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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商世界通商世界通商世界通商保險保險保險保險經紀人經紀人經紀人經紀人（（（（WWW））））與與與與○○○○○○○○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有何不同有何不同有何不同有何不同？？？？    
    
    世界通商保險經紀人世界通商保險經紀人世界通商保險經紀人世界通商保險經紀人（（（（WWWWWWWWWWWW））））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    

法源法源法源法源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保險法第保險法第保險法第保險法第 9999 條條條條本法所稱本法所稱本法所稱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

人人人人』，』，』，』，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被保被保被保被保

險人險人險人險人與與與與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簽訂委任授權合簽訂委任授權合簽訂委任授權合簽訂委任授權合

約約約約），），），），代代代代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提

供相關服務之人供相關服務之人供相關服務之人供相關服務之人。。。。    

保險法第保險法第保險法第保險法第 8888 條條條條本法所稱本法所稱本法所稱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保險代理保險代理保險代理

人人人人』，』，』，』，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保保保保

險險險險公司與公司與公司與公司與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簽訂簽訂簽訂簽訂））））代理保險代理保險代理保險代理保險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經營業務之人經營業務之人經營業務之人經營業務之人。。。。    

法理法理法理法理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是代表是代表是代表是代表『『『『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

一方一方一方一方，，，，為為為為保戶保戶保戶保戶的保險顧問的保險顧問的保險顧問的保險顧問，，，，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

人人人人的責任就是的責任就是的責任就是的責任就是保戶保戶保戶保戶的最大利益的最大利益的最大利益的最大利益，，，，在在在在法法法法

理上理上理上理上與律師相同與律師相同與律師相同與律師相同，，，，與與與與保戶保戶保戶保戶立場一致立場一致立場一致立場一致。。。。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是代表是代表是代表是代表『『『『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

一方一方一方一方，，，，非非非非保戶保戶保戶保戶的保險顧問的保險顧問的保險顧問的保險顧問，，，，保戶保戶保戶保戶利益利益利益利益

與與與與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無關無關無關無關，，，，與與與與保戶保戶保戶保戶立場相立場相立場相立場相

反反反反。。。。    

獨立獨立獨立獨立

性性性性差差差差

異異異異    

WWWWWWWWWWWW 為為為為獨立獨立獨立獨立作作作作業業業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附屬於保險公附屬於保險公附屬於保險公附屬於保險公

司底下司底下司底下司底下，，，，是是是是代表貴公司代表貴公司代表貴公司代表貴公司與保險公司洽與保險公司洽與保險公司洽與保險公司洽

訂保險契約或提供訂保險契約或提供訂保險契約或提供訂保險契約或提供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相關服相關服相關服相關服

務務務務，，，，並不受僱於任何一家保險公司並不受僱於任何一家保險公司並不受僱於任何一家保險公司並不受僱於任何一家保險公司，，，，

與與與與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地位平行地位平行地位平行地位平行，，，，規模大規模大規模大規模大。。。。    

    

    

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    

甲方甲方甲方甲方：：：：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世通世通世通世通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    

乙方乙方乙方乙方：：：：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    

※※※※貴公司與貴公司與貴公司與貴公司與 WWWWWWWWWWWW 立場立場立場立場一致一致一致一致    

保險代理人附屬於保險公司旗下保險代理人附屬於保險公司旗下保險代理人附屬於保險公司旗下保險代理人附屬於保險公司旗下，，，，所所所所

以與其它保險公司員工相同以與其它保險公司員工相同以與其它保險公司員工相同以與其它保險公司員工相同，，，，是支領是支領是支領是支領

保險公司的員工薪水保險公司的員工薪水保險公司的員工薪水保險公司的員工薪水，，，，只是只是只是只是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

基於人事基於人事基於人事基於人事、、、、稅務考量在外另成立代銷稅務考量在外另成立代銷稅務考量在外另成立代銷稅務考量在外另成立代銷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金管會規金管會規金管會規金管會規定將來定將來定將來定將來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辦辦辦辦

公皆須在特定公皆須在特定公皆須在特定公皆須在特定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營業處所營業處所營業處所營業處所

內內內內，，，，規模小規模小規模小規模小。。。。    

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保險合約二造當事人    

甲方甲方甲方甲方：：：：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    

乙方乙方乙方乙方：：：：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    

※※※※貴公司與貴公司與貴公司與貴公司與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立場立場立場立場對立對立對立對立    

立場立場立場立場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WWWWWWWWWWWW 依民法依民法依民法依民法、、、、保險法與貴公司間係委保險法與貴公司間係委保險法與貴公司間係委保險法與貴公司間係委

任代理關係任代理關係任代理關係任代理關係，，，，基於基於基於基於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的立場與需的立場與需的立場與需的立場與需

求求求求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業務業務業務業務，，，，WWWWWWWWWWWW 和保險公司基於法和保險公司基於法和保險公司基於法和保險公司基於法

律和契約的律和契約的律和契約的律和契約的平等平等平等平等立場立場立場立場下下下下，，，，不受保險公不受保險公不受保險公不受保險公

司之司之司之司之牽牽牽牽制制制制，，，，因此能為因此能為因此能為因此能為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盡最大的盡最大的盡最大的盡最大的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如如如如 WWWWWWWWWWWW 未盡貴公司最大利益未盡貴公司最大利益未盡貴公司最大利益未盡貴公司最大利益，，，，

依法有背信及侵權責任依法有背信及侵權責任依法有背信及侵權責任依法有背信及侵權責任。。。。金管會規定金管會規定金管會規定金管會規定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保戶保戶保戶保戶爭取最好條件及最大理賠爭取最好條件及最大理賠爭取最好條件及最大理賠爭取最好條件及最大理賠

是是是是 WWWWWWWWWWWW 主要責任之一主要責任之一主要責任之一主要責任之一。。。。    

保險代理人受保險公司之保險代理人受保險公司之保險代理人受保險公司之保險代理人受保險公司之牽牽牽牽制制制制，，，，保戶保戶保戶保戶

的利益非的利益非的利益非的利益非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的責任，，，，只只只只要能要能要能要能

賣出特定賣出特定賣出特定賣出特定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的保單的保單的保單的保單，，，，任務即完任務即完任務即完任務即完

成成成成，，，，類似民法居間關係類似民法居間關係類似民法居間關係類似民法居間關係。。。。如如如如保險代理保險代理保險代理保險代理

人人人人未注意到未注意到未注意到未注意到保戶保戶保戶保戶利益利益利益利益，，，，並無背信及侵並無背信及侵並無背信及侵並無背信及侵

權責任權責任權責任權責任，，，，因為所有保險法律關係是存因為所有保險法律關係是存因為所有保險法律關係是存因為所有保險法律關係是存

在在在在保戶保戶保戶保戶與與與與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間間間間，，，，如發生理賠如發生理賠如發生理賠如發生理賠，，，，

保戶保戶保戶保戶必須自己與必須自己與必須自己與必須自己與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爭取爭取爭取爭取，，，，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與與與與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簽訂之簽訂之簽訂之簽訂之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契約或授權書契約或授權書契約或授權書契約或授權書，，，，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無權介無權介無權介無權介

入入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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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理賠理賠理賠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WWWWWWWWWWWW 以公正與專業免費爭取以公正與專業免費爭取以公正與專業免費爭取以公正與專業免費爭取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最最最最

大權益大權益大權益大權益，，，，WWWWWWWWWWWW 人人人人依法依法依法依法有絕對的立場代有絕對的立場代有絕對的立場代有絕對的立場代

表表表表貴公司向保發中心貴公司向保發中心貴公司向保發中心貴公司向保發中心、、、、金管會保險局金管會保險局金管會保險局金管會保險局

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甚至在必要甚至在必要甚至在必要甚至在必要

時時時時，，，，依法得依法得依法得依法得代表代表代表代表貴公司直接貴公司直接貴公司直接貴公司直接出庭申出庭申出庭申出庭申

辯辯辯辯。。。。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因是因是因是因是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特定範圍特定範圍特定範圍特定範圍

業務的代理人業務的代理人業務的代理人業務的代理人，，，，銷售特定保單並無銷售特定保單並無銷售特定保單並無銷售特定保單並無立立立立

場代表場代表場代表場代表保保保保戶戶戶戶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提出不合理理賠申訴，，，，如如如如

發生保險糾紛發生保險糾紛發生保險糾紛發生保險糾紛，，，，保保保保戶戶戶戶須直接與須直接與須直接與須直接與保險公保險公保險公保險公

司司司司主張主張主張主張，，，，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形同不存在形同不存在形同不存在形同不存在。。。。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WWWWWWWWWWWW 在法律在法律在法律在法律、、、、財務財務財務財務、、、、風管風管風管風管、、、、損防能力損防能力損防能力損防能力

領先保險同業領先保險同業領先保險同業領先保險同業，，，，因為將來發生理賠時因為將來發生理賠時因為將來發生理賠時因為將來發生理賠時

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要負責主張要負責主張要負責主張要負責主張，，，，因此在議約因此在議約因此在議約因此在議約

前必須先布局站在有利地位前必須先布局站在有利地位前必須先布局站在有利地位前必須先布局站在有利地位，，，，俗語說俗語說俗語說俗語說

下棋時如開始布局不好下棋時如開始布局不好下棋時如開始布局不好下棋時如開始布局不好，，，，就是已經輸就是已經輸就是已經輸就是已經輸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因是因是因是因是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特定範圍特定範圍特定範圍特定範圍

業務的代理人業務的代理人業務的代理人業務的代理人，，，，一般都是銷售較簡易一般都是銷售較簡易一般都是銷售較簡易一般都是銷售較簡易

大眾化業務大眾化業務大眾化業務大眾化業務，，，，缺乏複雜企業體規劃能缺乏複雜企業體規劃能缺乏複雜企業體規劃能缺乏複雜企業體規劃能

力力力力，，，，透過透過透過透過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在法律上就是直在法律上就是直在法律上就是直在法律上就是直

接向接向接向接向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投保投保投保投保。。。。    

實務實務實務實務

上運上運上運上運

作作作作    

WWWWWWWWWWWW 依法不得與任何金融保險公司有依法不得與任何金融保險公司有依法不得與任何金融保險公司有依法不得與任何金融保險公司有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如不迴避金管會將直接撤銷執如不迴避金管會將直接撤銷執如不迴避金管會將直接撤銷執如不迴避金管會將直接撤銷執

業證書業證書業證書業證書。。。。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貴貴貴貴公司委任的律師可以與對造公司委任的律師可以與對造公司委任的律師可以與對造公司委任的律師可以與對造

當事人唱歌喝酒嗎當事人唱歌喝酒嗎當事人唱歌喝酒嗎當事人唱歌喝酒嗎？？？？    

AAAAAAAA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BBBBBBBB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CCCCCCCC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等幾十家等幾十家等幾十家等幾十家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

都是銷售自家金融保險公司產品都是銷售自家金融保險公司產品都是銷售自家金融保險公司產品都是銷售自家金融保險公司產品，，，，彼彼彼彼

此密切關係不被禁止此密切關係不被禁止此密切關係不被禁止此密切關係不被禁止。。。。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保戶的權益在那兒保戶的權益在那兒保戶的權益在那兒保戶的權益在那兒？？？？    

忠誠忠誠忠誠忠誠

度度度度差差差差

異異異異    

WWWWWWWWWWWW 在受委任範圍內之行為在受委任範圍內之行為在受委任範圍內之行為在受委任範圍內之行為，，，，都會出都會出都會出都會出

具法律意見書對將來擬定之保險契具法律意見書對將來擬定之保險契具法律意見書對將來擬定之保險契具法律意見書對將來擬定之保險契

約提供妥適依據約提供妥適依據約提供妥適依據約提供妥適依據，，，，依法對貴公司負依法對貴公司負依法對貴公司負依法對貴公司負

責責責責；；；；法律意見書是專業法律意見書是專業法律意見書是專業法律意見書是專業、、、、忠誠忠誠忠誠忠誠、、、、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的唯一方法的唯一方法的唯一方法的唯一方法。。。。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影視明星有無經紀人影視明星有無經紀人影視明星有無經紀人影視明星有無經紀人？？？？職業運職業運職業運職業運

動員有無經紀人動員有無經紀人動員有無經紀人動員有無經紀人？？？？…………因為經紀人最因為經紀人最因為經紀人最因為經紀人最

了解狀況了解狀況了解狀況了解狀況、、、、在圈內最專業在圈內最專業在圈內最專業在圈內最專業、、、、如同保母如同保母如同保母如同保母

最有能力處理最有能力處理最有能力處理最有能力處理、、、、最有力量爭取最大利最有力量爭取最大利最有力量爭取最大利最有力量爭取最大利

益益益益。。。。影視明星影視明星影視明星影視明星、、、、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貴公司

只要專心本只要專心本只要專心本只要專心本業業業業，，，，其他專業事項交給專其他專業事項交給專其他專業事項交給專其他專業事項交給專

家來處理家來處理家來處理家來處理。。。。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有聽過影視明星有聽過影視明星有聽過影視明星有聽過影視明星、、、、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

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代理人嗎嗎嗎嗎？？？？當然沒有當然沒有當然沒有當然沒有，，，，因為那是對造因為那是對造因為那是對造因為那是對造

當事人電影公司當事人電影公司當事人電影公司當事人電影公司、、、、球團球團球團球團…………等等等等！！！！    

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不會對保戶出具法律意不會對保戶出具法律意不會對保戶出具法律意不會對保戶出具法律意

見書見書見書見書，，，，因為與保戶無忠誠問題因為與保戶無忠誠問題因為與保戶無忠誠問題因為與保戶無忠誠問題，，，，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是代表保險公司是代表保險公司是代表保險公司是代表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亦禁止保險公司亦禁止保險公司亦禁止保險公司亦禁止保保保保

險代理人險代理人險代理人險代理人出具法律意見書出具法律意見書出具法律意見書出具法律意見書，，，，理賠發生理賠發生理賠發生理賠發生

時保戶要自己找求償依據時保戶要自己找求償依據時保戶要自己找求償依據時保戶要自己找求償依據，，，，因為他們因為他們因為他們因為他們

會沉默不語會沉默不語會沉默不語會沉默不語。。。。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除了除了除了除了 WWWWWWWWWWWW 外外外外，，，，貴公司有收到其貴公司有收到其貴公司有收到其貴公司有收到其

他他他他保險代理人經紀人保險代理人經紀人保險代理人經紀人保險代理人經紀人提供的意見書提供的意見書提供的意見書提供的意見書

並解釋嗎並解釋嗎並解釋嗎並解釋嗎？？？？因為書面文字代表因為書面文字代表因為書面文字代表因為書面文字代表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代理人經紀人代理人經紀人代理人經紀人代理人經紀人的水準與專業的水準與專業的水準與專業的水準與專業，，，，要負法要負法要負法要負法

律責任律責任律責任律責任！！！！投保前沒有書面解釋投保前沒有書面解釋投保前沒有書面解釋投保前沒有書面解釋，，，，保單保單保單保單

錯誤的機率非常高錯誤的機率非常高錯誤的機率非常高錯誤的機率非常高。。。。因為其他因為其他因為其他因為其他保險代保險代保險代保險代

理人經紀人理人經紀人理人經紀人理人經紀人可以將自己過失可以將自己過失可以將自己過失可以將自己過失責任推責任推責任推責任推

給給給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再依保單白紙再依保單白紙再依保單白紙再依保單白紙

黑字拒賠或少賠黑字拒賠或少賠黑字拒賠或少賠黑字拒賠或少賠。。。。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實務實務實務實務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國內外所有法人國內外所有法人國內外所有法人國內外所有法人、、、、企業體企業體企業體企業體、、、、公司行號公司行號公司行號公司行號

保險因複雜皆委任保險因複雜皆委任保險因複雜皆委任保險因複雜皆委任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簡易大眾化業務如個人自小客簡易大眾化業務如個人自小客簡易大眾化業務如個人自小客簡易大眾化業務如個人自小客、、、、房貸房貸房貸房貸

火險才找火險才找火險才找火險才找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網路上及路上網路上及路上網路上及路上網路上及路上

廣告皆屬之廣告皆屬之廣告皆屬之廣告皆屬之。。。。因屬於簡單套裝小額因屬於簡單套裝小額因屬於簡單套裝小額因屬於簡單套裝小額，，，，

保險公司多委外來銷售保險公司多委外來銷售保險公司多委外來銷售保險公司多委外來銷售，，，，節省成本節省成本節省成本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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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WWWWWWWWWWWW 目前為國內最權威的目前為國內最權威的目前為國內最權威的目前為國內最權威的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

人人人人，『，『，『，『全部險種全部險種全部險種全部險種』』』』之相關執證照備齊之相關執證照備齊之相關執證照備齊之相關執證照備齊，，，，

領先所有領先所有領先所有領先所有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保險經保險經保險經保險經

紀人紀人紀人紀人，，，，提供保戶最大保障提供保戶最大保障提供保戶最大保障提供保戶最大保障。。。。參閱前述參閱前述參閱前述參閱前述

【【【【註註註註】。】。】。】。    

金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金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金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金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擁有各擁有各擁有各擁有各

險別險別險別險別保單簽署資格即有權代表保險保單簽署資格即有權代表保險保單簽署資格即有權代表保險保單簽署資格即有權代表保險

公司簽署保單或決定理賠金額公司簽署保單或決定理賠金額公司簽署保單或決定理賠金額公司簽署保單或決定理賠金額，，，，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公司須尊重公司須尊重公司須尊重公司須尊重 WWWWWWWWWWWW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立即回應立即回應立即回應立即回應。。。。    

目前國內目前國內目前國內目前國內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公司及其他公司及其他公司及其他公司及其他保保保保

險經紀人險經紀人險經紀人險經紀人公司大多負責人與保單簽公司大多負責人與保單簽公司大多負責人與保單簽公司大多負責人與保單簽

署人署人署人署人、、、、執業證書人不同執業證書人不同執業證書人不同執業證書人不同，，，，權責分離權責分離權責分離權責分離，，，，

無法負完全責任無法負完全責任無法負完全責任無法負完全責任，，，，此外大多不具體金此外大多不具體金此外大多不具體金此外大多不具體金

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管會要求相關執證照資格，，，，頂多只擁頂多只擁頂多只擁頂多只擁

有一有一有一有一、、、、二項而已二項而已二項而已二項而已，，，，專業能力並無獲得專業能力並無獲得專業能力並無獲得專業能力並無獲得

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試問試問試問試問：：：：我們生病時會不會找專科醫生我們生病時會不會找專科醫生我們生病時會不會找專科醫生我們生病時會不會找專科醫生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專科醫生需不需要專業認證專科醫生需不需要專業認證專科醫生需不需要專業認證專科醫生需不需要專業認證

與專業證照與專業證照與專業證照與專業證照？？？？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化化化化處處處處

理理理理能能能能

力力力力不不不不

同同同同    

跨國跨國跨國跨國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WWWWWWWWWWWW 屬於屬於屬於屬於 C&C GROUPC&C GROUPC&C GROUPC&C GROUP 美國國際通商集美國國際通商集美國國際通商集美國國際通商集

團關係企業團關係企業團關係企業團關係企業，，，，為跨國性風險管理集為跨國性風險管理集為跨國性風險管理集為跨國性風險管理集

團團團團。。。。C&C GROUPC&C GROUPC&C GROUPC&C GROUP 在北美地在北美地在北美地在北美地區的關係企區的關係企區的關係企區的關係企

業業業業DP Insurance Agency IncDP Insurance Agency IncDP Insurance Agency IncDP Insurance Agency Inc、、、、Formosa Formosa Formosa Formosa 

Insurance Service IncInsurance Service IncInsurance Service IncInsurance Service Inc、、、、C&C C&C C&C C&C RiskRiskRiskRisk    

Consultant IncConsultant IncConsultant IncConsultant Inc擁有數百位保險經紀擁有數百位保險經紀擁有數百位保險經紀擁有數百位保險經紀

人人人人、、、、風險管理專家風險管理專家風險管理專家風險管理專家、、、、損害防阻人員損害防阻人員損害防阻人員損害防阻人員、、、、

保險公證人保險公證人保險公證人保險公證人、、、、保險理賠人員及保險理賠人員及保險理賠人員及保險理賠人員及法律相法律相法律相法律相

關事務諮詢人員關事務諮詢人員關事務諮詢人員關事務諮詢人員，，，，可直接處理美加地可直接處理美加地可直接處理美加地可直接處理美加地

區保險區保險區保險區保險、、、、理賠及相關法律事務理賠及相關法律事務理賠及相關法律事務理賠及相關法律事務。。。。    

目前國內目前國內目前國內目前國內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幾乎為國幾乎為國幾乎為國幾乎為國

內內內內 LocalLocalLocalLocal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對國際性保單或理賠對國際性保單或理賠對國際性保單或理賠對國際性保單或理賠

發生地在外國並無處理能力發生地在外國並無處理能力發生地在外國並無處理能力發生地在外國並無處理能力，，，，只能將只能將只能將只能將

國外客訴國外客訴國外客訴國外客訴、、、、消費者理賠糾紛消費者理賠糾紛消費者理賠糾紛消費者理賠糾紛、、、、保險爭保險爭保險爭保險爭

議議議議、、、、法律問題轉給保險公司處理法律問題轉給保險公司處理法律問題轉給保險公司處理法律問題轉給保險公司處理，，，，無無無無

法保障被保險人權利法保障被保險人權利法保障被保險人權利法保障被保險人權利。。。。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請您請您請您請您

點點點點閱閱閱閱

右列右列右列右列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 WWWWWWWWWWWW 處理風險及保險事務處理風險及保險事務處理風險及保險事務處理風險及保險事務    

    

    

 

C&C GROUPC&C GROUPC&C GROUPC&C GROUP    美國國際通商集團美國國際通商集團美國國際通商集團美國國際通商集團企業服務事業群企業服務事業群企業服務事業群企業服務事業群（（（（WWWWWWWWWWWW、、、、DP Insurance Agency IncDP Insurance Agency IncDP Insurance Agency IncDP Insurance Agency Inc、、、、

Formosa Insurance Service IncFormosa Insurance Service IncFormosa Insurance Service IncFormosa Insurance Service Inc、、、、C&C C&C C&C C&C RiskRiskRiskRisk Consultant Inc Consultant Inc Consultant Inc Consultant Inc））））具備所有風險管理具備所有風險管理具備所有風險管理具備所有風險管理

執證照執證照執證照執證照，，，，為為為為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目前認證最完整的目前認證最完整的目前認證最完整的目前認證最完整的跨國性跨國性跨國性跨國性保險保險保險保險及風險管理集團及風險管理集團及風險管理集團及風險管理集團。。。。C&C GROUPC&C GROUPC&C GROUPC&C GROUP    

為為為為台灣唯一對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風險管理及保險事務具有直接掌控能力的國際台灣唯一對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風險管理及保險事務具有直接掌控能力的國際台灣唯一對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風險管理及保險事務具有直接掌控能力的國際台灣唯一對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風險管理及保險事務具有直接掌控能力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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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風險管理機構性風險管理機構性風險管理機構性風險管理機構，，，，並在全世界包括大中華地區並在全世界包括大中華地區並在全世界包括大中華地區並在全世界包括大中華地區、、、、亞太地區及歐盟地區建立迅亞太地區及歐盟地區建立迅亞太地區及歐盟地區建立迅亞太地區及歐盟地區建立迅速處理速處理速處理速處理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在在在在國際性風險管理國際性風險管理國際性風險管理國際性風險管理、、、、企業保險規劃企業保險規劃企業保險規劃企業保險規劃、、、、損害防阻服務損害防阻服務損害防阻服務損害防阻服務、、、、法人公司治理法人公司治理法人公司治理法人公司治理、、、、跨國公跨國公跨國公跨國公

司董監事責任司董監事責任司董監事責任司董監事責任、、、、應收帳款呆帳應收帳款呆帳應收帳款呆帳應收帳款呆帳、、、、商業契約違約責任商業契約違約責任商業契約違約責任商業契約違約責任、、、、外銷產品瑕疵及產品回收責任外銷產品瑕疵及產品回收責任外銷產品瑕疵及產品回收責任外銷產品瑕疵及產品回收責任、、、、

運輸保險等運輸保險等運輸保險等運輸保險等，，，，已成為全世界唯一同時具有已成為全世界唯一同時具有已成為全世界唯一同時具有已成為全世界唯一同時具有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風險管理、、、、損害防阻損害防阻損害防阻損害防阻、、、、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經紀、、、、保險公保險公保險公保險公

證及法律訴訟支援的跨國證及法律訴訟支援的跨國證及法律訴訟支援的跨國證及法律訴訟支援的跨國性風險管理組織性風險管理組織性風險管理組織性風險管理組織，，，，客戶群多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客戶群多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客戶群多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客戶群多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遍及全遍及全遍及全遍及全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風險管理及保險風險管理及保險風險管理及保險風險管理及保險專業認證如下專業認證如下專業認證如下專業認證如下：：：：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AICPCUAICPCUAICPCUAICPCU 核保學會國際核保學會國際核保學會國際核保學會國際證照證照證照證照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執照執照執照執照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保險保險保險保險公證公證公證公證人人人人執照執照執照執照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核保理賠核保理賠核保理賠核保理賠人員人員人員人員證照證照證照證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紀人執照執照執照執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保險保險保險公估人執照公估人執照公估人執照公估人執照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國家專技考試保險經紀人特考榜首經紀人特考榜首經紀人特考榜首經紀人特考榜首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產物保險核保理賠專業考試榜首產物保險核保理賠專業考試榜首產物保險核保理賠專業考試榜首產物保險核保理賠專業考試榜首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保險經紀人國家執照保險經紀人國家執照保險經紀人國家執照保險經紀人國家執照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核保學會正式會員核保學會正式會員核保學會正式會員核保學會正式會員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產物保險核保專業證照產物保險核保專業證照產物保險核保專業證照產物保險核保專業證照    

責任及新種保險核保專業證照責任及新種保險核保專業證照責任及新種保險核保專業證照責任及新種保險核保專業證照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RECALL, E&O LIABILITY, D&O, AR…..）））） 

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核保專業證照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核保專業證照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核保專業證照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核保專業證照    

工程及機械保險核保專業證照工程及機械保險核保專業證照工程及機械保險核保專業證照工程及機械保險核保專業證照    

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核保專業證照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核保專業證照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核保專業證照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核保專業證照    

傷害保險核保專業證照傷害保險核保專業證照傷害保險核保專業證照傷害保險核保專業證照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理賠專業證照中華民國產物保險理賠專業證照中華民國產物保險理賠專業證照中華民國產物保險理賠專業證照    

責任及新種保險理賠專業證照責任及新種保險理賠專業證照責任及新種保險理賠專業證照責任及新種保險理賠專業證照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RECALL, E&O LIABILITY, D&O, AR…..）））） 

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理賠專業證照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理賠專業證照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理賠專業證照火災及營業中斷保險理賠專業證照    

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理賠專業證照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理賠專業證照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理賠專業證照貨物運輸及船舶保險理賠專業證照    

工程及機械保險理賠專業證照工程及機械保險理賠專業證照工程及機械保險理賠專業證照工程及機械保險理賠專業證照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正式會員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正式會員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正式會員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正式會員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師專業證照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師專業證照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師專業證照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師專業證照    

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國家專技考試保險公證公證公證公證人特考人特考人特考人特考    

律師事務所民商事訴訟代理人律師事務所民商事訴訟代理人律師事務所民商事訴訟代理人律師事務所民商事訴訟代理人    

倉儲物流宅配貨運航運業訴訟代理人倉儲物流宅配貨運航運業訴訟代理人倉儲物流宅配貨運航運業訴訟代理人倉儲物流宅配貨運航運業訴訟代理人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訴訟代理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訴訟代理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訴訟代理人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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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WWWWWWWW 顧問團隊具備財經法律顧問團隊具備財經法律顧問團隊具備財經法律顧問團隊具備財經法律、、、、涉外法律涉外法律涉外法律涉外法律、、、、中國法律中國法律中國法律中國法律、、、、英美法律英美法律英美法律英美法律、、、、國際財務金融國際財務金融國際財務金融國際財務金融、、、、損損損損

害防阻及大型企業法人風險管理等相關背景及專業知識害防阻及大型企業法人風險管理等相關背景及專業知識害防阻及大型企業法人風險管理等相關背景及專業知識害防阻及大型企業法人風險管理等相關背景及專業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