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保險行銷之方式 

第一節 概說 

隨著時代不斷演進，消費者意識高漲，保險行銷之方式，從傳統上「人

情導向」之銷售方式已逐漸轉型為「消費者需求取向」之行銷方式，

因此，保險業者意識到對於降低管銷成本、發掘潛在消費群、蒐集商

場情報、製作具吸引力廣告效果、追蹤消費者最新需求等行銷活動進

行，須擬定更完善規劃，才足以維持長期的競爭優勢。 

基此思考，保險業者也逐漸接受採用多元化之行銷方式，以求在同業

的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因此，保險行銷之方式，也由最初必須透

過保險業務員之傳統行銷方式，逐漸衍生出無須保險業務員經手之直

效行銷方式，諸如，DM行銷(Direct Mail)及電話直銷保險(DRI, Direct 

Response Insurance)， 另外，資訊技術日新月異，擴展快速已對保險

業者的經營流程帶來重大變革，而網際網路(Internet)與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 WWW)提供的即時網路資訊服務，已在保險業者與

消費者之間，提供了一個沒有時間與空間藩籬的網路交易環境，使用

者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線上交易、銷售活動，或取得產品與

服務內容說明、價格資訊等，提供買賣雙方進行產品交易的便利通

道，企業能在不增加成本情況下，建立新的銷售管道，因此，只要能

夠克服資源使用的安全及保密性，網路電子付款制度標準化及相關法

規同步配合修訂，利用網際網路大量銷售保險，將是可預見之事。 

本文將保險行銷之方式，以其行銷活動是否須透過保險業務員而為分

類，須透過保險業務員所為之行銷方式，稱為傳統行銷，未透過保險

業務員所為之行銷方式，稱為直效行銷，本章擬於以下介紹各種保險

行銷方式，並於第五章分析，在本章所提各種行銷方式，所需面臨之

各種法律風險。 

 

第二節 傳統行銷 

本文所稱之傳統行銷，所指乃保險人透過保險業務員，保險經紀人及

保險代理人等，對保險消費者從事保險契約招攬，而成立保險契約之



行銷方式，其銷售過程可分為保戶開拓→爭取面談→建立信任→發現

需要→建議→說明→促成→後續追蹤→遞送保單→售後服務→保戶

開拓，此一流程稱為銷售循環。 

 

而所謂保險招攬行為，依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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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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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係指左列之行為： 

一、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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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一般壽險契約之行銷態樣而言，通常保險業務員均會對保戶先提

出所謂保險建議書，保險建議書中，通常包含保險期間、保險事故種

類、保險契約部份條款、保險客體、保險金額、被保險人得請求之保

險給付以及保險費等，然後保險業務員再對其所建議之保險組合為進

一步之解說，保險消費者之一方僅能聆聽其解說或對其內容提出問題

而請求解答，對於該業務員所建議之保險組合中之保險費、保險條

款、保險事故範圍等，並無議價及協商之餘地，實務上，一般壽險行

銷之過程中，保險消費者通常皆未能先行收到保險條款並事先閱讀，

故其對該保險組合之所有了解皆來自於保險建議書之記載。 



第三節 直效行銷 

第一項 DM行銷 

在國外，保險公司以販賣機(vending machines)、廣告回函(direct mail)

或在機場或其他地點設置櫃台(desk in airport or other places)等方式銷

售保險，可謂極為普遍，此等直效行銷方式在我國亦逐漸出現i，通常

係保險人將保險之主要內容印製成一張要保書或投保卡，要保人閱讀

後欲投保時，僅需在要保書或投保卡上簽名，留存一聯，將另一聯投

入櫃台或寄回保險公司，即完成投保手續。使用此等行銷方式之險

種，在產物保險方面已大量使用，而在人身保險方面，則多為不須核

保之意外險、旅行平安險及旅遊不便險，亦有短期定期壽險。 

在國內，多數壽險公司為求開發DM行銷之通路，多尋求與銀行合

作，向銀行取得客戶名單，配合銀行推銷信用卡之行動，擬定合作計

劃，發送聯合文宣，其內容多為，若申請某信用卡，以刷卡之方式繳

交保險費，即能享有保險費優惠價，或者，持卡人若持本卡支付票款

搭乘交通工具，於保險期間發生事故，即自動享有某額度的旅行平安

險。 

第二項 電話行銷 

壹. 定義 

電話直銷保險(DRI, Direct Response Insurance)是一個利用低成本電話

銷售模式、完全專業化、系統化、無須透過中介者的核保作業ii。本

文簡稱之為電話行銷。 

貳. 沿革iii 

早先在美國採行DRI的是銀行、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郵購公司。之後，

保險經紀人和保險代理人隨之跟進。直到著名的美國麥肯錫(Mckensie)

顧問公司提出一份報告，指出一般中產階級家庭終其一生在汽車及房

屋保險上所花費的保險費約為20萬美金，而其中50％為佣金和管理

費用。就在此時，保險公司覺醒了，他們試著採行各種方式以降低成

本，電話直銷保險因此產生(可免除佣金、代理費的支付，同時可減

少管理成本)。 



在1980年代初期，英國對此一新的行銷策略DRI，十分感到興趣，

並於1995年成立第一家經營DRI的公司�Direct Line Insurance Co., 

Ltd.�。成立初期，這新的行銷守法受到一些歷史悠久保險公司的譏

嘲，並認為消費大眾只希望和保險經紀人和保險代理人購買保險，

DRI中將失敗並且很快地被人所淡忘，但當DRI的業績逐步成長時，

那些成立已久的保險公司開始感到疑惑，一些預言DRI無法實行的人

們也因為�Direct Line Insurance Co., Ltd.�給了保險公司保守策略強

烈的一擊，遂也改口說這一新行銷方法將持久不墜，同時也成立子公

司來推行DRI(此時約有20家保險公司投入DRI)。這項新方法肇始於

歐洲，但也約略花了十年的時間，它才被推廣到其他歐洲主要的保險

市場。 

在DRI發展之初，保險公司主要將其應用在汽車保險市場上，在今

天，三分之二美國的汽車保險是透過電話來直接販賣的。相對地，英

國車險電話直銷市場的佔有率約為三分之一，預估在此一世紀結束

前，它將成長至50％。 

參. 營運方式iv 

營業大廳內係採開放式之空間，電話銷售人員是以分組的方式來分

配，通常每組3∼8人，由小組長負責。工作桌呈正方形或圓形排列

這，每位電話銷售員之間不設置間隔板，每人並配置一終端機和電話

耳機。每組間採相互競賽的方式，在牆上的數位式顯示板記載著每組

當日的接單數以及是否尚有等待接聽的電話。 

在接聽電話時，電話銷售員須依要保書上的問題詢問來電者，這些問

題包括：以往理賠記錄、原保險公司名稱、原保險費用等。同時要詢

問它是如何獲知電話行銷保險公司的。這些答案立即被輸入電腦後，

即可產生報價單。 

車險保費的計算並不是按單一費率來計算的，其所要橫樑的因素包

括：每年車輛行駛之哩程數、婚姻狀況、年齡、地理環境、停車場設

施和駕駛人職業等。為了獲得效率極大化，就必須訓練電話銷售員縮

短每通電話的處理時間。(以車險而言，即須控制每通電話在4分鐘

以內完成。保險經紀人公司為了要提供不同保險公司的報價，每通電

話的時間約為8分鐘，但在壽險方面約耗半個鐘頭。)透過電腦資訊

系統，我們可調查出每位電話銷售員每一通電話的銷售成功率為25

％，通常在完成一通銷售電話後，電話銷售員會在電腦上下達指令，



印製保險計畫書，並於當日或翌日上午寄出。當保險計畫書被客戶簽

認、寄回後即著手印製保單，並於24小時後生效。大部分的電話行

銷公司只受理客戶以信用卡或銀行代扣款系統來支付保險費。這項措

施可減少營運成本，使收款時間縮短。當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必須花

60天的時間才收得到保費，電話直銷保險公司只需花3個星期。一旦

保戶在四個星期內仍未繳費時，保單即自動失效。 

肆. 其他適合險種v 

前述討論，主要有關汽車保險，在獲得最大保單數量後，DRI公司即

可利用其大量的資料庫銷售其他險種產品，即使尚未達到最大保單數

量，有些公司也不得不去銷售車險以外的險種，以保持競爭力，但卻

因此延遲了可獲得最大利潤的時間。 

一. 住家綜合保險 

實務上言，所有DRI公司均已經營此項業務，且大部分公司已採用同

質性的產品組合。但車險保單被成功推出後，電話銷售原則可藉著詢

問客戶對於現有保單之承保範圍是否滿意時，向其推銷住家縱合保

險，或將其轉接與負責住家綜合保險之專案小組。如前所述，美國

DRI掌握了50％以上的此種業務。在英國，此比例仍非常小，但成長

快速。保險業之所以將業務重心移轉至住家綜合險上，亦著眼在車險

業務已舉有相當的滲透度。同時，也因為車險業務的激烈競爭，車險

業務的邊際利益變得越來越少。然就住家綜合保險而言，它的邊際利

益仍為可觀，主要在於傳統保險的成本(佣金+管銷費用)約為40％，

而達到最大保單數量的DRI僅需負擔低於20％的成本。  

二. 法律費用保險 

此種附加險在歐洲非常普遍，它可用來支付車輛所有人或家庭(包括

任何家庭成員名下的房子)所必須負擔的法律費用。因此，該附加險

可擴大車險保單或住家綜合險之保障。少數DRI公司已提供此種附加

險予其現有保戶。 



三. 醫療保險 

有些DRI公司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吾人可想像得到，在英國和美國

以外的保險市場中，推行住院醫療保險計劃是可行的，原因是，在英

國醫療保險中的全民健保計劃著重在TOP-UP的保障和個人意外傷害

保險。 

四. 個人傷害保險 

在前述的英國保險市場中，只有一家DRI公司已P.A.為主要保單來銷

售。藉由車險保單的大量資料，電話銷售將會在英國以外的市場成功

地被推行。 

五. 小額商業財產保險 

當英國的媒體揭露DRI得以銷售商業財產保險後，即引起業主的注

意。實際上，Gun U. K. Ltd.和Broker Bowring合夥成立了一家電話銷

售公司，將目標市場集中在餐廳和旅館。透過外燴、休閒和旅館商業

文宣廣告已招攬業務並利用免費電話和電話直銷系統提供報價。此項

業務主要在獲取保費在2000美元以下之業務，提供火險、營業中斷

險和責任險的保障，並將目標設定在三年以內銷售五萬份保單，亦即

5％的英國市場。  

六. 壽險電話直銷 

在美國的壽險公司經由電話行銷保單已有相當長的時間，然而在歐

洲，這項業務卻正在起步中。Sept. 1995 CII報導中記載著：「雖然有

些人譏諷大部分的壽險和投資商品太過於複雜而不適宜以電話銷

售，但現在正有許多公司加入利用電話銷售多種金融商品的行列。一

份對消費者的問卷也顯示，社會大眾已漸精明使用電話：而壽險和具

有保障性的保險也已可透過電話推銷給消費者。」第一家開始在英國

以電話銷售壽險產品的公司，或許在歐洲地區是首創者，亦不過是兩

年前的事情。在此期間，DRI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或在籌備

中。目前推出的商品包括有：生命保險、年金保險和貸款服務。其中

有一家公司推出了收入保險，對於生命、喪葬費、醫療和抵押還款提

供了保障。 



第三項 網路行銷 

壹. 網際網路在商業上之應用 

網際網路演進過程歷經軍事、教育、商業之應用，其威力有增無減，

而在商業上應用以佔網際網路應用領域的六成以上，網際網路在商業

的應用尚可歸納為電子郵件、群體討論、資料庫搜尋、軟體與支援、

檔案傳送、研究與出版等六個層面，而其中又以電子郵件在商業上之

應用最為廣泛，可有效作為企業偵測與追蹤商業環境變化的重要工

具。然而以網際網路資源使用率快速攀升的速度看來，未來應用範圍

勢必擴大至行銷研究、銷售、消費者服務等行銷活動層面。 

與消費者維持良好關係，提升服務品質是任何企業重要的行銷目標，

然而除一般銷售活動之外，必須在買賣雙方之間建立彼此連續且長期

的互動關係。網際網路提供迅速、多樣化的資訊與服務，使得企業能

更正確的掌握消費者需求，達到真正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行銷活

動。下列將針對網際網路如何支援行銷研究、銷售、消費者服務等三

個層面作一概括性之說明。 

一. 行銷研究層面vi 

行銷活動主要目的在於快速提供產品或服務資訊給現有或淺在消費

者，以獲取最大利潤，而網際網路資源功能除了達到快速服務外，其

影響區域非常廣泛，可擴及更大的市場範圍。利用網際網路的

Gopher、WWW、電子郵件等資源服務，在網路上發佈企業資訊、新

產品資訊發表、競爭者動向與資訊的收集調查等，期能透過網路行銷

活動增加市場佔有率。 

二. 銷售層面vii 

目前網際網路上已提供了一個沒有時間與空間藩籬的網路交易環

境，使用者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線上交易、銷售活動，或取

得產品與服務內容說明、價格資訊等，提供買賣雙方進行產品交易的

便利通道，企業能在不增加成本情況下，建立新的銷售管道。 



三. 消費者服務層面viii 

提供良好的售後服務是企業得以永續經營的重要資產，網際網路對於

支援消費者服務的功能包括有即時連線消費者問答(FAQ)服務、透過

網路新聞或電子布告欄收集與調查消費者意見與需求，使企業能充分

接受外部環境資訊，並立即反應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強化消費者的滿

意度，甚而利用消費者反應作為提升服務品質或改良新產品的參考。 

貳. 壽險行銷組合決策ix 

行銷組合係指行銷管理人原位滿足目標市場需求，及達成企業行銷管

理目標所運用的一組可操控行銷工具之組合，而一般企業所採行行銷

工具組合為4Ps，即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及推廣

(promotion)，由於壽險業隸屬服務業，其行銷組合工具除了上述之4Ps

之外，應另增加3Ps，分別為人員(personnel)、實體設備(physical 

facilities)、過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成為7Psx，因為優良的人員素

質為壽險行銷成效重要關鍵，而功能完整的實體設備和合理化的過程

管理為壽險業提供消費者最佳服務品質的保證。 

參. 壽險行銷方式變革 

一. 產品方面變革 

傳統壽險商品設計大多數是引進美日模式，再加上商品引進初期不論

是業務員或是準保戶對壽險專業知識的認知皆非常有限，通常保單的

簽訂都是靠「人情」力量而成交的，其所造成的問題有二：一是壽險

商品內容未必能符合消費者的實際需求，二世由於保戶對於所購買壽

險商品往往非出自於個人需求或對保單內容不明瞭，日後易產生保單

的付費或理賠糾紛。 

近年來，由於政府加入GATT的既定目標推動，壽險市場開放空間也

正逐漸加大中，使得市場競爭急遽增加，業者對於壽險商品設計與研

發，不在像過去一成不變，而是朝商品多樣化、內容專業化的目標邁

進，對消費者而言有更多、更適合的選擇。 



二. 價格方面變革 

保險費率或稱為保險價格之內容，過去由於國內壽險市場家數少，競

爭力較小，以及網路科技尚未普遍應用情況下，客戶僅能透過業務員

之介紹得知單一或少數幾家商品費率，而無法做全面性通盤比較；現

階段壽險市場競爭激烈及網路科技蓬勃發展，壽險業者如何提供消費

者快速、正確的保費訊息，以尋求更多潛在性消費者，是一項不容忽

視的重要課題。 

三. 推廣方面變革 

壽險業者為使壽險商品推廣成效，或企業形象地位提升，除傳統的平

面廣告(如報紙、雜誌、、、)、媒體廣告(如電視、廣播)等手法外，

也可利用網際網路所提供各項資源服務進行新型態網路多媒體推廣

方式。 

四. 通路方面變革 

壽險業的通路策略最普遍方式是實施人員銷售通路系統(Personal 

Selling Distribution)，在各地廣設營業處或服務處，再由隸屬該單位業

務人員提供客戶的售後服務或開發潛在保戶，現在業務人員也可透過

電腦網路系統對客戶進行線上保單交易或理賠處理等服務，進入所謂

的直效行銷(Direct Marketing)階段。 

五. 實體設備變革 

壽險業是資訊密集產業，除經營作業所需之資訊外，還包括企業外相

關產業的資訊，如公/勞保局、壽險公會、警政機關等單位之參考資

訊，過去以人工傳送資料，耗時費力，運送成本高，且易造成資料漏

失；若能採用資訊網路可將各相關產業的資料庫予以連結，進行線上

資料傳送與接收，可節省資料印出、裝封、郵寄等人力，降低紙張與

郵票費用消耗，達到即時傳遞資訊，成本降低的成效，掌握先機無往

不利。 



六. 人員方面變革 

過去壽險業務員藉著訓練有素的口才、層層厚重商品資料對消費者進

行壽險商品介紹與招攬，一旦須進一步壽險建議書時，往往須舟車往

返，不具時效性，專業形象略嫌不足，而現在業務人員可隨身攜帶筆

記型電腦，將所有資訊盡收其中，連接上網路亦非難事，可即時迅速

提供消費者完整壽險組合建議書，大幅提升專業形象及業績。 

七. 過程管理方面變革 

壽險保單需求將隨環境的變遷，成為每個人生活中之必需品，為因應

未來廣大消費群眾，建立快速便捷的客戶雙向溝通管道乃時事之所

趨，業務人員利用網際網路的各項資源蒐集客戶意見，並回答其問

題，或以電子郵件寄發客戶所需各項最新資料，提供快速售後服務或

藉此開發潛在客戶。 

肆. 保險網路行銷系統架構xi 

一. 產品機能 

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空白要保書由消費者直接進行線上保單申請、提供

空白理賠申請書由保戶進行線上理賠申請程序，同時亦提供客戶有關

壽險商品或保單條款等相關內容的查詢，線上報稅、節稅輔助說明等

功能。 

二. 價格機能 

提供保戶特定壽險商品的費率查詢，而有關保單紅利、解約金及保單

貸款利率值亦可經由線上查詢，快速又正確。 

三. 推廣機能 

建立多媒體資訊形態的企業形象廣告、企業最新動態的即時報導、提

供保戶各項優惠措施的電子公告。 



四. 通路機能 

提供隸屬於該企業營業處或服務處的聯絡資料、地址查詢、或是網頁

網址、電子郵件位址查詢。 

五. 實體設備機能 

透過網路電子資料庫提供消費者保健醫療資訊查詢，且連接至各相關

單位(如壽險公會、保險司、警政機關、、、、等)資料庫查詢作業流

程所需之資訊。 

六. 人員機能 

壽險業務人員可透過網路資源提供消費者實際需求的壽險組合建

議，藉由專業及快速諮詢服務，開發更多的潛在消費者。 

七. 過程管理機能 

藉由電子郵件傳送最新資訊給特定客戶或消費者，或是透過線上問卷

的意見調查，蒐集客戶意見以作為服務品質改善或產品改良的依據。 

第四節 小結 

隨著資訊傳遞方式的不斷演進，以及保險消費者知識水準的提升，保

險行銷之方式，從傳統上靠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之態樣，逐漸演

進為保險人對保險消費者直接行銷之形態，此種轉變為不可避免之趨

勢，在傳統行銷，保險業務員之素質參差不齊，不肖之業務員對保險

消費者以人情及糾纏之攻勢，推銷保險契約，猶有甚者，對保險契約

做出不實說明，或以「跟會」之話術誘導消費者，簽訂保險契約，種

種不當之手法，令保險消費者之權益受到相當大之損害，時至今日，

保險業務員形象損傷殆盡，潛在消費者對於保險業務員之觀感，多是

望之卻步，即使有保險需求，亦不知如何尋覓及判斷何者為優質之業

務員，因此，直效行銷的興起，部份係導因於對傳統行銷缺點之反動

以及消費者意識之覺醒。 



其次，保險人透過種種文宣廣告，以較為淺顯之語言或文字，詮釋保

險契約，較能充分保障保險消費者「知」的權利，保險消費者對於商

品之內容及選擇商品之權利，不須被劣質保險業務員所剝奪，保險人

若欲透過廣告之方式向保險消費者行銷保險，必須遵守消費者保護法

22條之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

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因此其對特定保險商品內容之詮釋，

若產生與保險定型化契約不符合時，其風險即由保險人一方承擔，因

保險業務員不實說明而產生保險糾紛之機率大為減少。 

再者，直效行銷具有快速及便利之優點，以DM行銷為例，保險人將

保險之主要內容印製成一張要保書或投保卡，保險消費者閱讀後欲投

保時，僅需在要保書或投保卡上簽名，留存一聯，將另一聯寄回保險

公司，即完成投保手續。無須經過繁雜冗長之核保及體檢程序，保險

契約即得在保險消費者自由意志主控下成立，此種行銷方式相當能符

合保險消費者即時之保險需求。 

保險行銷之方式，由保險業務員招攬業務，演變至DM行銷及電話行

銷，甚至在不久的將來，網路上簽訂保險契約亦能成為保險行銷之主

流，88年元月一日開辦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即已開保險網路行銷

之先河，然而，較為複雜之商品，無可避免地仍須專業保險業務員之

解說，因此，在可預見之將來，保險行銷之方式，必將日趨多元化，

保險行銷不實之態樣，亦將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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