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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內在分析與優劣勢分析 

 

透過第肆章對人壽保險產業的分析，除了了解目前國內人壽保險

產業的內外部環境外，本研究也進一步分析壽險產業未來即將面臨的

機會與威脅。接下來，本研究將以國內一家中型壽險公司作為研究對

象，對其實際營運狀況以及其所採用的策略作深入的了解與探討，藉

以歸結出各案公司所擁有的優勢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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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案公司簡介 

 

個案公司是一家資產規模約排行在 20 名左右的中型壽險公司。

該公司成立於民國八十二年，當時適逢政府主管機關對國內壽險公司

全面開放，加上當時壽險市場景氣頗佳，因此，申請設立的壽險業者

相當踴躍。在當時，由於國內共有八家壽險公司順利獲得設立執照，

加上在此之前，國內壽險市場已存在八家壽險公司，因此這些新設立

的壽險公司便在業界被稱為「新八家」，以與過去的「舊八家」有所

區別。 

進入時機對國內壽險業者的獲利來說，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這

是因為在民國 82 年以前，政府對人壽保險公司的申設有相當大的管

制，因此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新的壽險業者加入。在這種情況下，當

時市場是呈現寡占的態勢，加上那時候壽險市場正處於成長階段，因

此握有經營執照幾乎就是獲利的保證，例如目前市場上幾家元老級的

大型壽險公司，像是國泰、南山、新光，就是在這樣競爭程度低，獲

利佳的環境下成長，進而累積了龐大的利潤和在市場上的聲譽。 

然而再看個案公司的設立時間，由於適逢政府對整體人壽保險業

全面開放，因此使得壽險業者迅速提升至將近三十家，使得原先處於

寡占態勢的壽險產業，迅速步入戰國時期。雖然對保戶來說，市場競

爭加劇是個利多消息，但對壽險公司來說，由於競爭所需成本提升，

加上市場遭到瓜分，因而提升經營上的難度。 

相較於產業中幾家成立較早的壽險業者，個案公司由於成立時間

較晚，因此除了保單所能帶來的獲利尚未能完全的展現外，個案公司

也沒有充足的時間來建立具附加價值的品牌形象，因此就進入時間點

來說，個案公司的切入時機是較舊八家壽險公司不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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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成果上，個案公司在歷經十餘年的經營後，目前公司仍處

於虧損的狀態，當中除了前面所談到的市場競爭加劇，以及市場不景

氣等因素的影響外，尚存在許多值得本研究深入探討的地方。因此，

本研究將在後續的章節中，對個案公司進行深度剖析，以了解影響個

案公司經營成果的因素，以期在策略制定階段，尋找到可供個案公司

突破現階段經營困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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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行策略分析 

 

以下本研究將透過事業層級的策略型態構面來探討個案公司目

前的策略型態。 

一、 產品線廣度與特色 

依據保險法規定，人壽保險公司得以經營的產品範圍包括：壽

險、傷害險、醫療險以及年金險。然而在近幾年市場環境不景氣的影

響下，人壽保險市場所販售的商品出現新的變化，像是利變型商品與

投資型商品就是當中最受市場青睞的新成員。 

表 5-1  個案公司經營業務主要之營業比重 

目前個案公司的產品線仍主要以傳統壽險商品為主，但在市場趨

勢的影響下，個案公司也推出利變型年金與投資型商品，以 2004 年

的保費收入成績來看，利變型年金就占了九成，可見個案公司對這類

產品的倚重程度相當高。 

相較於市場上的龍頭業者，由於個案公司缺乏品牌形象的正面加

持，因此目前個案公司在產品的設計上，多以較優惠的條件(例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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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利率)作為賣點，以吸引顧客。此外，近來個案公司也積極的整

合所屬集團資源，將更多的服務附加於產品中，以供保戶選擇。 

二、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 

個案公司在傳統險種的部分並沒有做明確的目標客層區隔，理由

是因為銷售人員多是透過關係網絡來尋找新的客源，再透過與客戶面

對面的分析，提供適合客戶的壽險商品。所以在方便銷售人員提供保

戶適合的保單前提下，個案公司以儘量提供完整的產品線來達到上述

目標。 

至於利變型與投資型商品的部份，由於商品的主要利基在提供較

銀行定存利率高的報酬，因此，個案公司將目標市場鎖定在原銀行定

存戶，透過與銀行的合作來達成銷售的目標。 

三、 垂直整合程度 

就壽險產業的價值鏈來看，其可約略可分為保單內容設計、銷

售、售後服務等三個部份，而除少數人壽保險公司外，一般傳統壽險

公司多同時經營這三個部份的業務。 

就個案公司來說，其除了同時進行上述三種業務外，就垂直整合

關係來看，個案公司還與集團中的喪葬禮儀公司具上下游垂直關係。

近來，個案公司為突顯其產品特色，因此開始在其壽險商品裡，加入

喪葬禮儀服務，以供保戶選擇。如果從這個角度來看，個案公司已逐

漸透過結合集團資源來達到垂直整合的效果。 

四、 規模與範疇經濟 

由於壽險公司的營運除了初期的保單銷售外，還涉及後續的售後

服務，因此無論是在人力上，或是電腦系統，都需耗費相當高的固定

成本，因此只要是不超過資訊系統最大負荷的前提下，當公司的業務

量越大，就越能節省成本。但就個案公司來說，由於其業務量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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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固定成本的分攤上，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效果。 

再就範疇經濟來看，由於個案公司並非附屬於任一金控集團，因

此無發享受因金融整合所帶來的成本節省和客戶共享的綜效，因此在

範疇經濟部份，個案公司無法享受到相關的好處。 

五、 地理涵蓋範圍 

目前壽險產業的趨勢之ㄧ，是將營運的觸角延伸到中國大陸，例

如國泰人壽與大陸航空公司共同出資，成立國泰人壽保險有險公司，

並於 2005 年 2 月正式在上海銷售保單。 

目前，個案公司主要的服務範圍涵蓋臺、澎、金、馬等地區，透

過公司直線業務人員及經代的銷售網路，將公司產品推向市場。此

外，在新商品部份，則是加入銀行通路，來幫助產品的銷售。 

六、 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最重要的精神在於其必須是較競爭對手強，且能夠經得

起市場變化的考驗。本研究認為，目前個案公司所擁有最大的競爭優

勢，是在於其所屬集團的主要業務與個案公司間具有上下游關係，而

這樣的關係在目前壽險產業中是幾乎是看不到的。 

由於個案公司目前已越來越重視這個部份的價值，因此，在新產

品的開發上，個案公司已著手整合集團資源，使產品產生更大的附加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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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營績效分析 

 

經營績效是公司決策與執行結果的總和呈現，從經營績效的表現

中，公司當局可以觀察到其是否達到期初所預計的目標，同時透過與

同業，甚至是競爭對手的比較，管理當局可以了解公司所採用策略的

有效性，以及公司的經營效率在產業中所處的相對位置。因此過去即

使常有人詬病公司經營績效僅是過去成果的表現，對公司未來表現的

前瞻性不高，但本研究認為，至少對管理當局來說，公司營績效對公

司在經營上的控制有相當大的幫助。 

一、 營收成長情形 

表 5-2  近四年個案公司損益表資料 

  2001 2002 2003 2004 

項目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營業收入合計 8,216,275 100.00% 8,533,612 100.00% 9,246,740 100.00% 19,774,960 100.00%

營業收入成長率(%) N/A 3.86% 8.36% 113.86% 

營業成本合計 -7,905,131 -96.21% -8,172,161 -95.76% -8,772,213 -94.87% -19,632,200 -99.28%

營業毛利(毛損) 311,144 3.79% 361,451 4.24% 474,527 5.13% 142,760 0.72%

營業毛利成長率(%) N/A 16.17% 31.28% -69.92% 

營業費用合計 -625,878 -7.62% -514,187 -6.03% -429,972 -4.65% -448,319 -2.27%

營業利益(損失) -314,734 -3.83% -152,736 -1.79% -44,555 -0.48% -305,559 -1.55%

營業外收入合計 27,826 0.34% 9,443 0.11% 9,223 0.10% 34,507 0.17%

營業外費用合計 -2,874 -0.03% -1,464 -0.02% -28,081 -0.30% -2,249 -0.01%

本期稅後純益(純損) -289,782 -3.53% -144,757 -1.70% 25,697 0.28% -279,996 -1.42%

每股盈餘(元) -0.97  -0.44  0.08  -0.81  

表 5-2 為個案公司近四年的損益分析表，從資料中可以發現，個

案在 2004 年的營業收入較過去成長許多，成長率高達 113.86%，根

據了解，2004 年的收入主要是來自利變型年金險，其比重約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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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收入的九成。但在看到公司的營業毛利率，以及營業毛利成長率

時可以發現，個案公司在這兩個數字上都呈現衰退的狀況，特別是在

營業毛利成長率的部份，更是呈現負值，達-69.92%，在觀察公司 2004

年度的損益表後發現，造成如此大幅度衰退的主因，是由於提存保費

準備的大幅攀升，其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從 2003 年的 58.56%，提升到

2004 年的 82%，之間的差距高達 23.44%。由於公司營業成本的大幅

攀升，因此使得個案公司於 2003 年出現的正每股盈餘，又再度急轉

直下。 

二、 財務比率分析 

除了對個案公司近年的損益表現進行分析外，接下來，本研究將

以財務比例為工具，比較個案公司與規模相當的配對公司在經營效率

上的表現，而分析的財務比例構面依序為財務結構、償債能力、經營

能力與獲利能力等。 

(一) 財務結構 

從財務結構比率來看，無論是個案公司或是配對公司，其負債

占資產的比重都逐年提升。此外，比較個案公司與配對公司的財務

結構後可以發現，個案公司無論在負債占資產比，或是長期負債占

資產比，都較配對公司低。 

表 5-3  負債占資產比例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86.39 94.31 94.58 95.23 98.25 

配對公司

（宏泰） 

88.54 97.43 93.99 97.21 97.56 

說明:負債占資產比例＝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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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長期負債占資產比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66.02 78.87 84.03 87.27 93.92 

配對公司 78.50 87.02 84.10 86.72 90.98 

說明：長期負債占資產比率＝(壽險責任準備金＋存入再保責任準備金)/資產總

額 

(二) 償債能力 

個案公司除了在 2004 年的流動比例上呈現較佳的償債能例

外，其餘時間，個案公司無論是流動比例或是速動比例均較配對公

司低。 

表 5-5  流動比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532.41 691.38 742.25 822.68 2,335.37 

配對公司 2,591.20 4,197.87 1,574.89 978.96 1,558.91 

說明：流動比率＝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表 5-6  速動比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522.98 682.03 512.26 509.25 1,440.45 

配對公司 2,583.47 4,024.54 1,549.85 943.28 1,514.56 

說明：速動比率＝(銀行存款＋有價證券＋應收保費＋應收票據)/流動負債 

(三) 經營能力 

1. 新契約費用率 

由於承保費用支出包含承保費用以及佣金支出，因此從新契

約費用率可以看出，一份新契約之生產效率，即每一元新契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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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收入需花費多少承保費用支出，當此一比率值越小，代表承保

費用越節省，其運用效率越高。 

從表 5-7 的資料中可以看出，個案公司在新契約費用率指標

上，都較配對公司高，但在 2004 年，個案公司卻下跌至 7.5%，

這應是與個案公司所主要販售的商品類型有相當大的關係。 

表 5-7  新契約費用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60.40 85.30 51.00 55.00 75.00 

配對公司 34.96 50.43 16.17 42.87 79.79 

說明：新契約費用/新契約保費收入 

2. 保費收入變動率 

從表 5-8 可以看到，除 2002 與 2003 外，個案公司的保費收

入都有大幅且正面的成長，且相較之下，配對公司歷年的成長幅

度多較個案公司低 (2002 年除外)。 

表 5-8  保費收入變動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66.03 50.49 0.02 3.91 143.55 

配對公司 7.52 10.03 82.70 -12.97 29.95 

說明：(本期累計保費收入－前一年度同期累計保費收入)/前一年度同期累計保

費收入 

3. 資金運用比率 

從表 5-9 可以看出無論是個案公司或是配對公司，其資金運

用比率均超過九成。此外，除 2001 年配對公司的資金運用比率

較低外，其餘時間均較個案公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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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資金運用比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80.45 94.15 94.61 95.24 96.96 

配對公司 97.63 91.21 98.71 98.94 98.84 

說明：資金運用比率＝資金運用總額/(各項責任準備金＋業主權益) 

4. 繼續率 

由於高比例的佣金及初期高額的承保費用支出，造成新契約

簽訂的前幾年，保險收入不足以支付費用支出，進而產生虧損的

現象，這些損失必須仰賴後面的收入來彌補，亦即保險契約的簽

訂必須等待一段時間後，方可達到損益平衡，再來才有利潤可

言。所以保戶若在契約簽訂的前幾年終止契約(退保)，可能使得

該份契約不賺反賠，對保險公司的影響極大。因此該指標除了顯

示出壽險公司保有現有顧客的能力外，也可以進一步了解保險公

司的保險服務品質。 

從表 5-10 與 5-11 的資料中可以看到，個案公司在保有現有

客戶的能力上均較配對公司高，因此本研究推論個案公司在保險

服務品質上，較配對公司好。 

表 5-10  繼續率(13 個月)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79.42 84.60 79.06 78.26 82.05 

配對公司 33.50 78.80 74.80 73.28 81.50 

說明：繼續率＝PRy＝BFx＋y/NB＇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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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繼續率(25 個月)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74.00 73.63 74.60 73.19 73.00 

配對公司 52.30 24.80 72.00 45.50 63.14 

說明：公式參考表 5-10 公式。 

(四) 獲利能力 

1. 資金運用收益率 

從資金運用收益率來看，除 2001 年外，個案公司均較配對

公司高，顯示個案公司在資產配置的能力上較配對公司佳。 

表 5-12  資金運用收益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0.96 5.05 3.97 6.10 4.62 

配對公司 -3.36 5.68 0.11 5.32 4.02 

說明：資金運用收益率＝2×本期投資收益/(前期期末可運用資金＋本期期末可運

用資金－投資收益) 

2. 資產報酬率 

觀察表 5-13 的資產報酬率可以發現，個案公司和配對公司

的資產運用效率幾乎都呈現成長的狀況。然而，個案公司的資產

報酬率於 2003 年出現正值之後，於 2004 年又再度下滑，成為負

值。 

表 5-13  資產報酬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11.30 -3.81 -1.25 0.19 -1.10 

配對公司 -10.58 -7.48 -7.24 -2.21 -2.20 

說明：資產報酬率＝[稅後損益＋利息費用×(1－稅率)]/平均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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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東權益報酬率 

表 5-14 為股東權益報酬率，從表中的資料可以發現個案公

司的股東權益報酬率均較配對公司佳，且呈現逐漸提升的情況，

然而在 2004 年，個案公司的股東權益報酬率卻又再度下滑，成

為-39.33%。 

表 5-14  股東權益報酬率             單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59.07 -44.08 -23.35 3.26 -39.33 

配對公司 N/A -114.77 -153.67 -52.49 -84.88 

說明：股東權益報酬率＝稅後損益/平均股東權益淨額 

4. 每股盈餘 

表 5-15 為每股盈餘，從下表資料中可以看出個案公司均較

配對公司賺錢，且除 2004 年外，都是呈現逐漸上升的狀態。 

表 5-15  每股盈餘               單位：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個案公司 -1.94 -0.97 -0.44 0.08 -0.81 

配對公司 -3.47 -4.83 -6.21 -3.28 -3.60 

說明：每股盈餘＝(稅後淨利－特別股股利)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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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杜邦分析 

本研究運用杜邦分析圖將個案公司的財務資料與以拆解，以了解

財務數字之間的關聯，綜合之前的分析與以下杜邦圖的結果可以發

現，個案公司雖然產生相當高的營業收入，但由於公司的總成本過

高，因而使得公司的稅後純益出現負值，所以個案公司未來應對公司

營收成本與以控制，以避免 2004 年的情況再度發生。 

 
 
 
 
 
 
 
 
 
 
 
 
 
 
 
 
 
 
 
 
 
 
 
 

圖 5-1  杜邦分析圖 

說明：杜邦分析圖中的資產項目是採用年平均值的概念計算，而損益部分的資料

則是用當年度年底資料。 

股東權益報酬率 

-39.33%

資產報酬率 

-1.11% 
權益乘數 

35.47

純益率 

-1.42% 
資產週轉率 

0.78 

稅後純益 

-279,996,282 
營業收入 

19,774,960,256
營業收入 

19,774,960,256
資產總額 

25,251,080,000

營業收入 

19,774,960,256 
總成本 

20,054,956,538
放款 

3,852,036,000 
長期投資 

9,978,036,000

無形資產 

236,000
固定投資 

193,516,000
營業成本 

19,632,199,949 
稅 

6,694,670

營業費用 

448,319,262 
業外收支 

-32,257,343
其他資產 

1,081,049,000 
流動資產 

10,146,207,000



 89

第四節 組織及管理政策分析 

 

一、 經營哲學 

由於公司經營的理念多會反映在其對自己的期許與對未來的使

命當中，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對個案公司經營使命的分析，來了解其

經營哲學。 

以下是個案公司經營使命的內容：  

1. 成為最有愛與關懷的公司 

2. 成為最具客戶導向、全生涯的保險公司 

3. 成為最穩健、最有效能的保險公司 

4. 實現員工即股東的理念 

5. 塑造學習型組織 

綜合上述個案公司對其本身所提出的遠景，本研究認為個案公司

的經營哲學是以人的感受作為經營壽險業務的根本方針，希望透過客

戶導向以及全生涯的概念來提供商品與服務，讓所有的人可以真正感

受到愛與關懷。為達成此一目的，個案公司須以優質的人才以及好的

企業體質作為根基，就人才的部份，個案公司需是好的人才為公司的

瑰寶，以對待公司股東的方式來對待公司股東，使其能依起分享公司

經營的成果；就企業體質的部份，公司經營者必須以不斷提升經營效

率來面對市場的挑戰，而這除了需要公司全體員工有這樣的共同意識

外，更需要將公司塑造成學習型組織，如此方能讓公司不斷提升，並

且完成以人為本，讓所有人感受到愛與關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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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 

(一) 主要組織結構 

目前個案公司是以功能別做為架構組織的基本型態，就功能來

分類，大致可劃分為業務單位與幕僚單位。其中，幕僚單位包含壽

險公司的產品企劃、後端服務系統，以及財務部和專司資金運用投

資部；而業務單位則主要掌管產品的銷售以及代理人經紀公司業務

的維持(圖 5-2)。 

(二) 部門間的協調聯繫 

對壽險公司來說，商品的設計除了要顧及市場的需求外，而且

還要兼顧到公司是否能夠承擔商品本身所提供的條件(例如保單所

提供的預定利率)。因此，個案公司為顧及三者間的平衡，所以除

了企劃部與業務部有定期的溝通機會外，公司投資部也定期與商品

企劃部門進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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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個案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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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權結構 

從表 5-16 可以觀察到，目前個案公司的股權集中程度相當高，

且主要集中於法人手中，其總持股比例高達 87.90%，對個案公司來

說，高度集中的股權結構下，由於沒有過多分歧意見的干擾，所以管

理階層更能夠貫徹公司使命與經營理念。 

表 5-16 個案公司股權結構 

民國 94 年 5 月 5日 
    股權結構 

  數量 
政府機構 金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人 
合計 

人數 0 0 6 3,583 0 3,589 
持有股數 0 0 304,129,700 41,870,300 0 346,000,000
持股比例 0 0 87.90% 12.10% 0 100% 

四、 人力資源策略 

表 5-17 為個案公司的人力資源相關資料，從以下的數據可以得

知，個案公司於 2005 年起，開始大幅提升公司的員工數量，且成長

數量已超過 2004 年的一倍，顯示公司目前正朝積極成長的方向邁

進。此外，從平均年齡、服務年資以及學歷分佈來看，個案公司主要

以資歷深且學歷較高的人才做為延攬的對象。 

表 5-17  個案公司人力資源資料 

年度 91 年度 92 年度 93 年度 94 年度(~5/5)

內勤 337 266 264 530 
外勤 321 225 145 370 

員工

人數 
合計 658 491 409 900 

平均年歲 35.9 34.9 34.6 36.9 
平均服務年資 3.32 5 5 5.6 

博士 - 0.20% - - 
碩士 1.50% 2.30% 2.70 3.20 
大專 53.00% 55.00% 56.60 64.30 
高中 42.00% 38.80% 37.20 29.6 

學歷

分佈

比率 

高中以下 3.50% 3.70% 3.4 2.90 



 93

五、 財務策略 

(一) 融資策略 

由於個案公司目前並未上市上櫃，因此除了保費收入外，個案

公司的另一個資金來源是公司的原股東。近來，由於壽險業主管機

關財政部對壽險公司風險控管的要求日趨嚴格，以及 RBC 制度的施

行，因此個案公司在逐年虧損的情況下，個案公司將因為融資管道

受到侷限以及公司原股東的資金有限，因而為個案公司帶來更大的

經濟壓力。 

(二) 投資策略 

人壽保險公司除販賣保險契約及後續的理賠服務外，另一個重

要的價值活動便是妥善利用其所收取的保費，將這些資金作妥善的

投資配置，以賺取足夠的報酬來履行各項給付義務和為公司股東賺

錢。 

為控制投資的風險，使公司營運更加穩健，因此，個案公司將

大部分的保費收入投入到固定收益工具上，而投入到風險資產中的

資金則相對較少。但在 2004 年，由於個案公司對政局作出大膽的

假設，因而投入高比例的資金在風險性資產中，此舉雖有機會讓公

司賺取高額的報酬，但也讓公司承受較高的風險。結果，由於選舉

結果不如預期，因此使公司承擔大量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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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策略困擾分析 

 

在了解個案公司目前所面臨的處境，以及其所採用的經營策略

後，接下來本研究將要針對個案公司進行策略困擾分析，以了解個案

公司在經營上所面臨的困境，藉此，本研究方可在後續的策略制定

中，針對這些問題點，逐一解決。 

一、 市場利率低迷，對個案公司衝擊大 

近幾年來，在央行政策的引領下，市場的利率不斷下滑，這對整

體壽險也者帶來了相當大的衝擊，首先是在壽險商品的銷售方面，由

於市場利率下滑，進而使得壽險產品的預定利率不得不往下走，而這

隱含了現在壽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比較貴，因此市場的需求也就跟著

下滑，即使目前人壽保險市場仍在成長，但在上述壓力下，壽險市場

的成長幅度已不如過去。 

利率走低為壽險產業帶來的第二個衝擊是投資報酬率下降。壽險

業者的獲利除了來自保單的銷售外，第二個來源就是將取得的資金轉

作其他投資所獲取的報酬。雖然報酬越高，越能為壽險公司帶來報

酬，但在風險的考量下，壽險公司必須將大部分的資產放在固定收益

工具上，因此利率走低對壽險公司來說，自然造成相當大的獲利壓

力。雖然國內主管當局於業界的反應下，逐步開放壽險公司的海外投

資比重，但由於比重不高，加上壽險公司須承擔海外投資所帶來的匯

率風險，因此利差損的問題仍有待解決。 

上述低投資報酬率除直接影響公司的獲利能力外，也將間接影響

公司壽險商品的販售，這是因為保單的預定利率必須有公司的投資報

酬作為支持，因此當壽險公司的投資部門無法賺取足夠的報酬時，公

司便無法推出具競爭力的保單，因為勉強呼應市場需求而推出不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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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利潤的保單產品時，公司將會面臨更大的虧損。 

二、 RBC 對個案公司帶來經營壓力 

在降低國內壽險公司經營風險的考量下，財政部於 2003 年起要

求國內壽險業者遵行保險業資本額制度(RBC)，在 RBC 之下，各壽險

公司的資本適足率須達 200%才算符合標準。因此對近來市況不佳，

且持續虧損的壽險業者來說，無非是多了一個沉重的負擔。在此發歸

的要求下，凡無法達到要求比例的公司都必須採行增資，以補足不足

的額度，否則財政部將可能對壽險公司採取接管的動作。 

目前，個案公司由於仍處於連年虧損的狀況(除 2003 年外)，加

上個案公司並未上市或上櫃，因此不斷的增資將為公司高層與公司原

股東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因此如何有效擺脫 RBC 所帶來的經營壓力是

個案公司當前所需解決的問題。 

三、 缺乏品牌效益加持，獲利空間有限 

除少數具特色的壽險商品外，個案公司目前所販售的產品多與市

場主流重疊，由於個案公司的名號並不如其他規模較大、成立時間較

久的壽險公司響亮，因此個案公司如果未能提供保護更佳的服務條件

時(例如高預定利率)，其往往無法獲得市場的青睞。但長此以往，這

些優惠的條件將造成個案公司在成本上的負擔，進而縮小公司的獲利

能力，因此如何能突破形象上的差距，以賺取合理的利潤是個案公司

當前所面臨的策略困擾點之ㄧ。 

四、 缺乏金融事業資源整合的綜效 

目前金融產業最大的趨勢是整合各金融事業(例如銀行、券商、

保險公司)，建立所謂的金融控股公司。此外，近來在主政者的催生

之下，金融控股公司間的整合也逐漸展開。整合金融事業，組成金控

公司的好處是在於透過客戶名單、通路的共享來擴大客群，以及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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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因此對這些身處金控體系下的壽險公司來說，加入金控體

系無疑是增加其在成本上的優勢，並且有更多的機會接觸新的客群。 

目前個案公司並不歸屬於任一家金控公司旗下，因此在實際的營

運上，並無法享受到上面所提到的好處，因此在競爭策略的選擇上，

除了難以採取低成本策略外，在進行目標客群選擇時，有較這些具大

量客戶資料的壽險公司需耗費更多的時間尋找具利基的區塊，因此，

缺乏金融業務整合好處所帶來的困擾是個案公司在進行策略選擇時

將會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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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優劣勢分析 

 

經由前一節對個案公司策略困擾點的分析，本研就可以了解到目

前個案公司所遭逢的策略困擾點為何，接下來，本研究將從個案公司

本身的優劣勢來進行評估，以了解哪些劣勢是造成個案公司策略困擾

的主因，並且也嚐試從公司所具備的優勢當中，尋找突破當前困境的

方法。 

一、 優勢 

(一) 公司規模小，回應環境變動具彈性 

雖然公司規模小，較缺乏規模經濟，但相對而言，也因為規模

小，因此在市場轉變迅速的環境下，轉變所需的成本相對較低。例

如當市場的需求趨於多樣，則規模較小的個案公司可選擇並積極開

發具潛力的市場區塊。或是當公司面臨須進行變革(例如技術提

升、結構轉變)，則只要找對方向，個案公司的工程將小於規模較

大的公司。 

(二) 有集團資源的資源，並藉以推出「全生涯規劃」的概念： 

個案公司雖非金控成員，因而無法達到金融業務整合的綜效，

但由於所屬集團為喪葬禮儀產業中的領導品牌，所以如果從服務業

務的關連性來說，二者間可說具有上下游關係，而這類上下游整合

關係在壽險產業中是相當罕見的，因此，個案公司可據此優勢，善

用二者間的關係，來為個案公司的產品創造更高的附加價值與利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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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劣勢 

(一) 缺乏金融資源整合的優勢 

公司在資產與經營上的規模都不大，因此使得公司在固定成本

(例如管理費用與資訊系統的建立與維持)的攤提上，較規模大的業

者缺乏競爭優勢。 

(二) 成立時間短，保單能為公司帶來的正面效益未全面發酵 

由於壽險產品並不像一般產品的販售一樣，一次就可以回收所

有的貨款，而是透過逐期的保費繳納來填補保單銷售所需花費的人

事與其他固定成本，並為公司帶來正面的利潤，因此對任一家壽險

公司來說，唯有當保單的持續時間越久，這張保單才真的可以為公

司獲利。一旦保戶在投保初期即選擇退保，則對承保的壽險公司來

說，該保單不只沒有替該公司賺錢，反而還使其浪費了承保所需花

費的成本。 

對個案公司來說，由於其成立時間僅十餘年，因此該公司所承

保的保單無法像其他成立以久的公司般，開始為公司獲利，而這點

對處於市場景氣不佳的個案公司來說，具有雪上加霜的效果。因此

本研究認為，保單的正面效益未能完全生效是個案公司在面對舊有

保險公司時所存在的劣勢。 

(三) 未塑造核心競爭能力 

在面臨外界變化以及競爭者挑戰時，公司所具備的核心競爭能

力是其所可據以發揮長才的利基點，也就是說，該核心競爭能力是

公司附加價值的所在。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此一利基，則公司將如水

中浮萍一般，隨著市場的趨勢漂移，如此除了使公司無法發展出具

特色的風格外，公司的發展也將變的盲目，缺乏方向。因此本研究

認為，任何一家公司都應該發展出其專屬的核心競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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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本研究對個案公司的觀察，發現其並未塑造出專屬的核

心競爭能力，因此使得該公司無論在獲利模式的建立，以至於面對

當前不佳的景氣時，缺乏較為明確的應對策略。因此本研究認為，

缺乏核心競爭能力是公司目前所面臨最大的競爭劣勢。 

(四) 品牌效果不足以吸引保戶前來投保 

在行銷產品的過程當中，如果公司已於市場上建立優秀且具透

色的品牌形象，則無論在產品的推廣，或者是價格的定位上，都能

夠享有較佳的條件，而這也就是所謂的品牌效應。然而目前個案公

司在品牌形象的塑造上，尚未有明顯的成績，因此使其無法享受到

前面所提到的好處，因此品牌知名度的提升，是個案公司所需重視

的問題。 

(五) 虧損尚未弭平，加上市況不佳，使得員工士氣低落 

由於公司員工是影響公司獲利與否的最重要資產，因此除了員

工本身是否優秀外，員工的士氣高低也將影響公司的表現，此外，

員工士氣的高低更將牽動公司人員的流動性。當員工士氣不佳，則

除了將引發高流動性外，整個效果也將可能進一步形成惡性的循

環。 

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由於持續處於虧損狀態，加上市場景氣

不佳，因此在這雙重負面因素的影響下，個案公司目前的員工士氣

正處於低檔情況。相較於獲利穩定的公司，這個現象將是一個不易

察覺，卻又對公司未來發展具深厚影響的劣勢。因此本研究認為，

個案公司應即時醒覺該問題的嚴重性，並極力透過各種可行的方式

調整，否則這個問題將是個案公司未來發展的一個不定時炸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