偏被保險人與保險公司的立場是對立的，因為

被保險人希望保費便宜，那公司希望保費高，兩個是衝突的，你怎麼能在同一事件中代理

雙方！衍伸出來是說，國內保險公司訂立自律規範，在公平會上也針對這個問題討論過，

那這些都是居間人操縱市場價格，導致保險公司間必須弄出一個規範，也就是對於價格不

要進行割喉競爭，但卻又陷入是否成為聯合行為的疑義，這個部分先到這裡。 

第三個，是關於保險代理人，消費者現在是有選擇的，假設我去汽車經銷商買車，我

說要保富邦的，那賣車經銷商絕對不會跟你說不行，因為如果他有指定的話，會構成搭售，

所以你可以隨便選一間，但事實上他跟每一家都有簽訂代理契約，問題在於如果今天消費

者自己選一間，說不要透過經銷商，最後經銷商還是取得佣金。換言之，實務上會雖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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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費者自己去買的，但無論如何，這部分佣金仍是算給汽車經銷商的，這個部分我認為

在公平交易上有疑義，作者可以進一步發揮。 

還有兩點，這邊常常用到消費者的字眼，事實上我在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擔任義工，什

麼叫消費？如果是大企業購買保險的行為叫不叫消費？我常常說這是不對的，因為他們購

買保險是為了風險管理及整個財務安全，不是像我們一樣，是做個人的居家及財產的防

護，所以消費這個字眼，絕對不能跟商業畫上等號，這是要注意的，文章中說要保護消費

者，事實上我認為這些人不是消費者。 

最後，仲介人是委託人所找的，所以要控管仲介人的人就是委託人，所以今天如果是

消費者委託他，他做的不好，消費者要予以控管，同樣的，如果是保險公司委託他，保險

公司要控管，事實上是可以回歸民法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說主管機關沒有管好，事實

上主管機關有在管，只不過主管機關會認為說有些東西是委託者自己要去控管的。 

至於內容部分，在寫作上面的格式，譬如 20 頁註 37 寫同註 40，那到了註 40 時，又

說同註 25，我想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同樣的在 20 頁的地方，寫道「國際經紀人，在

保險經紀人界……，壟斷市場」，我覺得這好像跳太快，就我的觀察，他們之所以比較能

掌握市場，是因為他們的服務項目比較多，如果沒有說明而直接說他是壟斷市場，好像過

於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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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提到綁標圍標問題。國內的 broker 競爭是很激烈的，所以不太可能是圍起來議

個價，通常是殺的天昏地暗的，殺價後的結果也把保險公司拖進來，保險公司的價格，在

產險市場上算是真的流血了，我從業界朋友及學生那邊聽到的，都是這樣子，所以我建議，

如果要寫圍標或綁標這樣的東西，要有具體引證比較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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