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繳存保證金及
投保相關保險辦法總說明
保險法修正條文業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經 總統公布施行，依保
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將現行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
僅需繳存保證金或投保責任保險擇一方式為之，修正為繳存保證金及投
保相關保險併行制，爰依同條第三項「繳存保證金、投保相關保險之最
低金額及實施方式，由主管機關考量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經營
業務與執行業務範圍及規模等因素定之。」之授權，訂定「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繳存保證金及投保相關保險辦法」
。
有鑑於近年來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下稱保險輔
助人）於保險市場上所扮演之角色日益重要，考量保險輔助人經營營業
範圍與規模之不同，對其應提存保證金或投保相關保險之最低金額，分
別課以不同規定。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繳存保證金及投保
相關保險辦法」共計十一條，其重點如下：
一、 明定保險輔助人須繳存保證金並投保相關保險，始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執業證照。(第二條)
二、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明定保證金繳存金額須依據保險輔助人之組織
型態及營業收入等因素加以計算。(第三條)
三、 明定繳存保證金之種類。(第四條)
四、 明定保險輔助人投保專業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自負額與續保規
定。(第五條)
五、 明定保險經紀人投保保證保險之保險金額、自負額與續保規定。(第
六條)
六、 明定保險輔助人每年新投保、續保或有變更專業責任保險及保證保
險之保險金額時，應向所屬公會報備，以確保投保相關保險資料之
正確性。(第七條)
七、 明定保險輔助人所屬公會應將各會員投保資料向主管機關申報，以
利核對。(第八條)
八、 明定保險輔助人未依據本辦法規定繳存保證金或投保相關保險，無
正當理由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業證照。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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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明定金融機構設有保險經紀人專部以及外國保險輔助人在中華民國
境內設立之分公司，繳存保證金與投保相關保險準用本辦法規定辦
理。(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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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繳存保證金及
投保相關保險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 二 條 保 險 代 理 人 ( 以 下 簡 稱 代 理 一、 我國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
人)、保險經紀人(以下簡稱經紀人)及
（下稱保險輔助人）於保險市場所
保險公證人(以下簡稱公證人)經許可
扮演之角色日益重要，考量保證金
後，應持繳存保證金及投保相關保險
和責任保險功能屬性不同，保險法
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執
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正後，已明定保
業證照。

險輔助人須繳存保證金與投保相關
保險，以強化對保障消費者權益之
保護。
二、 明定保險輔助人須繳存保證金並投
保相關保險，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執業證照。
三、 參考日本保險業法以及歐盟保險中
介人指令採支付保障與責任保險併
存制之立法體例。

第三條 以個人名義執行代理人、經紀 一、為加強保險輔助人之監理，並考量
人或公證人業務者，應繳存保證金新
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已將繳存保
臺幣十萬元。
證金和投保專業責任保險擇一方式
以公司型態經營代理人、經紀人
改為繳存保證金與投保相關保險併
或公證人業務者，前一年度營業收入
行制，實質上已加重保險輔助人之
達下列各款金額者，應於營業年度終
負擔，爰依據保險輔助人之組織型
了後六個月內依各該款規定繳存保證
態及營業收入等因素，明定保證金
金：
繳存金額。
一、 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應繳存 二、考量營業收入係參採行政院金融監
保證金新臺幣二十萬元。
督管理委員會監理年費檢查費計繳
二、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
標準及規費收取辦法第五條規定辦
者，應繳存保證金新臺幣四十萬
理，較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十四
元。
三、 新臺幣 一億元 以上 未 達五億元
者，應繳存保證金新臺幣二百萬

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十四條
及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十四條所
定最低實收資本額能依其營業狀況

元。
四、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者，應繳存保
證金新臺幣三百萬元。

反映保險輔助人之經營風險，併參
考日本立法例亦採保險契約仲介業
務所收之佣金、報酬、或其他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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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合計數為計算依據，明定保險
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及保
險公證人公司應依據營業收入金額
分級繳存保證金，以符合其實務經
營風險所需。
第四條 保證金之繳存，得以現金或中
央政府發行之無實體公債為之。

一、 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四項明定
保險輔助人保證金之種類與發還規
定準用保險業之規定。
二、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明定保險業
保證金之繳存方式，除經主管機關
核准得以公債或庫券代繳外，應以
現金為之，現金繳存之方式目前實
務上多以即期支票繳存。另為簡化
行政作業流程，爰明定保險輔助人
保證金之繳存亦得以中央政府無實
體公債為之。

第五條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應投 一、為增進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並依保
保專業責任保險，保險金額採單一總
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明定保
限額制，保險期間不得中斷。
險輔助人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投
前項專業責任保險，以個人型態
保方式與保險金額。
執 行代理人、經紀人或公證人業務 二、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項規
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百萬
定以經營業務與執行業務範圍等因
元；以公司型態經營代理人、經紀人
素，明定專業責任保險之保險金
或公證人業務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
額，另考量營業收入較資本額能反
新臺幣二百萬元。
映保險輔助人之經營風險，併參考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有下列
日本立法例，爰明定須依據營業收
情形之一者，應依前項規定金額之二
入金額分級投保。
倍投保專業責任保險：
三、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發揮責任保險
一、同時經營保險經紀人業務及再保
之功能，爰於第四項明定專業責任
險經紀業務。
保險之自負額上限。
二、代理人或經紀人同時申領人身及 四、參酌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十五
財產保險執業證照。
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三、公證人同時申領一般保險公證人
及海事保險公證人執業證照。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前一年
度營業收入達下列各款金額者，應依
各該款規定投保專業責任保險，不適
用前二項規定：

及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十五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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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達五億元
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
千萬元。
二、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者，保險金額
不得低於新臺幣二千萬元。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所投保
專業責任保險，其自負額不得超過保
險金額之百分之十。
第六條 經紀人應投保保證保險，保險 一、經紀人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
金額採單一總限額制，保險期間不得
保險契約，並受要保人之委託代繳
中斷。
保險費，其因受託代繳保險費而未
前項保證保險，以個人型態執行
履行與要保人間之契約所產生之賠
經紀人業務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
償責任，因非屬責任保險承保之範
臺幣一百萬元；以公司型態經營經紀
圍，爰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
人業務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定，明定經紀人應投保保證保險、
二百萬元。
投保方式、保險金額，以明確保障
經紀人前一年度營業收入達下列
消費者保費遭挪用或侵占之受損權
各款金額者，應依各該款規定投保保
益。
證保險：
二、考量保險費因各險種性質及年期規
一、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未達五億元
劃等因素而有不同，尚難以直接反
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六
映經紀人之真正規模，爰參照專業
百萬元。
責任保險之投保標準，並以營業收
二、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者，保險金額
入為提高保證保險投保金額之計算
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萬元。
標準。
經紀人所投保保證保險，其自負 三、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發揮保證保險
額不得超過保險金額之百分之十。
之功能，爰於第四項明定保證保險
之自負額上限。
第七條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於投 一、 明定保險輔助人投保專業責任保險
保 或續保 專業責任 保險 或保證保險
及保證保險者，每年新投保、續保
時，應向所屬公會報備；變更保險金
或有變更保險金額時，應向所屬公
額時，亦同。
會報備，以確保投保相關保險資料
之即時性。
二、 參酌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十五
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十五
條、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規定。
第八條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所屬 參考實務作業，明定保險輔助人所屬公
公會應將前條之投保情形向主管機關 會應將會員投保相關保險資料彙整後，
5

申報之。

向主管機關申報，以利主管機關查核。

第九條 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繳存 一、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規
保證金或投保相關保險未符合本辦法
定，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
規定，無正當理由者，得由主管機關
應繳存保證金及投保相關保險始得
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業證照。
經營或執行業務。
二、為實務運作所需，明定保險輔助人
如有應提繳之保證金、投保相關保
險之保險金額不足或中斷投保等未
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情事者，主管機
關得考量其情節輕重，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執業證照。
三、參酌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九
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四十
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三十七
條規定。
第十條 金融機構設有保險經紀人專部 一、明定金融機構設有保險經紀人專部
及外國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在中
以及外國保險輔助人在中華民國境
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準用本辦
內設立之分公司，其繳存保證金及
法規定繳存保證金與投保相關保險。
投保相關保險，準用本辦法規定。
二、參酌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四十六
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四十七
條、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四十四
條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定明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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