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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產險行銷通路 

一般來說，行銷策略包括了公司為了影響市場對商品之需要所做的一切

事物，也可以稱做行銷組合，指公司將可控制的行銷組合變數加以運用，以

實現其經營目標，而產險行銷組合和其他一般行銷組合相同，包括四個變數，

即產品策略 (Product)、價格策略 (Price)、通路策略 (Place)以及促銷策略

(Promotion)也就是所謂的 4P策略，以下簡介上述四種策略。 

在產品策略方面，產險公司所行銷的是一種無形商品，並且根據不同時

期消費者需求開發新商品，不過目前國內規定各種保險費率、保險單條款、

要保書以及相關資料，均應先報經金管會保險局核准才能出單。且業者無經

營的專利權，因此市面上商品大多相同而多年來產險市場一直採取價格競爭

策略，甚至惡性競爭情形產生，因此若想要提高市場佔有率，應該加強其服

務差異化、人員差異化以及公司差異化來達到目標。而價格策略，在訂定價

格時涉及法律以及精算問題，因此在不注重附加服務價值下，競爭者多僅止

於惡性價格競爭。而江朝峰（1995）認為價格競爭指企業以削減價格為唯一

的市場競爭方法，利用擴大銷售提升市場佔有率，不過缺點在於一旦對手採

取相同策略，將導致兩敗俱傷；價格的下降也會使服務品質下降，且下降後

就很難恢復到原來的價格，因此作者建議未來產險業要從事非價格競爭才是

一個企業能夠永續經營的方法。 

所謂通路指的是介於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中介單位所構成的體系，因保

險為無形商品，因此通路更顯得重要。對於企業而言，行銷通路已成為經營

的關鍵因素，在目前的制度下，生產者或供應商主要還是透過各種不同的通

路將商品銷售給消費者。 

對於產險來說，主要的通路敘述如下：  

１．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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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九條對於保險經紀人的定義為：基於被保險人的利益代向保險

人洽定保險契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金之人。因此江朝峰、汪芳國(2000)

認為經紀人乃界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中間人，應具備保險專業應有下列之

權限： 

1.危險辨認(Identification)與評估(Evaluation)服務。 

2.提供選擇風險管理方法之建議。 

3.提供適當保險保障與保險費之建議。 

4.提供選擇適當保險人之建議。 

5.損失控制服務或建議。 

6.理賠之協助或服務。 

7.法律事務之協助 

8.管理服務。 

自從民國 81年開放保險經紀人考試後，國內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數目增加

非常快，顯示保險經紀人通路對於產險的重要性日與遽增。我國財產保險經

紀人行銷通路在市場佔有率達一成以上，如表 2-1所示，隨著領有經紀人執照

日益增多，投入市場之人相較增多，93年市場佔有率達 19.95%，成長快速，

故保險經紀人有其一定之行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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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產險經紀人業務統計表 

年度 家數 業務人數 簽單保費收入(仟元) 市場佔有率(%)
86 132 200 4,977,192 6.85  
87 110 166 8,736,827  11.51 
88 124 175 10,473,048 12.29 
89 121 168 10,716,293 12.20 
90 123 148 11,037,782 12.15 
91 147 482 13,109,574 12.92 
92 187 9,725 12,890,039 11.78 
93 155 25,785 23,033,198 19.9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代理人之定義，根據保險人第八條之敘述為：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

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而保險代理人又可分為普通

保險代理人和專屬保險代理人，前者不受限於一家公司，可和數家公司同時

訂定契約，而專屬保險代理人只能和一家保險公司簽訂保險代理契約，並且

專門為這家公司銷售其商品。由上可知，保險代理人對於保險人擁有一部份

或全部之代辦權，於代辦權之範圍內所為之行為，皆直接歸屬保險人，所以

江朝峰與汪芳國(2000)提出保險代理人主要之權限為： 

1.幫助被保險人分擔責任。 

2.協助被保險人損失預防及損失抑減措施。 

3.保險人招攬業務。 

4.協助被保險人規劃安排保險。 

5.核保。 

6.代為處理理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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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協助保險人處理行政工作。 

我國產險市場以代理人通路為主，表 2-2中顯示，保險代理人行銷通路之

市場佔有率由 86年之 63.84%攀升至 89年之 83.69%，其最大原因在於產險市

場主力險種(如汽車保險、住宅火險保險)，大部份皆由汽車商與金融業成立保

險代理人公司所掌控之故；然自 93年市場佔有率卻下降至 49.73%，產險業積

極想擺脫保險代理人之枷鎖，開始創造新的行銷通路，降低保險代理人通路

比重，來平衡業務通路結構。 

表 2-2產險代理人業務統計表 

年度 家數 業務人數 簽單保費收入(仟元) 市場佔有率(%)
86 251 3,883 46,399,921 63.84 
87 254 5,524 45,486,287 59.91 
88 273 3,855 62,441,867 73.28 
89 263 4,334 73,512,720 83.69 
90 278 6,325 74,320,153 81.82 
91 284 7,716 80,863,211 79.72 
92 281 9,182 48,597,354 44.39 
93 303 12,530 57,427,992 49.7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 

２．直接銷售人員： 

保險公司的直銷人員，指的是保險公司自己本身受雇之人員受公司的指揮

進行商品的銷售，主要的任務在於向消費者推薦自己公司的保險商品，是保

險業者面對消費者時最直接的人員，也是保險行銷通路裡最傳統並且銷售比

例最大的方式之一。 

一般來說保險商品依照銷售方式可分為直接銷售和間接銷售，間接銷售是

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一個中介機構，例如經銷商或是零售商，例如上述所

提到之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就是一個代表。而所謂的直接銷售指的是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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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過任何中介機構而直接將商品銷售給消費者，並且依照不同的型態又可

分為據點銷售和非據點銷售兩種。 

據點銷售方面，代表所銷售以及販賣的據點是有形的，例如保險公司利用

便利商店、超市或車行所進行一些保險商品的販售。一般來說據點銷售能獨

佔完整的區域性銷售，因據點的方便性，因此產險商品容易進行銷售，例如

強制汽車責任險的代收、旅遊平安險的購買等，都可以透過據點銷售，而較

複雜之商品例如火災保險或責任保險等，也可以透過通訊處等據點服務消費

者。而林麗雲(2001)列出常見的據點行銷有： 

（１）通訊處： 

為了方便顧客購買保險並且擴展公司業務，保險公司會在大城市或交通

繁忙之處設立通訊處服務消費者，除了可以服務他們之外，也可以在最短的

時間之內提供客戶各種他們所需要的諮詢與服務。 

（２）櫃臺銷售： 

如果顧客本身有保險需求，除了到通訊處詢問相關事宜之外，也會主動

去櫃臺購買保險，並且由櫃臺人員提供服務，好處在於有些可以整合銷售，

例如保險與銀行的結合，不過缺點在於有些櫃臺服務人員對於保險專業可能

不足，因此只能提供建議的保險資訊與服務，屬於銷售導向的行銷概念。 

在非據點銷售方面，其型態非常多種，敘述如下： 

１．郵購： 

保險公司利用 DM 傳達訊息給消費者，以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例如

在銷售時保險公司會利用銀行信用卡寄發時，夾放一張簡易人壽保險申請單

給信用卡使用者，若以產險來說則通常以較簡單的汽機車險為主要銷售商品。 

２．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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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方法多用於展示公司的新商品，例如電腦展當中展示新的電腦設備

或汽車家電等產品。若應用於產險上，公司行號或社區團體的產品說明會。 

３．直銷： 

為產險業主要的銷售方式，以面對面的方式將保險商品銷售給消費者，

優勢在於除了業務員可以詳盡的為客戶解說保險商品內容之外，也可以直接

與客戶面對面溝通，瞭解其問題的所在。 

４．電話行銷： 

主要利用電話來達到銷售商品或服務的一種銷售方式，產險的應用上電

話行銷需要配合其他行銷策略一起應用，才有辦法看出其成效。 

５．自動販賣： 

利用特地場所設立自動販賣機進行商品的販賣，最常見的例子是機場設

立之旅遊平安險的自動販賣，利用此方法銷售之產品通常為簡易之產品。 

６．網際網路行銷：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網路的普及化，許多保險公司也開始利用網際網路作

為一個新的行銷通路，利用網際網路可以銷售簡易的商品，並且預測未來網

路行銷會是一個熱門的行銷通路之一。就產險來說，利用網路銷售之商品多

以汽機車強制險為主原因在於保險標的明確，產品標準化且核保較簡易，因

此利用網路可以節省較多的成本。最近有許多產險公司都開始利用網際網路

銷售商品，消費者只要透過線上投保，接著利用信用卡付款，即可擁有保障，

對於消費者與保險公司而言都非常便利。 

雖然網路行銷成本較低，不過無法銷售較複雜之產品，主要因素在於保

險商品為無形商品，若是較繁雜的保險商品需要專業的人員旁在解說，消費

者才有辦法瞭解並且接受，因此目前網際網路通路主要是以輔助其他通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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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處，而目前利用網路行銷方式主要目的之一還是以拓展公司知名度為

主。 

在促銷方面，行銷策略除了研發優質並且適合顧客之產品，並且訂出適

當價格讓消費者購買產品外，公司對顧客進行促銷活動，特別是保險商品，

往往消費者對於保險保障的觀念並不足夠，更不要說權利義務的規範，因此

促銷的主要目地在於利用各種行銷技巧，讓消費者對於商品有良好的印象並

瞭解促銷者所要傳達的意念，進而影響購買決策，而林麗雲(2001)指出主要的

促銷方式有以下幾種： 

１．廣告 

利用大眾媒體方式將訊息傳達給目標觀眾，廣告可使用的媒體非常多

元，包括報章雜誌、電視、廣播、廣告信函、展示和傳單等，不過目前在產

險業應用相對來說比較少，多數的公司都會採用平面廣告方式拓展自己的知

名度，也有少數公司會利用多媒體廣告，來建立品牌知名度。若打響知名度

之方法，以廣告方式之效果最好，建議產險業可以利用廣告媒體方式打開其

品牌知名度。 

２．公關行銷 

公關行銷可以利用媒體提升企業的形象，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對於社

會大眾而言，企業也盡到了社會責任。例如公司在災害過後發起救災活動，

或是提供獎學金給優秀學生等，都是公關行銷的一種。 

３．推廣促銷： 

應用短期激勵措施，例如利用贈品、貴賓卡、抽獎等活動引發消費者的

購買慾望。很多推廣促銷活動都可以引起消費者的注意，這種特性有助於突

破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不過推廣促銷屬於一種短期的特性，因此若促銷動作

過於頻繁，會讓消費者懷疑產品的品質或消費者的麻木而失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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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員銷售 

依據雙面溝通特性的方式，直接說服消費者購買產品，特別是保險商品

需要專業人員說明保險契約的內容，所以人員銷售是保險業全面採用的方

式。為了讓人員銷售方式進行順利，對於業務人員的保險專業訓練就很重要。 

 

 

第二節  產險行銷特性及未來趨勢 

黃文娟（2003）也提到一般產險行銷時主要有以下之特性： 

１．保險商品的無形性： 

保險商品主要是對消費者保障的承諾，是不具有形體的，因此有別於一

般的商品，例如電視、家具等，保險商品比較不容易被消費者所接受。 

２．消費者缺乏主動購買慾望且無法顯示立即利益： 

因大多數消費者對於自身的風險管理以及保險知識並沒有很足夠，加上

保險屬於一種對未來的承諾，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才會有理賠，因此平時消費

者很難感受到保險的實質利益，因此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大多不會主動購

買。此外保險商品的效用對消費者來說無法產生滿足的生理知覺，因此消費

者也無法得知目前的保險保障是否足夠。 

３．保險商品之複雜性： 

因保險牽涉到法律、精算等部分，若無受過專業訓練之消費者很難完全

瞭解保險的運作，因此需要有專業人士為其解說，也因此有時會發生在保險

理賠時消費者與保險公司認知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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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與法令政策相配合： 

產險商品一項與其他保險商品的差異性為，在於其需配合政府之政策，

推出政策性保險，例如強制汽機車責任險、住宅火災及地震險等險種，也因

為政策的強制推行，讓業者增加許多保費收入，以目前國內產險公司來說，

汽車險保費收入之比例就佔了將近一半。而消費者也因為強制險做為媒介多

少消除了對保險的排斥，間接帶動的其他險種的銷售。 

而未來產險行銷的趨勢大致有以下幾項： 

１．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 

過去產險公司行銷策略大多以商品為導向，公司利用既有的商品，透過

人員銷售或廣告刺激的方式增加業績，然而隨著市場的開放以及消費者意識

抬頭，以顧客需求為主的行銷概念已經逐漸取代產品導向的概念，也就是保

險公司所設計和銷售之商品應以消費者之需求為出發點，針對消費者需求設

計出最適合之商品，而後利用這樣的需求滿足中獲得利潤。 

２．產品多樣化： 

因消費者需求逐漸多元化，因此保險商品將有更多組合的彈性，以配合

不同消費者之不同需求，尤其保險觀念日益普及，相信之後的商品研發會有

更大的空間。 

３．行銷通路的多元化： 

因保險商品內容較複雜，因此需要有專業人士為消費者解說商品內容，

因此過去多透過業務人員行銷方式進行。但隨著保險知識的普及，許多消費

者也可以自行瞭解保單內容，因此在保險銷售的方式就不限於只有人員銷

售，例如電話行銷、網路、DM等各種管道，讓保險行銷更多元化。 

在汽車保險之通路方面，首先汽車保險是我國產險市場之主要險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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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其市場佔有率大多在 50﹪以上。其業務來源可概分為直接業務與間接

業務兩大類，直接業務包括業務員招攬、櫃檯銷售、以及晚近興起的廣告書

信與電話及網路行銷，而間接業務則指透過保險代理人和經紀人之業務，其

中又以車商保險代理人為主。 

在車商保險代理人方面，汽車經銷商、代理商和保修廠是產險公司汽車

保險最大業務來源，理由在於汽車經銷商銷售汽車時，通常會同時提供消費

者相關業務或服務，例如保險或汽車貸款等，讓消費者一次購足所需要的產

品，不必另外循找其他途徑，對消費者而言有相當之方便性。且汽車經銷商

大多設有汽車維修廠和保養廠，可以有效的掌握車主購車及日後保養與維修

時之所需，因此，國內主要的車商皆設立保險代理人公司以處理車險業務。 不

過汽車經銷商所屬業務員並非以車險業務為其主要工作，且多未受過保險的

專業訓練，在保險契約簽訂時，往往無法提供客戶完整的介紹與建議，若有

理賠糾紛時也無法公平處理。且產險業者為了能夠獲得大量之業績，往往會

和車商保險代理人簽訂不合理的代理合約，導致車商對車險市場發展造成重

大影響。  

不過優點在於保險公司僅需與車商維持良好關係，就可獲得大量業務，

並且保險公司也不需大量業務員，只要訓練少數之行銷人員服務車商，大幅

減少其費用，也可節省保險公司設立據點之成本。此外保費收取採整批統籌

結算，較向個別保戶收取方式簡便而有效率。 

前述提到，因作業的方便性，汽車經銷商、代理商和修車廠仍為車險最

主要的業務來源，但因為產險業者的惡性競爭導致此管道發展不甚健全，業

者為了爭取業務，提供高額佣金予車商業務員，再加上理賠從寬處理，長久

下來將嚴重影響到業者的經營成本。因此保險業者應該正視此通路之運作，

將汽車業者成立之保險代理人納入正規保險運作體系，並針對其不足處，提

供相關的協助與服務，例如舉辦教育訓練、提供相關獎勵措施、建置車險保

費試算軟體或理賠系統等。等到較具規模時，產險業者可逐步將佣金率導入

正軌，一方面提昇了車商業務員的專業能力，一方面強化彼此合作關係，也

可以有效的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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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方式外，汽車保險的行銷方式也會透過直接招攬。因產產險業

者對業務人員教育訓練日益重視，目前產險業務員大多具備相當的專業知

識，並且汽車保險本身屬於個人性保險，其專業性較其他險種而言，比較容

易推廣和了解，因此這部分之業務糾紛相對來說就比較少。  

此外也可以透過其他通路銷售。隨著產險市場的開放，行銷通路的多元

化，汽車保險亦透過郵購、電話、網路及銀行等管道進行銷售，不過這些管

道興起較晚，目前仍在發成長階段，且每家產險業者之策略定位不同，並非

每一產險業者皆致力於發展這些新興的行銷通路，因此透過其銷售之車險業

務比例仍然偏低。 

在相關文獻方面，本文整理如下： 

余慎美（1999）提到在跨售保險業時所具有的優勢以及可能面臨的困難，

作者研究指出銀行跨售保險最主要的動機為強化金融產品的銷售，進而擴大

業務範圍和發展，且優先選擇以轉投資成立保險代理公司的方式進入保險

業。而作者以問卷調查銀行業者，有半數的受訪者考慮未來將駐足財產保險，

產品以汽車保險、旅遊平安險、居家綜合險以及火災保險為主要販售的險種，

且利用直效行銷方式販售。最後也提到銀行兼營保險最大的優勢是在購買商

品時比較簡便，但是最大的困難點在於保險專業人才的培育，作者也建議保

險業注意銀行兼營保險所帶來之衝擊，並且需積極開發其他行銷管道，來提

昇自己的競爭力。 

王聖政（2000）研究指出，在評估聯盟合作人時，需要考慮對方是否有

互補性，避免資源重疊，甚至演變成雙方的競爭。整體而言，與銀行業的策

略聯盟，其合作關係通常都帶來正面的結果與車商的異業合作可以提高市場

佔有率。作者也發現進行策略聯盟雖然讓保險業的業務量提升，但保險業應

謹慎評估並降低策略聯盟時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才能增加合作時的利潤和報

酬。 

而林麗雲(2001)則討論三個變數，包括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和人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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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變數與行銷通路，並且以新竹科學園區 18歲以上且曾購買汽機車或住宅火

險的上班族並且有效問卷為 322 份。作者得出在產險行銷途徑中，購買商品

的三個主要來源為親朋好友介紹、人壽業務員或直接向產險公司購買，比例

共 56％，而其他中介機構比例也很高，因此產險的通路較多元，此外作者也

發現網路行銷的普及性仍不高，因此短時間內業者可利用網路建立公司形象

且配合其他行銷通路，針對目標客戶制訂正確的行銷策略。 

潘宏源（2001）作者研究發現銀行通路、直接回應、電話行銷以及網際

網路是具有潛力的行銷通路平台，通路的發展必須整合支援流程以及資訊回

饋系統，就通路系統發展策略來說，壽險公司需考慮每個通路的特性和本身

的行銷策略是否可以相互配合，並且和通路商結合成強力的合作關係。作者

研究也發現業務員體系的行銷通路其優勢在於利用人力資源強化公司的品

牌，並且結合組織資源與服務高效率的客戶，創造忠實的客戶；而銀行通路

的優勢在於以銀行既有的品牌忠誠度、組織架構和管理制度相配合，提供顧

客多樣化的商品，進而創造成本優勢和規模經濟，發揮內部化優勢能力。而

直接行銷通路除了要有穩固的關係外，也需要完善的資料庫管理技術。 

而吳華華（2003）採用 1997 年到 2001 年產物保險公司之資料，並且區

分本國及外商公司，並且利用回歸模型、效率前緣和行銷 4P的方式進行研究，

結果發現資產越大或為本國公司時，都會讓個人險的經營比例上升，在經營

績效方面，當再保比率越低、公司規模越大時，均可以提高公司經營的利潤

率，個人險比例的增加則可以降低損失率，同樣有提昇公司獲利的效果。若

利用效率前緣進行分析，可發現所有本國公司都在效率前緣上，而外商公司

多半都沒有在效率前緣上，顯示外商公司的產品缺乏效率。 

在目前保險市場，各家公司的產品並無太大差別，並且消費者很少直接

係產險公司購買商品，多利用中間商或通路商選購，因此產險公司在選擇促

銷時會對中間商和通路商進行促銷活動。在通路方面，個人險的通路主要都

在銀行和車商，因此需要和他們維持良好關係，才能夠得到大量的業務，又

外商公司成立較晚，因此在此通路上比本國公司遜色許多，加上資本較低，

因此多往專業要求較高的商業險發展，故本國公司和國外公司的險種經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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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其差異。 

陳俊宏（2003）以 20歲以上之人做抽樣調查，並且利用球型分析、因素

分析、集群分析等多種分析進行研究，發現在商品方面適合直接回應行銷的

商品主要為旅遊平安險、汽車險、住宅火災保險以及傷害意外保險，適合保

險公司櫃臺銷售的為汽車險、意外傷害險、年金險、醫療險，而適合業務人

員銷售的商品主要為終身險、定期險與醫療險，而次要商品為傷害意外險、

投資型商品和年金險與汽車險。而受訪者方面，有近七成的人會考慮未來透

過直接回應行銷購買商品而適合直接回應行銷的族群主要為混合型消費者，

適合的商品是旅遊平安險、汽車險、住宅火險、意外傷害險等。而適合業務

人員的族群主要為業務員偏好型和混合型的受訪者，適合的商品主要為：若

是業務員偏好型，除了旅遊平安險之外其他險種都可以，而混合型的商品則

是定期險與終身險等人身保險商品。最後作者提到適合保險公司櫃臺的族群

為櫃臺偏好型和混合型的消費者。在商品方面櫃臺偏好型為投資型商品、旅

遊平安險、年金險等，而混合型為住宅火險、汽車險等。 

辛弦璋（2003）的研究發現，壽險業運用多元通路系統可以迅速進入不

同的區隔市場，減少新客戶取得之成本。當各個通路的利益無法達到平衡時，

就會有衝突產生，而此時人壽保險公司就必須做有利的調整。此外增加顧客

名單、持續與顧客接觸、維繫良好的顧客關係、建立完善的顧客管理系統皆

是壽險公司獲得成功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作者也提到壽險業者加入金控或

和其他金融業者採行策略聯盟時，若整合得當就會產生綜效，使業績效益呈

現大幅成長，不過一旦整合不利則可能導致整體運作潰散，影響到公司的發

展。 

黃文娟（2003）討論國內產險業行銷通路狀況，結果發現其行銷通路的

發展邁向多元化策略，除了傳統的行銷通路，例如公司業務員、保險代理人

或經紀人等，也增加許多新的通路。隨著保險教育的普及，資訊傳遞的便捷

和網際網路興起，廣告信函、電話和網路等新興通路逐漸形成，再加上產險

業者想要降低經營成本，更加速的產險行銷通路的變革。在採用新興通路時，

也必須瞭解到這些通路的特性和成本，並且據以規劃才能成功。作者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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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和產品必須能夠相輔相成，例如自用車險或是火災保險除了傳統通路

外，也可以利用廣告信函或電話等方式來降低成本，並且回饋到保費上，因

此潛在客戶。最後作者建議業者在面對挑戰時必須依據自己的定位以及發展

目標，規劃經營策略來因應。若產險公司金控子公司，可以利用金控的資源

發揮交叉的綜效，而非金控者可以採互補性策略聯盟方式提升競爭力，不過

應考量自己的核心價值和所扮演的角色，如此才能脫穎而出。 

一般來說產險公司的行銷通路可分為五種：分別是透過直效媒體、業務

員、獨立代理人、專屬代理人及經紀人銷售產品。並且在行銷通路的研究當

中，有很多研究與通路的效率性有關。例如 Joskow(1973)首先針對此做研究，

分別計算出直接將商品賣給保戶和透過代理人銷售商品的費用率，結果得到

直接行銷比較有效率。而 Cummins and Vanderhei(1979)將處理客戶抱怨的費用

和其他可能支出列為損失，並且加入費用率的計算當中，用來調整真正通路

的成本。Regan(1999)將研究的樣本大幅擴大，研究不同險種商品在直接銷售

和透過保險代理人銷售的效率性，結果發現商業海上保險和住宅險透過直接

銷售可節省大量成本。 

在保險經營當中，佣金費用制度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因佣金費用是主

要的通路成本，而不同佣金制度會影響通路銷售成員的銷售動機以及銷售表

現，佣金支付的方式大致可分為直接支付佣金或是以固定底薪加上額外佣金

兩大類，Basu(1985)認為利用固定底薪加上額外佣金是提升業務員銷售動機和

風險分擔較好的方式，而 Puelz and Snow(1991)在深入研究佣金費率結構後，

指出如果業務員在爭取新保戶方面的產值大於持續服務續約客戶，則大幅提

高第一年佣金是最好的方式。近年來銀行保險的盛行，保險公司大量利用銀

行通路進行保險商品的銷售，Santomero(1993)根據實證的結果，將銀行與保

險結合的經營風險將遠低於這兩種金融機構分開經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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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車體損失險相關文獻回顧 

一、楊介中(1985) 

該研究以台北市自用小客車車主為問卷調查對象，主要在探討汽車保險

市場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理論基礎為決策程序模型(Decision Process Model)與

購買行為模式。對於車體損失險認知態度因年齡、家庭、廠牌、製造年份、

排氣量、駕駛目的等方面有顯著差異，研究結論： 

１．汽車製造年份愈新，汽車所有人對車體損失險需求愈高。 

２．車險購買經驗愈長者，對車體損失險的需求、購買動機愈高。 

二、陳森松(1995) 

該研究鑑於汽車車體損失險簽單保費快速萎縮，賠款率逐年上升，逆選

擇情況明顯，因此調查汽車使用狀況及駕駛人因素，以瞭解未投保之投保意

願且探討未投保因素，研究結論： 

１．車險價格過高是未投保之主要因素。 

２．車齡愈大，投保意願愈低。 

３．汽車駕駛人有違規紀錄者，投保意願高。 

４．駕駛人駕車經驗年數愈短者，投保意願愈高。 

５．汽車使用頻率愈高者，相對於不常使用者，投保意願高。 

６．汽車行駛於高車輛密度地區者，投保意願高。 

７．低價位、排氣量小之車種，投保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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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女性汽車所有人之投保意願大於男性。 

９．職務用途或休閒用途對車體損失險之投保意願無顯著影響。 

三、施明成(2001)  

該研究是以台灣地區自小客客車主為研究對象，應用市場區隔理論，分

析車主對汽車損失險商品之態度、購買情況及通路、服務、價格、購買評估

準則等消費行為，研究結果發現： 

１．影響車體損失險投保率以「汽車製造年份」因素比例最高，隨著汽車車

齡的增加，逐漸退出車險市場。 

２．「汽車排氣量」與「車價」愈高，投保車體損失險的比例也愈高。 

３．退出車體損失險市場之最主要理由是「保費太貴了，投保不划算」。 

四、許金泉(2002) 

該研究探討影響消費者選擇投保車體險之重要因素，比較自然人與法人

在選擇車體險消費行為，分析消費者對投保車體險之選擇行為及有無逆選擇

與道德危險。作者以台灣某產險公司 1999 至 2002 年間投保車體損失險之被

保險人為研究對象，以多元羅吉斯迴歸模型(Multi-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作分析，實證結論發現，車體損失險投保的逆選擇與道德危險確實存在，實

證結果： 

１．車齡愈新投保甲式機會愈高，車齡愈舊投保乙式及丙式機會愈高。 

２．被保險人年齡愈高者因保費較低而較會選擇甲式車體險。 

３．新車或高級車車主，對於不明原因受損之理賠需求強烈，選擇投保甲式

意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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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理賠次數愈高，續保甲式之機會愈低，傾向選擇乙式或丙式。 

５．損失幅度大者，出險機率不一定高，所以肇事加費並不顯著，選擇續保

之意願相對較高。 

６．當產品由甲式、乙式增加丙式時，消費者更能依照自身需求選擇合適險

別來投保。 

７．都會區由於理賠之性質大多偏重於不明車損，相對於鄉鎮其投保甲式者

較多。 

８．車商保代都會先鼓勵車主投保車體險，以甲式優先，乙式次之，若車主

投保車體損失險意願不高時，亦會推銷保費較低之車體損失險丙式。 

五、鄭安志(2003) 

該研究假設車體損失險損失幅度之分配函數為對數常態分配，針對各類

因素對車體損失險損失幅度之影響，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實證結論： 

１．車輛廠牌、車齡、承保地區、保險金額、自負額等對車體損失險損失幅

度有顯著影響。 

２．被保險人之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等對車體損失險損失幅度無顯著影響。

原因為被保險人實際駕駛人並不相同，消費者會選擇費率低之被保險人

身分來投保。 

３．自負額存在下之損失幅度較無自負額之損失為大。 

４．保險金額對損失幅度為正向影響。保險金額愈大，其車輛愈名貴，其發

生損失之修理費愈大。 

六、徐一方(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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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從被保險人選擇車體損失險承保範圍與自負額之情況，來探討逆

選擇是否存在車體損失險市場中。研究對象是以台灣某產險公司 2000年投保

自用車車體損失險(甲式、乙式、丙式三險種)之被保險人，每筆資料包括被保

險人之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車輛廠牌、排氣量、車齡、自負額、保險金

額、保險費以及承保地區，以羅吉斯迴歸找出與出險有顯著相關之高風險被

保險人特徵，再以多元羅吉斯迴歸分析被保險人對承保範圍和自負額之選擇

傾向。結果發現，車齡在兩年及以下者及汽車牌氣量在 1201~2400c.c.者出險

機率高；在選擇車體損失險險種或自負額時，會選擇承保範圍較大之險種以

及無自負額，將風險完全轉嫁給被保險人，有逆選擇之情況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