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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銀行保險之國外經驗 

第一節 銀行保險之要義 

銀行保險一辭源自法文 Bancassurance，由法文之銀行 (banque) 以及
保險(assurance) 二字組成。對銀行保險的定義各家紛陳；例如 Gora , J. 
C.針對由銀行銷售保險產品或保險公司銷售銀行產品，提出兩種不同
方向的定義1： 
1. Bancassurance 指的是銀行擁有保險公司並提供保險產品，經由銀
行通路販售。 

2. Assurbanking 則反之，指的是由保險公司擁有銀行並提供銀行產
品，在保險業者的通路銷售。 

 
Roger A. Klein2則認為 Bancassurance 指的是在一共同通路上針對同
一客戶群來銷售保險與銀行產品。 
 
Nadege Genetay and Philip Molyneux 則採取較廣義的定義： 
“銀行保險可謂由銀行或保險公司幾乎以整合方式邁向金融服務市場
之策略”。而且 “兩個行業都了解銀行保險所代表的首要意義是不同
金融服務機構的相互結合，其次為商品通路”3。並認為金融機構朝向

銀行保險整合，最後階段將是保險公司與存款機構共存於一個控股公

司之下，且整合雙方策略。據此，銀行與保險之整合可以從簡單的通

路協議到集團之下的子公司，有各種不同型態連結。而整合程度決定

了銀行保險的不同運作層面。 
 
本文綜合採取目前學界廣泛引用定義如下： 
銀行保險 Bancassurance 係指銀行以直接承保 (直接介入)或以直接
仲介 (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 或以轉投資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
或保險代理人的方式來兼營保險業務。茲詳述如下： 
1. 所謂直接承保或直接介入，係指銀行本身直接從事保險業務如商
品的設計、行銷、核保、理賠等，保險成為銀行組織內的一個部

門。鑑於兩者專業度不同，且風險控管如防火牆之設立需要更嚴

                                                 
1 Gora , J. C., Bancassurance: Positioning for Affiliations, Life Offic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LOMA), USA, 

1997. 
2 Klein, R. A. Bancassurance in Practice, Munich Re. Group, 2001. 
3張文武譯，銀行保險銀行兼營保險之策略 (BANCASSURANCE, Nadege Genetay and Philip Molyneux)，財
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2002年 3月，第 10 - 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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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規範，為保障社會大眾權益及金融秩序穩定，目前多數國家視

為禁止，我國法令亦屬之。 
 
2. 直接仲介係指銀行本身擔任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直接銷售
保險商品。此種作業方式亦不多見。在我國由於相關法規規定，

保險業務並非銀行業本身經營項目，依法佣金不得入帳，銀行並

不能從事保險代理業務。僅有基於國際貿易與融資授信上需求，

依據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二十條，銀行得設立經

紀人部門從事押匯與授信有關之財產保險業務，其他業務則並未

開放。 
 
3. 銀行轉投資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係指銀行轉投
資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成為有限責任股東之投

資行為。目前幾乎所有銀行均已成立保險代理人，與保險公司簽

約，販售保險商品並從中獲取佣金，提供保險公司行銷管道，成

為目前保險業與銀行業最普遍的合作方式。 
 
4. 銀行與保險公司以策略聯盟等多元化方式經營保險業務。此種方
式例如保險業者向銀行取得客戶名單進行銷售，或派駐人員在銀

行營業大廳，或於銀行櫃檯放置文宣品等。但在目前國內相關法

規例如資料保護法或銀行營業範圍上頗有疑義。 
 
由於監理法令鬆綁與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及國際化，銀行保險界線

越趨模糊。因應此一趨勢，財政部已修正銀行法部分條文，將關

係人相互持股的比例放寬，銀行與保險持股將因此提高，加以金

控公司法允許跨業經營，兩者業務出現兼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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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各國對於銀行兼營保險業務限制 
國 別 保險業務範圍 
法國 1. 有限制 

2. 可透過保險子公司辦理 
3. 可擔任保險經紀人 

英國 1. 允許 
2. 銀行可銷售保險產品及服務，但僅能透過保險子公
司核保 

德國 1. 有限制 
2. 可透過保險子公司辦理 
3. 可擔任保險經紀人 

歐聯 1. 不適用 
美國 1. 有限制 

2. 銀行可辦理債權壽險及殘廢保險之核保及擔任保
險經紀人 

3. 聯邦立案銀行可於人口數少於五千人之城市擔任
代理人 

加拿大 1. 允許 
2. 僅能透過子公司辦理 

日本 1. 禁止 
中華民國 1. 有限制 

2. 可擔任財產保險經紀人(轉投資需經主管機關同意)
資料來源：謝坤民，銀行兼營保險業務之探討，保險資訊第 161期，第 18 – 24頁，1999年 1月。 

 
第二節 銀行保險之合作模式 
 
根據Flur, D. K. 等人所為之研究報告4，國外之銀行保險主要成因為壽

險業經由高成本的的外勤業務銷售產品，卻尚有廣大潛在客戶有待開

發。而銀行與保險如何經由銀行保險互蒙其利，最重要因素便是組成

合作夥伴。由下列銀行保險流程觀之，銀行保險的運作決非銀行或保

險公司可以單獨勝任，雙方密切合作實不可或缺。 

                                                 
4 Flur, D. K. et al, Bancassurance: Could banks be a new channel to sell insurance? The McKinsey Quarterly, 

1997 No.3。 



 -  - 9

圖 2-1 銀行與保險合作流程 

 
資料來源：Flur, D. K. et al, Bancassurance: Could banks be a new channel to sell insurance? The McKinsey Quarterly, 

1997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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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銀行與保險合作模式 

 
資料來源：Flur, D. K. et al, Bancassurance: Could banks be a new channel to sell insurance? The McKinsey Quarterly, 

1997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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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銀行保險的最佳典範：量身訂做的產品與通路，源源不絕的優

良客戶以及暢通的行銷流程。國外經驗中，最後銀行往往設法取

得掌控全權，壽險公司仍能自中得利。 
 
銀行業與保險業在經營主體上雖有不同，但在經營目的上卻有著共同

點，亦即提供社會大眾金融理財規劃之服務。銀行業與保險業結合， 
善用其廣大之客戶資料以及現有之行銷管道，必能提高兩者之經營績

效。 

第三節 銀行保險之合作優勢 

銀行與保險業者從事銀行保險，各具不同行業之優勢。此優勢為雙方

得以合作之主因。如雙方充分發揮其優勢，所經營之銀行保險業務將

極為成功。茲分述如下。 
 
一、銀行業之優勢 
 
銀行業從事銀行保險具有之優勢如下5：  
1. 較佳之企業形象與良好之顧客關係 
消費者對銀行之信任度高；而相對於保險公司之評價，則遠不如

銀行。且銀行廣設分支機構，可提供不同階層消費者便利服務，

在與顧客頻繁之接觸過程中，建立客戶關係。由此，社會大眾對

於銀行業之服務品質、可信度及印象等項目之評比，均較保險業

為高，無形中成為銀行兼營保險業之助力。 
2. 龐大之優良客戶資料庫 
銀行因存、放款等業務而擁有龐大之客戶資料庫，其資料系統之

建置及資料內容蒐集較保險公司更為完備。例如信用卡資料可看

出客戶消費習性與消費能力。若運用資料探勘技術加以整合與區

隔，依客戶之特性與需求，規劃不同行銷策略與商品。 將創造
出更有效率之行銷活動，進而提高銷售保險之成功率。 

3. 多樣化之選擇 
銀行能提供客戶全方位之理財諮詢服務，並針對個人提供完整之

金融規劃，給客戶所需要之購買訊息或交易方式，來滿足客戶一

次購足金融商品服務之消費模式，創造出便利、適時與優質等附

加價值之服務來爭取客戶。 
4. 擅長運用多重行銷通路 

                                                 
5賴惠瑛，論我國銀行經營保險業務之策略分析 – 以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模式為例，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
系，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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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之行銷通路是一對一行銷，而銀行業所採取之行銷管道，

則有所不同。商業銀行尤擅長於消費金融，能夠利用多重行銷通

路以拓展業務，因此銀行在銷售保險更為得心應手。對於消費者

而言，向銀行購買保險，”需要”因素重於業務員人情壓力。因此，
由銀行背書之保險，在地利與人和之配合下，銷售機率大為提升。 

5. 運用分行地利之便 
壽險公司以業務體系之人員拜訪行銷為主，分支機構多設在辦公

大樓上。而銀行則普設分行於商業鬧區，以便客戶可隨時找到分

行，兼以許多客戶都有固定到銀行的習慣。且各分行能互相支

援，特別有利壽險的銷售，銷售保險為一大優勢6。 
6. 員工素質較高： 
不論投資或保險，面對面的銷售仍是不可少，消費者在購買金融

服務產品時，對於銷售人員專業能力具有相對信任感。國內傳統

認同銀行形象，因此銀行業比壽險業更容易遴選高素質員工，目

前銀行行員均具有大專以上程度，且往往擁有專業證照，能贏得

消費者的信任。 
 
二、壽險業之優勢 
 
壽險業在從事銀行保險則具有優勢如下7：  
1. 開發與設計壽險產品 
保險公司無庸置疑在商品開發上具有精算與理賠經驗值之專

業。無論國內外目前進行銀行保險之銀行，均尚無開發壽險商品

之能力。銀行人員雖具有各項金融服務專業，但面對特殊專業需

求之壽險商品行銷，仍需要由壽險公司人員為其進行教育訓練，

方能奏效。 
2. 面對面”推動式”銷售 
壽險公司習於業務銷售模式，銷售技巧包括各種話術，銷售流程

之掌控，結束銷售之促成簽約等等，無不以最終銷售成功為目

的。相對銀行行員向來等候顧客前來要求服務，並不習於主動推

銷，因此壽險公司在銷售過程會較銀行更具優勢。 
3. 核保能力 
壽險公司對於經營壽險之風險管理自較銀行熟稔。經營良好的壽

險公司相當清楚接單業務與後續風險控制之間的平衡點，因此不

會為求高業績而忽略核保重要性。銀行由於風險結構不同，以及

                                                 
6沈中華，銀行保險的策略，個案與發展，於富邦金控公司演講稿，2003年 4月。 
7同前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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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壽險運作陌生，在經營銀行保險時可能為衝刺業績引入高風險

之客戶而不自知。 
4. 管理長期資產 
壽險保單可以長達數十年，後續資金調度與準備攸關壽險公司清

償能力，因此壽險公司在長期資產管理與配置上有不同於銀行之

作業。 

第四節 銀行保險之三方利基 

壽險業者與銀行結合推行銀行保險，實具有消費者，銀行與保險業者

三方面互利的動機，可歸納如下。 
 

一、消費者之利基 
 
對消費者而言8，銀行保險所帶來的利益為：  
1. 更高實質報酬：由銀行以集合多數客戶，向保險公司進行團體議
價取得優惠價格，使消費者獲得比單獨購買更高的實質報酬。 

2. 付款方便：可直接透過信用卡繳款或從銀行存款帳戶扣款，部分
保險公司針對信用卡扣款的持卡人，還提供折扣。 

3. 消費便利性：銀行已朝向「金融產品百貨公司」營運，消費者與
銀行往來，將有更多元化金融商品可供選擇9。 

4. 傳統業務員通常不會注重中低收入者，但銀行通路普及至此一階
層。 

5. 資訊更完整，市場更具競爭性，對消費者會有利。 
6. 銀行背書壽險，對消費者等於多一重保障。保險代理人會督促壽
險業者提供更完整服務給銀行客戶。 

 
二、銀行業之利基 
 
對銀行而言，從事銀行保險可以帶來下列利益： 
1. 降低銀行的固定成本10：  
銀行利用原有的設備如以原有資訊系統進行客戶資料庫行銷或

既有分行營業廳進行銀行保險，可以實現經濟規模以降低成本。 
2. 增加收入，分散風險： 

                                                 
8王儷玲，保險理論與應用， 政治大學EMBA 授課資料，2001年9月。 
9陳淑娟，銀行業與壽險業結合之未來展望，中信通訊，第 209期，第 36 – 42頁，1998年 1月。 
10郭國亮，銀行業兼營壽險之行銷研究 – 從服務品質觀點切入，逢甲大學保險學系，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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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佣金收入對銀行為非利息收入。微利時代，銀行資金氾濫，

將客戶資金轉移至購買保險，可減少銀行因客戶存款過多造成資

金壓力乃至利差的風險。 
3. 提升優秀員工的生產力： 
對於銀行行員推銷保險，屬於銀行之資源運用，同時可以配套銷

售銀行其他理財商品 
4. 加強顧客忠誠度： 
民眾一般往來銀行家數為八家，企業約五家，銀行為客戶提供更

多的服務選擇，降低客戶的資料收集成本，並降低交易成本。將

可促進顧客忠誠度。 
 

三、壽險業之利基 
 
對壽險公司而言11，從事銀行保險可以帶來的利益為：  
1. 擴大顧客層面： 
經由與銀行合作推銷保險，壽險公司可以深入中產階級之消費大

眾及更富裕的客層。由於運用銀行整個資料庫，許多顧客並非傳

統壽險顧問可接觸到者。而且使用不同行銷方式，能夠一次接觸

大量客戶，效益更高。 
2. 擴大產品線： 
經由壽險業務員銷售簡單的壽險產品，壽險公司意願不高，但透

過銀行，則值得開發不同階層產品以迎合多樣化客戶需求，而同

樣有利可圖。 
3. 增加成本效益： 
從事銀行保險對壽險公司之最大效益便是透過與銀行專業分

工，增加銷售業績而行政成本增加有限，達到更佳成本效益。 
4. 壽險跨入其他行業之可能發展： 
經由金融商品組合，保險人員更能了解銀行乃至證券業或信託運

作，擴大未來跨業行銷商機與潛在機會。 

第五節  銀行保險之歐洲經驗 

一、業務狀況 
 
在 1980 年以前，歐洲之銀行銷售保險僅是銀行業務延伸，例如信用
保險及建屋保險。1980 年以後至 1990 年，銀行開始規劃保險產品，
例如還本型契約。1990 年以後，銀行了解並企圖在兩種業務間發揮
                                                 
11同前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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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效，提供符合顧客需求之產品如變額壽險，基金連結型與投資連結

型保單。此時，銀行保險的發展已到了單一機構提供多樣化產品滿足

顧客導向12。調查顯示銀行銷售壽險之比率在歐洲國家都有迅速發展

趨勢。 
 
表 2-2  歐洲各主要國家透過銀行銷售壽險之百分比 
(%) 法國 荷蘭 西班牙 比利時 英國 義大利 德國 

1994 55 22 21 20 16 12 8

2000 64 38 40 42 30 31 20
資料來源：.Nadege Genetay, Philip Molyneux, 1998, Bancassurance, Macmillan, p.38  

 
下表中，五個主要歐洲國家壽險業之通路狀況顯示，新興行銷管道為

壽險業打開另一種局面。行銷通路改變使通路垂直伸展，壽險業者進

入供應商市場，以獲取成長機會13。 
 
表 2-3  1998 - 1999歐洲五國壽險業的銷售管道  

(%) 法國 英國 荷蘭 德國 愛爾蘭 
銀行 52 16 25 20 27
經紀人 5 30 60 20 58
代理人  13 9 2 1 -
直屬業務部 21 43 5 57 15
直效行銷  9 2 8 2 -
資料來源：.Nadege Genetay, Philip Molyneux, 1998, Bancassurance, Macmillan, p.35  

 
總體而言，歐洲國家如法、英、德、義大利、荷蘭、西班牙等，銀行

保險都有相當的市場滲透率。其最主要的原因為銀行業各分支機構的

據點分佈廣泛且設於一樓店面，與客戶之互動性高，客戶又多屬主動

性，故能提供消費者比保險業更優越的服務與便利性14。 
 

表 2-4  1997年歐洲壽險市場銀行通路之比率 
 
(%) 

銀行擁有，通

過銀行管道 
銀行擁有，通

過其他管道 
銀行作為仲

介 
與銀行相關

之業務總額 
法國 51 4 4 59
英國 13 0 1 14
德國 3 4 19 26

                                                 
12同前註 3，第 13頁。 
13同前註 3，第 40頁。 
14同前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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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14 1 11 26
西班牙 54 6 1 61
葡萄牙 57 4 20 81
瑞典 57 0 2 59
義大利 46 4 6 56
奧地利 41 0 14 55
芬蘭 47 2 2 51
比利時 27 5 5 37
希臘 1 26 0 27
丹麥 14 0 5 19
瑞士 10 1 8 19
資料來源：郭國亮，銀行業兼營壽險之行銷研究 – 從服務品質觀點切入，逢甲大學保險學系，2002年。 

 
二、相關規範 
 
誠如前述，銀行可從直接承保，直接仲介與股權連結等各種進入保險

領域之經營方式。茲以歐洲經驗分別說明其規範如下：  
1. 直接承保： 
除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愛爾蘭，希臘等國家外，大多數的

歐洲國家，其承保保險業務須受到專門法律的監理，所以只有保

險公司才能被授權承保保險。因此歐州銀行業原則上不得直接承

保保險業務，但對於銀行可經營業務範圍的限制只訂於保險監理

法規內，銀行業管理規則中，並不禁止經營銀行範圍以外的業務。 
2. 直接仲介： 
大部份的歐洲國家，允許保險產品經由銀行銷售，但必須符合特

定條件。如法國，銀行職員必須有擔任保險仲介者的資格，在希

臘，只有居民少於一萬城市才能經由銀行銷售保險。英國規範，

銀行只能銷售人壽保險。芬蘭則要求符合三條件： (1) 必須是標
準型式的保單 (2) 必須是由銀行自己來管理服務工作 (3) 銀行
不能接受任何有關保險活動的危險，並且必須銷售一家以上保險

公司的保險產品。 
3. 股權連結： 
銀行業與保險業股權之連結，大致上可分為設立子公司，投資普

通股及金融集團三種型態：  
(1) 設立子公司：除比利時外，所有歐洲共同體會員國，均允許
銀行業設立保險子公司，但以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參與，且必

須服從指定的規則及關於參與的監理架構，以確保其在法律

地位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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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普通股：除比利時外，所有歐洲共同體會員國均授權銀
行業，可直接投資保險公司的普通股，但為避免經濟力量及

競爭力退化，所以須符合特別限制及要求。 
(3) 金融集團：就廣義而言，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之獨立個體的金
融相關企業集合在一起，但只受某一中央單位管理所有個體

活動之集團，稱為金融集團。金融集團之發展(尤指銀行保險
集團)，是歐洲金融市場近年來最受矚目的趨勢之一。 

 
此外，對於銀行銷售保險產品，大多數國家採取開放態度，然對於保

險公司銷售銀行產品，則以限制或禁止為多。有關歐洲各國對於銀行

與保險之間相互擁有所有權與銷售之限制，如下表： 
 
表 2-5  歐洲主要國家關於銀行保險所有權及銷售方面之限制 
國  家 銀 行 成

立 保 險

公司 

保 險 公

司 成 立

銀行 

銀 行 擁

有 保 險

公 司 股

權 

保 險 公

司 擁 有

銀 行 股

權 

銀 行 銷

售 保 險

產品 

保 險 公

司 銷 售

銀 行 產

品 
法國 限制 限制 限制 限制 允許 限制 
英國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限制 
德國 允許 允許 允許 限制 允許 禁止 
荷蘭 限制 限制 限制 限制 允許 禁止 
西班牙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限制 禁止 
義大利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禁止 
芬蘭 禁止 禁止 限制 限制 限制 禁止 
瑞士 允許 限制 允許 限制 允許 允許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人壽保險公司，銀行保險， 2000年 

 
歐洲之銀行保險成功使用資料探勘等資料庫行銷，加上利用銀行名氣

與銷售通路如分行，電話行銷與直效信函邀約客戶，為中等收入之客

戶量身訂做的產品等。藉此，歐洲銀行得以就客戶名單創造高一倍的

銷售轉換率。比諸傳統業務員每週一張保單的銷售率，銀行可以高達

四張保單。歐洲經過銀行銷售壽險的總保費收入，自 1990 年占市場
10.6%到 1999年成長到 26%。 同期間內，整體壽險業成長了 11.8%，
銀行保險成長率則為 23.5%。  
 
三、法國 
 
法國的銀行保險整合程度是全球最徹底的國家之一。銀行在壽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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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佔有率自 1980年代以來成長驚人15。 在法國 1995透過銀行或郵
局銷售人壽保險之保費收入約占全體壽險保費收入之 60%16。 但是
法國實行銀行保險的公司有其獨特性，因此法國成功經驗不易模仿。 
 
(一) 個案介紹 
 
大部分法國銀行與壽險業者簽定通路協定或交叉持股。茲以下列著名

結合案例說明： 
 

1. Credit Lyonnais 與 La Medicale de France及 Assurances Federales 
Vie 

 
Credit Lyonnais 於 1971 年接管 La Medicale de France 後開始經
營銀行保險，屬於收購股權之結合。 La Medicale de France 為專
營健康險之保險公司，但因 Credit Lyonnais 著重在對健康險客戶
推廣銀行業務，因此並未大力推行銀行保險。 
 
1980年以後銀行保險成為法國銀行主流業務，Credit Lyonnais 於
1985年新設立了 Union des Assurances Federales Vie。該公司有
約 98% 的銷售來自銀行分行，雖然初期業績成長波動甚大，到
了 1993年 Assurances Federales Vie 總銷售額約 108億法郎，大
多數成長來自分行銷售簡易的投資商品。 
 

2. Compagnie Bancaire 與 Cardif 
 
不同於 Credit Lyonnais 是偶然進入銀行保險領域， Compagnie 
Bancaire 採取明確的策略於 1973 年設立了 Cardif 保險公司。 
Compagnie Bancaire 意圖盡量擴張旗下子公司潛在利益，也考量
了跨業銷售的機會。因此發展 Cardif 成法國最具創新性之壽險
公司。例如 1976年的郵購通路，造成現在直效信函的盛行。1980
年，推出專為企業客戶設計的退休金計畫。該公司於 1985 年業
務量成長了 118%。 
 

3. Credit Agricole 與 Preidica 
 
Preidica 可說是法國銀行保險之星，1986 年由法國最大銀行
Credit Agricole所設立。Credit Agricole 分行遍佈法國，客戶數達

                                                 
15同前註 3，第 85頁。 
16謝坤民，銀行兼營保險業務之探討，保險資訊第 161期，第 18 – 24頁，199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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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萬個家庭。Preidica 有效利用該銀行多達一萬家分行網銷售
產品，在四年內成為法國第二大壽險公司。 

 
Preidica 成功的結合產品與市場需求，進行所謂資本化 “bons de 
capitalisation”策略，推行以躉繳為主的長期保單，該方式亦為法
國銀行保險主要推廣方式。由於法國市場特性，在 1988 年前此
種產品為存戶唯一可累積資本且期滿有免稅優惠的商品。因而

Preidica的六年躉繳商品在 1988年占了其 80%的業務量，該公司
業務年成長達 161%。 

 
總合而言，法國的銀行保險有兩大特點：一是短期內達到相當大的市

場佔有率，其次是比起傳統保險公司更有成本優勢。舉例而言，1994
年傳統保險公司如 AXA Assurances Vie  的費用率為 16.9%， GAN 
Vie 為 22.0%。但從事銀行保險的 Predica與 Natio Vie 則分別為 5% 
及 4.7%。 這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指標。 
 
(二) 成功因素 
 
銀行保險在法國的成功因素主要有： 
1. 法國保險業先天缺點，由於法國傳統注重強制性保險，使保險業
缺乏競爭性，業務員素質低落。自銀行保險大盛後，全國業務員

人數自 1980年的四萬人降至 1987年的二萬人。 
2. 資本化產品，經由銀行推行的簡易型養老險，使行員無須太多訓
練即可銷售。該產品儲蓄特色與租稅優惠，符合市場需求。 

3. 主管當局支持與撮合，法國政府持有銀行與保險的股份，鼓勵甚
且直接撮合數家銀行與保險結合。 

4. 銀行彼此間的競爭，一旦投入銀行保險的銀行取得成功經驗，其
競爭對手勢必同樣加入銀行保險領域。 
 

四、英國 
 

英國的銀行保險始於 1967年 Trust Savings Banks 設立壽險子公司，
但積極活躍始於 1997年金融服務業法律發展後。 1990年透過銀行，
郵局銷售人壽保險之保費收入約佔全體之 7%，1994年成長至 16%，
顧客多為中產階級。英國之銀行保險多數由銀行自行創設或與保險公

司合資成立新壽險公司，只有少數壽險業者結合銀行與保險進行。合

資主要原因在取得壽險公司的經營專業，但隨著市場狀況改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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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可能改為銀行全權掌控17。 
 
以行銷手法而言，大多數案例已透過對於銀行行員的訓練加上基本的

簡易型商品如抵押貸款保障，是較容易成功的模式。但是銀行行員與

保險業務員之間的佣金，薪酬及績效評估，將影響執行成效。 
 

成立新的壽險子公司後，組織整合與業務整合變成了一大挑戰。例如 
Barclays 起初以單一組織整合全部投資與保險業務。但 Trust Savings 
Banks 則採取以客戶為導向的做法，將消費金融與保險業務成立一部
門。無論何者，銀行保險公司所注重的是促進銀行行員與保險業務員

之間的合作關係，以達到兩企業體的整合通路綜效。  
 
在英國，銀行保險的通路管道以 Barclays Life 為例，分為三種：(1)
直接銷售包括直效信函，(2) 經紀人與業務代表組成區域行銷人員及 
(3) 銀行分行。其中分行通路占 90%的銷售量。因此英國的銀行保險
相當重視行員與保險業務員的合作與整合。例如 Trust Savings Banks 
保險業務員需聽從行員指示。 Lloyds 銀行則一方面對行員展開訓
練，另外派遣壽險顧問進駐分行，會同銷售保險產品。 Bank of 
Scotland 採取的是對大量行員施予訓練後，另由少數財務顧問從事銷
售複雜商品。行員銷售保險商品的專業技術與資格成為監理的問題重

點。 
 
根據調查顯示，銀行客戶資料若運用得宜，可將 25%至 30%的客戶
轉為保險客戶，銀行對其行員施以保險專業知識教導及銷售訓練，則

購買保險的比率將可提高為 40%至 50%。以英國為例，銀行保險行
銷業務，每年平均成長率高達 21%。 
 
表 2-6  英國銀行保險成交轉換率 
 一般壽險業務員 績優壽險業務員 銀行通路 

拜訪率(%) <1 35 50

成交率(%) <1 11 25

每週成交件數 <1 1 4
資料來源：Flur, D. K. et al, Bancassurance: Could banks be a new channel to sell insurance? The McKinsey 
Quarterly, 1997 No.3 

 
經營銀行保險的公司主要困難在於行員與保險業務員間的利益衝

突。因此管理階層採取不同方式以解決此問題：一是將保險業務員併

                                                 
17楊衍庚，我國銀行跨足人身保險業現況與行銷成功關鍵因素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系，2002年。 



 -  - 21

入分行系統，或將保險銷售業績併入分行績效評估，最後則跳脫傳統

業務員佣金制度，將業務員薪酬設計與分行員工一致，例如取消佣

金，改為月薪制。 
 

英國銀行保險公司主要的選擇方式是設立新的子公司，尤其透過與現

存保險公司的合資。英國銀行保險公司的特徵也在於雙方不斷努力整

合，以達成通路綜效，特別是他們企圖整合銀行人員與專業保險人

員。跟傳統保險業務員完全以佣金掛帥不同的是，併入銀行分行的專

業行銷人員係以薪資加上獎金之制度為報酬基礎。總之，銀行保險在

英國發展雖然不如其他歐洲國家成熟，但隨著新業者的加入，差距將

逐漸縮小。 
 
五、荷蘭 

 
荷蘭的金融業特有的集中度是推展銀行保險的主要動力之一，荷蘭銀

行保險最明顯的例子是 ING Group，該集團是 1991 年由當時最大的
保險公司 Nationale-Nederlanden 與第三大銀行 NMB Postbank 合併
產生18。 荷蘭銀行保險發展趨勢在 1990 年初顯然受到解除管制的影
響，但是荷蘭銀行的介入不是新鮮事：在解除管制之前，在 1989 年
有 13%的保單是由銀行擔任代理人來銷售。解除管制後，最大的改變
是銀行對保險合夥人的持股感興趣，因此增加跨業銷售的範圍。然

而，荷蘭銀行對多元通路管道的依賴說明了要整合銀行保險的困難。

荷蘭銀行保險的主要特徵是部分強勢競爭者掌握市場，以 ING 為
例，是兩種產業兩大巨擘的合併結果；荷蘭的情況也反應出國內小型

市場的特色。荷蘭的大型集團自從在國內市場的獲利受限後，便仔細

研究擴展國外業務的可能性。1994 年透過銀行銷售人壽保險之保費
收入約佔全體壽險保費收入之 22%。 

第六節 銀行保險之美國經驗 

長期以來，美國銀行不論以直接承保，直接仲介或轉投資保險公司或

仲介業之方式均受到嚴格限制。由於 1933 年經濟大恐慌以來，
Glass-Stegall 法案限制銀行涉足其他金融相關事業，限制了銀行異業
合併經營。1986年 Nations Bank 開始銷售年金，雖然遭遇保險業者
激烈抗告，但最高法院於 1995 年底判決銀行銷售年金的合法性後，

                                                 
18同前註 3，第 103 – 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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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正式跨入保險業19。1996年中美國尚有 10州銀行不能銷售保險，
經過逐步開放到了 1997 已有 48 州銀行有權透過分行銷售保險。可
以經營的險種包括貸款戶之信用險，少於五千人之小鎮及某些州儲蓄

銀行得經營壽險與年金險。銷售管道以有登錄執照之行員為主20。根

據 Flur, D. K. 等人所為之研究報告21，1997年美國只有 1%的保險經
由銀行銷售，而傳統業務員只售給高收入的消費者。當時三千七百萬

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為 3.5-7.5 萬美元)中，三分之一以上沒有買保
險，其餘則大多投保不足，僅依靠雇主提供的團體保險。 
 
1997 年美國聯邦準備銀行與美國政府大幅放寬銀行控股公司的保險
業務範圍，引發了新一波銀行與保險公司的合併，尤以 1998 年聯邦
準備銀行允許花旗集團與旅行家集團的合併為最著。1999 年通過的
現代金融法案 (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ct) ，銀
行或銀行控股公司在達到資本充足與管理良好之後，可以申請成為金

融控股公司，同時跨足證券，保險及房地產，更完全去除了銀行與保

險業之間的屏障。 
 
雖然美國銀行保險發展較晚，1995 年銀行銷售壽險及年金保險之保
費收入僅佔全體保費之 2%。但急起直追的結果，到 2000年新契約路
中銀行保險已佔 57%22。由下表顯示，壽險與健康險在美國銀行通路

銷售歷年平均成長率超過 30%，足見銀行保險通路的潛力無窮。 
 
表 2-7 美國銀行通路之歷年壽險與健康險保費收入 

年度 1997 1998 1999 2000 
壽險與健康險(百萬美元) 165 253 322 422
成長率(%) - 53 27 31
資料來源: Kenneth Kehrer Associates 

 
根據美國銀行上半年財報，2002 年前半年銀行銷售保險成績亮麗。
新契約件數成長 44%。以參與率而言，2001年至 2002年上半，全美
超過八千家商業銀行中有 47% - 48% 參與經營保險業務。在保費收
入上，具有續期保費的保單，比躉繳保費的保單對銀行更具利益。由

於銀行業務中屬於投資性的商品成長緩慢，不論銀行規模大小，參與

                                                 
19蔡政憲與王為倩，銀行跨業兼營保險之模擬分析，風險管理學報，第三卷第一期，第 71 – 97頁，2001年

5月。 
20凌氤寶等，保險業跨業經營之研究，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999年 6月。 
21同前註 4。 
22郭秀琪，美國銀行搶占保險市場大豐收，Advisers 財務顧問，第 167期，第 46 – 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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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銀行保險的美國銀行，其經營保險商品的收益都超越投資性商品

的收益。見下表分析。 
 

圖 2-3 美國商業銀行經營保險之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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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銀行保險

未參與銀行保險

資料來源：郭秀琪，美國銀行搶占保險市場大豐收，Advisers 財務顧問，第167期，第46 – 48頁。 

 
表 2-8 美國各資產規模銀行之保險收益 

資產額 
(億美元) 

2001 年 
(百萬美元） 

2002 年 
(百萬美元） 

成長率 
(%) 

100 +             846 1,160 37.1 

10 - 100             416 460 10.8 

10>             150           169 12.4 
資料來源：郭秀琪，美國銀行搶占保險市場大豐收，Advisers 財務顧問，第167期，第46 – 48頁。 

 
表 2-9 美國各資產規模銀行之保險業務與投資商品收益比 

資產額 
(億美元) 

保險收入 
(萬美元） 

投資性收益 
(萬美元） 

比值 
(%) 

10 - 100          4,608
 

2,816 +63.7 

5 - 10          433 
 

405 +7.0 

1 - 3            579 
 

453 +28.0 

1>            371
 

123 +300.0 
資料來源：郭秀琪，美國銀行搶占保險市場大豐收，Advisers 財務顧問，第167期，第46 – 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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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直接利益之外，對於美國銀行而言，經營保險業務更可以增進與維

護客戶忠誠度。美國銀行對於經營保險的興趣，已經從高利潤交易項

目轉為客戶關係的價值。由於保險商品尤其壽險多為長期交易，可以

為銀行建立與客戶更深遠的關係，客戶不同生命週期及其家庭親人，

對銀行而言都是潛在商機。 

第七節 小結 

綜合以上國外經驗，歸納其經營銀行保險之成功關鍵要素如下： 
 

一、選擇正確的合作策略 
 

銀行保險營運方式很多，並無一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從壽險業者角

度，最重要的是確定公司優勢能力所在，憑以選擇正確的合作策略。

並在此策略之下，視合作之銀行不同專業能力如人員管理，通路，銷

售能力，作出最佳選擇。由各國經驗可以看出，視不同時空環境與條

件，從事不同合作方案，更易成功。 
 
二、塑造正確的合作文化 

 
由銀行銷售保險，涉及銀行與保險業者合作與整合，雙方必須創造一

個可以互相合作以進行銀行保險之文化。成功的銀行保險主要關鍵在

於銀行高階主管認同，由上而下支持此一經營理念，以強化雙方人員

投入意願。 在銷售上歐洲經驗顯示應以客戶為導向，業者應將重點
放在客戶關係而非激進的推銷。英國業者甚至禁止行員使用”銷售”
一詞，而要求以服務及理財規劃為出發點23。 
 
三、充分發揮客戶資料庫效能 

 
銀行擁有優質客戶資料，有時甚至為多重資料如存款戶，汽車貸款

戶，信用卡戶等。但是龐大的資料庫並非行銷利器，反而可能是浪費

資源，必須予以區隔。資料庫行銷與資料探勘，可以提升銷售乃至維

繫客戶的效能。 
 

四、建立正確商品組合 
 

                                                 
23卞聖佳譯，歐洲地區銀行行銷保險的成功關鍵因素，再保險資訊，第 138期，第 18 - 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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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一家銀行代理經營保險業務時，會接觸到二十種以上的商品。研

究指出，不超過十種商品便可以滿足 95%的客戶。歐洲銀行所銷售的
保險不過六種； 
1. 抵押貸款養老保險 (Endowment mortgage) 
2. 平準型或遞減型定期險 (Level and/or decreasing term assurance) 
3. 終身壽險 (Whole life) 
4. 定額保費儲蓄計畫 (Regular premium savings plan) 
5. 躉繳保費債券投資 (Single premium investment bond) 
6. 個人退休金 (Personal pension) 

 
以上產品並非必要為銀行量身訂做，對銀行業者而言，商品走向簡單

化，保障型或配合銀行已有之消費借貸與可變動投資業務之保險商

品，便能符合銀行保險需求。 
 
五、增加銷售效率性 

 
多數銀行保險的業務推廣是由銀行行員擔任介紹工作。推廣方式依每

位行員能力，成功率約為 25%至 50%不等。例如英國，業者會要求
理財專員每星期與客戶面談次數至少十二至十六次，如此一位理財專

員可以每年達到五百次機會。以平均每星期三到四件的銷售成績計

算，可以達到每年一百五十件以上，比傳統代理人每星期一至二件高

出許多。歐洲銀行行員銷售保險另有獎金，如為專業理財顧問則更

高。有效運用獎金激勵行員達到更高銷售效率，則為從事銀行保險的

課題。 
 
六、整合行銷通路 
 
保險業者從事銀行保險時，如同時進行多家銀行合作而未考慮整合以

避免通路衝突，往往招致銀行，原有經紀人或本身業務體系反彈24。

另一方面銀行如與不同保險業者往來，應小心處理合作關係，否則會

導致客戶乃至行員無所適從。事先整合所有行銷通路及規劃市場區隔

可以預先避免問題發生。 
 

                                                 
24唐正平，我國銀行跨足保險業務未來趨勢之研究，彰銀資料，第 49卷第 7期，第 4 – 18頁，2000年 7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