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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險仲介人於銀行保險之運用 
 
世界各國保險行銷體系雖不盡相同，均可大略區別為直接行銷及間接

行銷兩種；以美、英、日三國為例，美國及英國為保險代理人、經紀

人及直接行銷並行制，其中美國以保險代理人為主；英國以保險經紀

人為主；日本採行保險代理人及業務員之直接行銷制度；台灣則是

直、間銷並行制； 由於國際環境因素之改變，在ＷＴＯ入會之衝擊
下，保險市場形成顧客導向時代，加上資訊科技進步，形成商品多樣

化，行銷朝多元化發展；保險仲介人行銷方式、行銷品質，在保險業

跨業經營模式下更顯其重要性1。 
 
我國自 1998 年起保險業全面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範圍後，壽險公司
直接招攬體系之勞動成本增加，已是不爭事實2。間接招攬體系中之

保險仲介人適可降低保險業之招攬成本，其中保險代理人更較經紀人

易與保險業者合作，因此保險代理人逐漸受到重視。 
 
我國目前除金控公司之集團內部交叉行銷之外，對於非屬同一集團之

壽險業者或銀行，法規上尚須透過仲介人來經營銀行保險。因此，銀

行保險通路中的仲介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現行銀行保險經
營業務中，由於銀行考量現實上透過特定仲介人不但需另付佣金費

用，且不易掌控業務，加以成立仲介人投資不高，因此銀行紛紛成立

保險代理人，即通稱之銀行保代。 對壽險業者而言，銀行保代之營
運良窳遂對經營銀行保險形成關鍵成功因素。 

第一節  定義與職能 

一、保險代理人 
 
保險法第八條：「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根據保險契約或授權書，

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由此定義可知，保險代

理人係以立於保險人之立場代為經營業務。 
 

代理人之職能，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之規定，與保險人授權之程

度，而有所差異，其間之差異相當廣泛。有些代理人得到保險公司之

充分授權，幾可完全代理保險人行使其職權，而有些代理人卻只能行

                                                 
1潘傳倩，兩岸保險輔助人監理制度之比較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系，2001年。 
2初淑珍，勞基法對人身保險業外勤人員管理成本之衝擊，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200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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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部分職能。代理人與保險業簽訂之契約須以書面行之，所代理經營

之業務通常包括開發業務與行政服務，如下列： 
 

1. 招攬與接洽業務 。 
2. 授權代為收取與轉交保險費。 
3. 代理簽發保單。 
4. 契約內容變更之批改。 
5. 經授權辦理理賠業務。 
 
銀行保代的作業流程如圖 4-1所示。 
 
此外，保險代理人尚提供其他附屬服務如提供客戶有關危險分析之服

務與諮詢服務、客戶疑難問題之解答等3。 
 

代理人依所代理保險公司家數，可分為專屬代理人與普通代理人： 
1. 專屬代理即一家代理人公司只代理一家保險公司，銷售一家保險
公司之產品，通常保險公司會給予較高之佣金，業務集中，其所

銷售之產品較缺乏變化，較不具競爭力。相對保險公司有較大的

控制權。 
2. 普通代理即一家代理人公司代理並銷售許多家保險公司之產品，
其所收到之代理佣金較低，但由於可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之商品，

較具競爭力。也相對較不受到保險公司之控制4。 

                                                 
3賴一豪，銀行保代之研究 – 專屬代理與普通代理之策略選擇，淡江大學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2002
年。 
4 同前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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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銀行保代業務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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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經紀人 
 
保險法第九條：「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保險人利益，代向

保險人洽定保險契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金之人。」保險經紀

人係代表要保人向保險公司購買保險，向保險業支領佣金之人，穿梭

於保險人與消費者間，負責招攬客戶，提供技術性服務。保險經紀人

通常具獨立超然地位，自負盈虧，於招攬業務過程，通常依客戶個別

情況，規劃適合之保障，提供危險管理之評估和諮詢服務。 
 

三、仲介人之監理 
 
保險仲介人在監理上係依據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管

轄。由於管理上的重重問題，保險司正研擬修改此管理規則，使得三

種仲介人區分與管理更加明確。 

第二節  業務概況 

2001年底以公司組織型態經營之保險仲介人，計本國業者為 778家，
外國保險仲介人在台分公司 7家，其中保險代理人共 386家，均為本
國公司，財產保險代理人為 273家，其中由銀行業轉投資設立者計有
16 家。而人身保險代理人為 113 家，其中由銀行業轉投資設立者計
有 23家。保險經紀人中本國業者計 303家，包含財產保險經紀人 98
家及人身保險經紀人 205家，其中由銀行轉投資設立者 1家，銀行成
立保險經紀人專部經營者 8家5。 
 
表 4-1 2001年底本國保險仲介人家數統計 

項目 家數 項目 家數 

保險代理人 386 保險經紀人 303

  - 人身保險 113   - 人身保險 205

     銀行轉投資 23      銀行轉投資 0

  - 財產保險 273   - 財產保險 98

     銀行轉投資 16      銀行轉投資 9
資料來源：財政部保險司網站。 

 

                                                 
5財政部保險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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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保險仲介人公（協）會彙報之保險仲介人業務統計報表，2001
年保險代理人之代理費收入計 11,146 百萬元，其中財產保險代理人
8,314百萬元，人身保險代理人 2,832百萬元，較 2000年代理費收入
6,632百萬元增加 68.06%；2001年保險代理人簽單保費收入計 81,110
百萬元，其中財產保險代理人 74,320百萬元，人身保險代理人 6,780
百萬元，保險代理人在人身保險市場為 3.85%，較 2000 年之市場占
有率減少及 0.8%。 
 
表 4 - 2 人身保險代理人業務統計 
年度 代理人

家數 
(家) 

代理人簽單

保費收入

（百萬元） 

人身保險

業初年度

保費收入

(百萬元) 

市場佔

有率 
(%) 

代理費收入

（百萬元）

1997 93 2,602.7 113,026 2.03 1,231.0

1998 102 4,419.6 127,810 3.46 1,691.0

1999 118 5,513.6 128,284 4.30 1,933.6

2000 129 6,686.9 143,812 4.65 2,225.5

2001 120 6,780.1 176,227 3.85 2,832.1
資料來源：財政部保險司，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001 年保險經紀人佣金收入計 4,266 百萬元，其中財產保險經紀人
1,026百萬元，人身保險經紀人 3,239百萬元，較 2000年佣金收入 4,072
百萬元增加 4.76%。2001 年保險經紀人簽單保費收入計 17,302 百萬
元，其中財產保險經紀人 11,038百萬元，人身保險經紀人 6,264百萬
元，保險經紀人在財產保險市場占有率為 12.15%，在人身保險市場
為 3.55%，較 2000年市場占有率各減少 0.05%及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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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人身保險經紀人業務統計 
年度 經紀人

家數 
(家) 

經紀人簽單

保費收入

（百萬元） 

人身保險

業初年度

保費收入

(百萬元) 

市場佔有

率 (%) 
佣金收入

（百萬

元） 

1997 230 2,538.0 113,026 2.25 1,399.8 

1998 237 3,995.4 127,810 3.13 2,064.3 

1999 256 5,594.8 128,284 4.36 2,720.7 

2000 261 6,023.2 143,812 4.19 3,084.9 

2001 271 6,264.1 176,227 3.55 3,239.2 
資料來源：1. 財政部保險司。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根據財政部保險司統計，截至 2002 年底之業務，我國壽險業之初年
度保費收入達新台幣 1,726億元，其中來自保險代理人部分所佔比例
僅達 3.85%，來自經紀人部分也僅占 3.55%。由於國內多數壽險公司
尚以直接業務員體系為主，仲介人制度並不如國外例如英國體系發

達。 
 
表 4-4 銀行業轉資保險仲介人公司 
銀 行 業 轉投資壽險仲介人 轉投資產險仲介人 

上海銀行 上銀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上銀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大眾銀行 眾銀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眾銀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中國國際商銀 中銀保險代理人公司 - 
中國信託銀行 中信保險經紀人公司 中信保險經紀人公司 
中華商銀 中華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中華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日盛銀行 日盛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日盛產物保險代理人公司 
世華銀行 世華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世華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台中銀行 台中銀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台中銀財產保險代理人公

司 
台北國際銀行 台北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台北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台北銀行 北銀人身保險代理公司 北銀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台新銀行 台新保險代理公司 台新財產保險代理公司 
台灣美國運通銀行 台灣美國運通保險代理人公司 台灣美國運通產物保險代

理人公司 
玉山銀行 玉山保險代理人公司 -  
安泰銀行 金安泰保險代理人公司 - 



 -  - 70

花旗銀行 花旗保險代理公司 花旗產物保險代理人公司 
建華銀行 建華人壽保險代理人公司 建華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國泰銀行 國泰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國泰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第一銀行 第一保險代理人公司 - 
富邦銀行 富銀保險代理人公司 富邦保險代理人公司 
復華銀行 復華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復華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荷蘭銀行 荷銀保險經紀人 荷銀保險經紀人 
華南銀行 華銀保險代理人公司 - 
陽信、板信、華泰、

三信、聯信等銀行 
銀聯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 

新竹國際商銀 新竹保險代理公司 竹塹保險代理公司 
萬通銀行 萬銀保險代理人公司 萬銀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誠泰銀行 誠泰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誠泰財產保險代理人公司 
農民銀行 國民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 
彰化銀行 彰銀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 
遠東銀行 遠銀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 - 
聯邦銀行 聯邦保險經紀人 聯邦保險代理人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保險仲介人於銀行保險之功能 

早期受限於法規與實收資本額之規定，銀行業大多採策略聯盟之方式

兼營保險業務，如信用卡保險、住宅火險、強制汽車保險等業務。隨

著我國法令逐漸放寬，我國之銀行業者逐漸採投資保險經紀人與代理

人之方式跨入保險業務。根據附表，目前銀行轉投資之人身保險代理

人共計30家，財產保險代理人共計22家。我國之銀行，大多是成立兩
家保險代理人公司，分別經營產、壽險業務，而少部分銀行則只成立

人身保險代理人公司，但還未有只單獨成立產險代理人公司之情形6。 
 
一、產銷分工的三方合作 

 
銀行保險的經營模式為保險公司經過銀行所成立之保險代理人 (以
下簡稱銀行保代)，將產品銷售給銀行客戶，而銀行則從中收取佣金。
對於保險公司而言，與銀行保代的關係為分工合作的模式。保險公司

負責產品研發、設計與專業核保，理賠，與客戶服務而成為生產商。

銀行保代則扮演行銷仲介角色，透過銀行找尋優質客戶，負責雙方溝

                                                 
6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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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輔導銀行。而銀行則提供客戶名單及理財專員或櫃檯行員行銷功

能，賺取額外佣金。 
 
銀行保代透過銀行銷售所需商品知識訓練，通常依賴壽險公司提供訓

練人力。因此配合的壽險公司需要擁有良好組訓人員。銀行保代並不

負責保險公司所承擔的風險，對銀行保代以及其背後的銀行而言是穩

賺不賠的生意。 
 
下圖說明銀行保險架構下，銀行，保險公司與銀行保代的三者關係7： 
 
圖 4-2 銀行保險架構下之三方合作關係 

 
二、銀行保代的業績 

 
目前國內各壽險公司利用銀行保代通路銷售新保單的比重從 5% 到
60% 不等。不但外商壽險公司因缺乏業務員體系，積極利用銀行保
代通路。本國壽險公司為鎖定銀行定存客戶市場，也相當積極。尤其

未加入金控的壽險公司更是基於搶佔市場先機，不得不跨入銀行通

路。 
 
台新保代 2002年大力推銷躉繳型六年還本商品，保費收入高達 82億
元，以佣金收入計算，可高達 77 億元以上，如此亮麗成績，自然引
起本業業績低迷的銀行高度注目。台新保代 2003 年更積極訂定 100

                                                 
7韓博緯，銀行保險銷售專家，保銷國際文化出版，2002年 12月，第 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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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目標，目前許多壽險業者紛紛爭取台新保代合作，第一季結算已

達到 25億元目標8。 
 
富邦人壽則預估 2003 年銀行通路占新業績三成以上，以集團之金控
子公司的富邦銀行與台北銀行保代為主，銷售投資型保單。台灣人壽

因透過銀行銷售躉繳型商品，金額較高，銀行通路占到新業績 50%
以上。中國人壽因關係企業中國信託銀行消費金融業務蓬勃發展，因

此為中國信託銀行量身訂做壽險理財商品，在中國信託銀行分行銷售

達中國人壽新契約 60% 以上。 
 

三、成功的銀行保代經營方式 
 

雖然銀行保代業績引人注目，但以目前三十家銀行保代來看，能夠成

功的銀行保代仍然屬於少數。以下探討台新保代，大眾保代以及花旗

保代等三家營運成功的保代之經營方式。 
 
台新銀行保代所採取的行銷通路包括直效信函，電話行銷與分行行員

櫃檯行銷，自台新銀行併購大安銀行後分行據點增加至 88 家，已是
新銀行中第一位，僅次於台銀，三商銀等七行庫。台新保代來自關係

銀行的龐大客戶資源，是其主要招攬管道。近 300萬的台新信用卡客
戶及 100萬以上的存款戶便是台新保代最主要客源。在選擇合作保險
公司上，台新保代相當謹慎。目前僅限於新光人壽，紐約人壽，宏利

人壽與蘇黎世人壽等。 
 
大眾保代自 2002 年 3 月起運作，9 個月時間締造了新契約保費收入
10 億元，其中躉繳商品占一半。大眾保代積極策略聯盟對象有統一
安聯，紐約人壽，大都會人壽等。行銷通路以全省分行 100位理財專
員為主。 

 
花旗保代則以傷害險和壽險為主，躉繳型商品不足百分之一，2002
年新契約保費收入超過 4億元。不同於上述保代，花旗保代只與富邦
人壽結盟，暫時不與其他壽險公司合作。花旗過去以直效信函行銷起

家，現已轉移重心至電話行銷與行員。重要客源為花旗信用卡的 130
萬持卡人及約 170萬附卡持有人。由於具有外商銀行靈活行銷手法與
完整信用卡客戶資料庫，回收率相當良好。此外特別是貴賓級存款戶

更為投資型商品或躉繳型商品的潛力市場。 
 

                                                 
8工商時報 2003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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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通路與客戶的差異，使用不同商品策略是保代的成功之道。如直效

信函適用低保費的簡單商品，櫃檯行銷則可運用複雜型的投資保單創

造高業績。銀行客戶注重收益，因此短年期投資型商品適用大多數客

戶，反而躉繳型商品因利率下滑，空間逐漸縮小。 

第四節 創造三贏的銀行保險營銷組合 

銀行保險實為三方合作的關係，如何使三方在互信基礎之下均能得

利，有賴各自以誠實互信為出發點施展所長。本文綜合銀行，保代以

及壽險業者對於互相之間的選擇如下。 
 
一、銀行設立保代之策略選擇 

 
我國銀行受限於法律與成本之考量，大多以間接經營之方式經營。而

代理人制度又可分為獨立代理與專屬代理兩種，其經營方式、經營特

性及對銀行從事保險業有不同影響。 
 
策略選擇上，銀行認為採普通代理方式可以增加銀行之盈餘，適度降

低其成本，且因產品多樣化與行銷通路多元化等效果，可提升服務品

質與企業形象，此外營運風險較低且業務較為單純。因此無論大銀行

較重視經營風險；或小銀行較重視成本之考量，均以普通保險代理人

為出發點9。 
 
二、壽險公司選擇銀行保代 

 
在壽險公司與經紀人代理人是合作關係，但也有利益衝突之處。以銀

行保代為例，銀行投資成立的保代公司，立足點變成由銀行端著眼，

當面臨壽險公司與銀行乃至銀行客戶之間的爭議時，保代公司多半不

能成為壽險公司助力。然而在銀行保險通路，透過銀行保代又是勢在

必行。壽險公司如何評估及選擇銀行保代，從而平衡業務與風險控

管，會是一大課題。 
 
根據保險行銷雜誌對壽險業者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壽險公司選擇經

代公司時，契約品質，保單繼續率與長期經營理念為前三名。顯示經

代公司體質是否良好，能否長期配合經營，是壽險公司最注重的指

標。在此前提之下，經營理念是否與壽險公司契合，經代公司有無全

方位服務思維，對未來發展有無長遠計畫及投資，相對的比業務能力

                                                 
9 同前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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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業務線穩定等項目來的重要10。 
 
表 4 -5 壽險公司選擇與經紀人和代理人公司合作，重視條件排名 
排名 條件 排名 條件 
1 契約品質 7 業務線穩定 
2 保單繼續率 8 經代公司形象 
3 長期經營理念 9 佣金率與獎金多寡 
4 經代公司內部運作控管 10 經濟規模符合支援情況 
5 業務員素質 11 與其他壽險公司合作情況 
6 經代公司教育訓練 12 自家業務員反應 
資料來源：侯受君，優質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司出爐，保險行銷雜誌第 147期，第 36 - 46頁。 
 

表 4 -6 壽險公司選擇與經紀人和代理人公司合作，困難項目排名 
排名 困難 排名 困難 
1 業務員素質難掌握 6 溝通管道不夠流暢 
2 客戶品質難掌控 7 理賠件有問題 
3 契約品質不夠好 8 佣金與獎金難達成共識 
4 行政流程處理問題 9 自家業務體系反彈 
5 理念難契合 10 經代公司與其他同業合作

過於密切 
資料來源：侯受君，優質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司出爐，保險行銷雜誌第 147期，第 36 - 46頁。 

 
在合作過程中，對壽險公司形成困難處主要在於品質控管。由於經代

公司不屬於壽險公司管轄，對於業務員，客戶及契約品質難以掌握，

成為壽險公司最大的困擾。壽險公司亦擔憂此種品質問題是否會影響

保單品質與壽險公司形象。由品質問題延伸的消關問題如行政流程，

理賠等，也是壽險公司相當關心的問題點。經代公司穩健經營與發

展，是否有深耕的企業文化，以及明確的成本觀念是經代公司品質控

管的最大基礎。在近年來壽險環境相對飽和，經代公司經營日益困

難。相對體質不佳的經代公司難免遭到淘汰。 
 
銀行保代雖然擁有背後母公司銀行體系支援，但是同樣會受到壽險公

司評估與選擇。業務能力能否配合，對保險產品與銀行乃至整體金融

服務的知識與經營能力，將成為銀行保代的優勝劣敗關鍵。 
 

三、銀行保代對壽險公司之要求 
 

                                                 
10侯受君，優質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司出爐，保險行銷雜誌第 147期，第 36 - 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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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保代選擇與壽險公司合作時，也會有其評估條件。銀行保代與壽

險公司是共存共榮關係，雙方需要互相支援協助。壽險公司需對其充

分授權，一同建立合作機制，才能有長期經營的共識。例如台新保代

認為，篩選良好壽險公司需考量財務健全，信用評等得到認可，後勤

服務周全，並能提供完整教育訓練以及能夠密切配合行政作業如保單

處理與理賠等11。 
 
有鑑於此，壽險公司紛紛增加對銀行保代合作方案以爭取其配合，例

如加強產品或投資新系統。下表列出目前各壽險公司計畫方案一覽。 
 
表 4-7 2003年各壽險公司與銀行保代合作方案 
壽險公司 合作銀行保代

家數 
2002年銀
行保代業

績比重 
(%) 

壽險公司配合方案 

國泰人壽 10家 10 增設銀行通路副總  
新光人壽 20 家 14 發展推出網路版商業夥伴關

係管理系統 
南山人壽 約 4家 5 – 6 新設行銷公司專供銀行通路 
台灣人壽 16家 50 具有特色之商品設計 
中國人壽 1 (中國信託銀行) 60 量身訂做專屬理財商品 
富邦人壽 5 – 6 家(以台北銀

行，富邦銀行為主)
30 以優良品牌取勝 

蘇黎世人壽 13 家 66 優良商品及服務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2003年 4月 17日。 

第五節 保險仲介人於銀行保險之問題 

一、仲介人既有問題 
 

我國保險仲介人受限於資本與規模，先天上便較壽險業或銀行業處於

弱勢。進入銀行保險通路時，雖則有銀行投資與銀行客源，不需另行

投入經費開發業務，但是仍有下列問題： 
 
1. 人力資源管理：保代相對於壽險業或銀行業知名度不高，不易吸
引優秀人才。 

2. 資訊管理：同業普遍電腦設備不足，無法作資訊交換管理；難以
達到自律性。 

                                                 
11 同前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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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理單位輔導：就監理單位輔導上，保險仲介人的困難為； 
(1). 對專業保險仲介人的宣導不足，無法提升消費大眾對保險仲
介人之認知。 

(2). 行政監理隨市場機制而定，未能落實制度與實務面之配合。 
(3). 對於仲介人教育訓練要求僅限於申請領證、換證，未能進一
步提升保險仲介人專業水準。 

(4). 應引進歐美等國倡導產銷分離作法，行銷管道本土化、複雜
化，不易達到“規模經濟”及“效率經營”。 

(5). 保險仲介人會員透過公（協）會表達之意見不受重視，無歸
屬感及被認同感。 

 
4. 保險業不認同：保險業以業績掛帥，保險經、代人不易獲得保險
業認同。 

 
二、通路寡占 

 
當國內銀行保代樂觀預期未來業績之際，壽險業者不免擔心銀行保代

通路是否會成為另一個有如車商保代的寡占通路。畢竟優質銀行通路

有限，當壽險業者紛紛搶進之際，銀行保代握有買方優勢，加上壽險

業者競價以求，使得銀行通路成為寡占市場。 
 
銀行代銷保險的大量興起，除了對壽險業者之原有業務體系造成衝

擊，也影響到專業保代系統既有業務。尤其對於擁有龐大業務員體系

的壽險業者，如何分配原有資源，設計專為銀行保代打造之商品，以

及佣金率等，往往會引來業務體系反彈。 
 

短期內銀行保險與壽險業者業務體系及專業保代管道，在險種、專業

規劃、售後服務上，仍以差異化來區隔。例如銀行人員兼賣的保險，

多以單純的意外險、防癌險及短年期還本險為主，強調每月保費支出

明確，保障範圍單純。至於規劃較複雜的個人或家庭全方位保險與節

稅等保險組合，還是經由專業程度較高的壽險人員銷售。 
 
三、佣金制度 

 
不同於一般壽險界給予業務員佣金成數大致有一定成規，目前銀行保

代要求佣金成數並不統一。保代如擁有良質客戶基礎與成功銷售經

驗，要求首年佣金可能高達九成，比起傳統業務員更高。雖然保代多

半不收取續年保費佣金，但保險公司付出佣金之後，尚須負擔理賠風

險，售後服務與續期脫退率的損失，儘管提高了業績，並不能增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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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此方面，主管機關並不傾向以立法限制，但鼓勵業者與保代以

協商方式達成長期合作關係。 
 

四、產品設計 
 

2002 年壽險業新契約業績創下二千六百億元，其中六年期躉繳型商
品占一千多億元。躉繳保單以銀行通路銷售最多，例如富邦人壽保費

收入六十億元中以銀行通路占四十億元。國人偏好產品以投資型保單

與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為主，多為保本保息產品。在低利率時代，對

於銀行通路的銀行而言，本來就面對資金去化不易的困難，銷售此類

保單，不但有佣金收入，後期並無風險，更可維護原有客戶，還可避

免存款資金累積問題。 
 
表 4–8 2002年各銀行保代業務概況 
銀行保代名稱 2002年保

費收入（億

元） 

2002年主力商品 主要銷售人員 

台新 80 躉繳型儲蓄壽險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中信銀 76 躉繳型儲蓄壽險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華南 65 躉繳型儲蓄壽險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富邦 45 躉繳型儲蓄壽險，投資型

保險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北銀 25 躉繳型儲蓄壽險，5 - 7年
期儲蓄壽險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建華 30 躉繳型儲蓄壽險，5 - 7年
期儲蓄壽險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彰銀 20  - 櫃檯行員 

一銀 15 - 20  - 全行理財專員與櫃檯行員

五銀聯盟 20 - 25  -  - 

中華銀 10 - 15 躉繳型儲蓄壽險，5 - 7年
期儲蓄壽險 

50 - 80名理財專員 

遠東銀 10 躉繳型儲蓄壽險，5 - 7年
期儲蓄壽險 

櫃檯行員 20%，電話行銷
80% 

註：一銀保代於 2002年 3月成立。 
資料來源：梁夏怡，保險大舉進駐貴賓理財中心，Advisers  財務顧問，167期，第 26 - 29頁。 

 
然而對於壽險業者而言，此類產品設計可謂雙面刃。產品如果為高保

費高保證如躉繳保證還本型產品，銀行保代容易快速得到高佣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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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有較高推銷意願。但這些保單為求取較低保費，預定利率通常

設定在市場較高值。以 2002 年保單為例，預定利率有百分之四至五
者。銷售短年期高利率且保證還本之躉繳產品，對保代有利但對壽險

業者造成資金運用收益率不足及將來保證還本的給付壓力。 
 
然而壽險業者如果充分反映市場利率走向，商品價格將節節高升，便

會面臨產品銷售不易的壓力。銀行保代以買方市場姿態，對於急於進

入銀行保險通路的壽險業者有精挑細選與議價空間，例如要求較高佣

金及其他配合行銷活動，對壽險業者仍然有獲利的壓力。 
 
五、責任歸屬 
 
壽險業通過銀行通路銷售壽險產品，不論產品，服務與後續風險均由

壽險業者承擔。但某些銀行保代展現強勢作風，在行銷活動中全權主

導，結果難免喧賓奪主之嫌。由於行銷壽險產品相較一般消費商品更

須高度專業知識，銀行保代在宣導上如不與壽險公司相互合作，是否

能對消費者作完善溝通，不無疑問。而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是否得

到充分揭露，對於將來責任歸屬是否充分了解，更值得注意。。 

第六節 小結 

保險仲介人對於壽險公司究竟是正面增益或是另一個雞肋，實在值得

壽險公司深思。依據法規，保險代理公司原本應位於代理經營保險公

司業務的地位。然而面臨壽險市場激烈競爭獲利不易的困境中，由銀

行轉投資成立之保險代理公司反而站在銀行面而對壽險公司予取予

求，不僅佣金收入，促銷活動辦法，產品設計，甚或對客戶服務乃至

理賠程序均予置喙。壽險公司付出佣金之餘，在營運上是否有核保風

險，產品定價風險，理賠控管風險，則銀行保代抑或並不專業，或並

不關心。 
 
解決保險通路寡占，是主管機關與業者學界共同關心課題。主管機關

認為可進行之方向為12： 
1. 修改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訂定對經紀人或代理人的罰則，但如何
定義明顯違法行為，似乎仍有其困難。 

2. 由保險業者自律，對於佣金支付加以控制。但屈於通路寡占的事
實，業者是否能自律，其實仍是很大問題。 

3. 加強教育宣導，使保戶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這種方式固然為釜
                                                 
12 工商時報，保險行銷通路寡占問題端上檯面，200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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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抽薪之計，但在銀行保險以量取勝的優勢下，可能緩不濟急。 
 
財政部已於 2003年 4月公告”銀行、證券、保險等機構合作推廣業務
相關規範草案”，研擬開放非金控集團之下三種不同金融機構得以申
請兼為他業業務。如此案通過，將朝向金融整合更進一步，勢將壓縮

銀行保代經營空間。 
 
本文以為，保險業者與銀行保代合作上，可以進行的方向為： 
1. 以優良產品與客戶服務為利基，爭取與銀行保代信任以取得對等
雙贏局面，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2. 對於銀行及保代雙管齊下進行教育，使其了解銀行保險所創造的
為長期利益，不能以短期佣金收入為著眼點。 

3. 商品設計方式不能以迅速創造市場佔有率為出發點。例如儲蓄還
本型，躉繳型商品，造成銀行保代傾向短期立即取得高額佣金。

如以長年期支付方式或許較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