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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研究採用時間序列模式及複迴歸模式，實證研究的對象為台灣地區全部
之壽險公司。在時間序列模式上，以台灣地區人壽保險業歷年總保費收入做為衡量壽
險市場大小的應變數，分析開放前後對壽險市場業務之影響。對於時間序列預測值和
實際值間的差異，反映出我國近年來壽險業保費收入成長率逐漸趨緩之趨勢。外商進
入我國市場之後的表面現象是：總保費收入的成長率逐年遞減，似乎有漸趨於一穩定
飽和的態勢。在複迴歸模式上，分別以台灣地區人壽保險業歷年總保費收入、台灣地
區人壽保險業歷年生死合險保費收入、台灣地區人壽保險業歷年死亡險保費收入、台
灣地區人壽保險業歷年個人傷害險保費收入以及台灣地區人壽保險業歷年個人健康
險保費收入為應變數，資料期間為六十一年至八十六年底的月資料。複迴歸模式的自
變數包括了經濟變數及虛擬變數，經濟變數有六，分別為人口數、消費者物價指數、
平均薪資、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儲蓄淨額以及貨幣供給額(M1)。由總保費收入迴歸模
型可以看出，我國壽險市場保費收入之經濟結構在外商進入前後確有不同。模式證
實：外商進入之後加速了我國壽險保費收入的增加，對我壽險市場具有正面的影響。
以個別險種迴歸模式來看，顯示外商進入後特別加速了死亡險、傷害險以及健康險之
保費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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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緣由與目的

保險業是相當特殊的行業。類似於銀行業，這一行業屬於一種需要動用到龐大的資金
作資本，亦需仰賴政府密切監理與管束的大眾服務事業。然而近年來，我國政府為了
對外開放本土市場，逐步放鬆了外資投入保險市場、也同時放鬆了本土企業對於經營
保險事業的諸多束縛限制。眾所周知，市場開放之後，對於產業結構以及成長競爭的
方式影響甚鉅。我國自民國七十六年開放美商壽險公司來台設立分公司之後，又於民
國八十二年開始開放其他國家與本土壽險公司的設立。自此（民國七十六年）以後，
不論在設立標準上、資本額計算上、或者是投資項目與金額上，都維持著自由開放與
降低門檻的政策。

截至我們資料蒐集的民國八十六年底為止，我國壽險市場中已有十五家外商公司。依
據時間序列的資料分析當中可以看出，外商公司不論在壽險保費收入及市場佔有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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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逐年成長，同時我國整體的壽險保費收入亦是逐年上升。從壽險公會提供的財報資
料當中顯示出，民國八十六年底，我國整體的壽險總保費收入已達四千兩百多億新台
幣，其中外商約略佔有百分之七點七的比率。就整體而言，不論是本國或者是外資企
業，由商品別作資料分析來觀察時，自七十六年市場開放以來，傷害險以及死亡險之
保費收入呈快速成長趨勢，健康險亦比過去成長得快，然而在我國一向比較受歡迎的
生死合險項目之成長則趨緩。若是更進一步，經由各項保險指標來作分析觀察，例如
觀察普及率、投保率、保費收入成長率等等數據時，則其年增率似乎已經呈現出逐年
遞減的現象。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感受到自從我國市場開放之後，新公司與新產品不斷的加入，投
入在目前兩千兩百萬的有限人口之下作業務的競爭，這引發了我們如下的省思：由於
保險業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給一般企業經營與廣大社會大眾一種無後顧之憂的、一
類免於意外損失的、安定的實質保障、與安全的心理保障。況且保險（尤其是壽險）
經營可以聚集龐大的資金，這也儼然形成金融市場當中主要的資金供應者，也將同時
擔負起維護國家經濟穩定的實質任務。不論就消費者個人或者是國家金融安全的角度
來評估，我國的保險事業究竟是否適宜放任市場開放，或由各家公司自行藉由優勝劣
敗的自由競爭來滿足市場機能（增加服務品質、增加消費者選擇的機會、降低價格(？)
等等），然而卻也同時鬆動了保險公司絕不倒閉改組或讓售的基礎。像這樣的開放自
由競爭，究竟有沒有增加國家全民整體的福祉？當然我們也知道，這是一個屬於見仁
見智、值得省思、卻沒有標準答案的議題。

然而，我們可以就現有的數據資料，作如下的客觀的分析：究竟我國開放保險市場至
今，對於開放前與開放後的整體市場狀況有何差異？對於我國原有保險事業的影響如
何？又對於外商而言，市場開拓的情形又如何？這些分析的結果，應當有助於監理當
局、目前已經投入市場的國內外保險企業、以及考慮計畫近期投入國內保險市場的國
內外財團企業，作為分析與決策的即期資訊。基於此一考慮，我們以民國七十六年劃
分市場開放前後期間的分界，並以保費收入做為衡量指標，採用統計方法分析市場開
放前後對我國壽險市場之影響，以及外商壽險公司加入經營如何衝擊我國壽險市場結
構，做為未來政府與保險業界兩者邁向國際化、自由化時政策制定之參考依據。

2. 結果與討論

本文使用的計量方法如下：
a. 趨勢分析：利用 Box-Jenkins 之時間序列模型（ARIMA）分析民國六十一年至七十

六年（市場開放前）之保費收入資料，並加以預測開放後的保費收入情形，藉由
預測值和實際值的比較以及利用民國六十一年至八十六年之保費收入資料建立干
預模型（intervention model）來分析市場開放前後對我國壽險保費收入之影響。

b. 因果分析：利用複迴歸模式加上虛擬變數的設計，建立我國壽險保費收入與各個
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式，並分析市場開放政策對我國總保費收入結構以及個別險
種保費收入結構的影響。

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之一：一般時間序列模式分析
對於民國六十一年至民國七十六年保費收入月資料，取自然對數後之最適時間序列模



式為：SARIMA(1,1,2)(0,1,1)12 。
其結果可以導引出以下之各項推論：
（一）經由模式具有差分因素推論，在外商進入之前的保費收入在持續成長當中；
（二）經由模式具有季節因素推論，在外商進入之前，我國保費收入已經呈現明顯的

季節變動情形；
（三）經由模式變數必先取對數的部份推論，在外商進入之前的我國保費收入，不但

成長加速，而且在季節變動方面也有不斷加劇的現象。

使用本模式作預測的結果，與外商進入後的實際值作比較，其分析與推論如下：

使用該時間序列模式預測外商進入後的十年期間，我們發現預測值有逐步高於實際值
之現象。

我們分析外商進入前的資料，發現其市場成長的速度，遠高於實際外商進入後的市場
成長速度。若是仔細觀察整個期間（民國 61 至 86 年）的保費月資料成長趨勢圖，我
們會發現保費收入在外商進入之後，其曲線的揚升趨勢確實有減弱的態勢。

實證結果之二：干預時間序列模式分析

由前一段的分析，以外商進入前後的時間序列分析結果可以知道，發現在外商進入後
我國壽險保費收入呈現成長趨緩的現象。為了驗証此一現象之顯著程度，接下來採用
干預分析的方法配適一含有干預項之時間序列模型：其結果與推論如下：

在此將外商進入視為干預事件，以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做為干預事件發生之分界點，並
利用時間序列之干預分析建立之干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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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干預項顯著，証實外商進入前後我國壽險保費收入之成長型態確有差異。

由以上的分析，証實外商進入之後，我壽險市場的成長確實有趨緩的現象。接下來，
我們想確認一下壽險市場的成長趨緩是否由於外商進入所致
實證結果之三：迴歸分析

總保費收入迴歸模型：
loge(總保費) = - 138 + 15.6 loge(人口數) + 0.0166 loge(M1)*D0 - 0.166 D1

 - 0.191 D2- 0.0618 D7.

基於此一迴歸模式，可以獲得如下之推論：
- 就整體而言，總保費收入和人口數有顯著的關係；
- 由人口數之迴歸係數為正顯示，人口數增加會造成總保費收入的增加；
- 保費收入具有季節性影響，在一月、二月以及七月時，其收入比平時要少；
- 含外商虛擬變數之交叉項被選入模型且為顯著，顯示市場開放對總保費收入

有顯著影響。又由交叉項之係數為正顯示，市場開放外商進入的結果，實際
上是加速了總保費收入之增加；



- 市場開放後，總保費收入除了受上述因素影響外，貨幣供給額（M1）對總
保費收入的影響變得顯著，且隨著貨幣供給額的增加，總保費收入亦增加；

實證結果之四：推論
推論一：外商開放前後我國壽險業保費收入之趨勢確有不同。而且在外商進入的期間
裡，我國壽險保費收入成長趨勢相較於外商進入前的成長趨勢要來得低。

推論二：對於前述時間序列預測值和實際值間的差異，反映出我國近年來壽險業保費
收入成長率逐漸趨緩之趨勢。

推論三：外商進入我國市場之後的表面現象是：總保費收入的成長率逐年遞減，似乎
有漸趨於一穩定飽和的態勢。

推論四：由總保費收入迴歸模型可以看出，我國壽險市場保費收入之經濟結構在外商
進入前後確有不同。模式證實：外商進入之後加速了我國壽險保費收入的增加，對我
壽險市場具有正面的影響。

推論五：以個別險種迴歸模式來看，顯示外商進入後特別加速了死亡險、傷害險以及
健康險之保費收入的增加。

推論六：實證分析中，外商進入後產生顯著影響之險種模式，凸顯出了外商壽險公司
在市場佔有率上具發展優勢的，均屬於短期性的壽險產品（即：死亡險、傷害險以及
健康險）。為何如此？是由於外商重視短期利益？或是外商經不起
長期虧損？還是由於國人較偏好與信任本國企業之長期壽險保單？這也是一個有趣
的研究課題。

推論七：外商壽險公司進入本國市場後對我國保費收入總額確實有增加的效果。至於
造成近年來壽險保費收入成長率降低之主因並非是外商進入此一現象本身，而是影響
保費收入之總體經濟因素成長趨緩所致。（註十一）

4. 計劃成果自評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以統計方法分析外商壽險公司進入本國市場前後，對我國壽險保
費收入之趨勢及其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分析壽險保費收入之趨勢發
現：時間序列模式所顯示之實際值低於預測值之現象，顯示我國壽險保費收入成長率
的逐年下降。從民國七十九年起我國壽險業之保費收入成長率均在百分之十幾附近變
動，相較於開放前動輒百分之二、三十的成長率明顯下降許多。由於時間序列預測值
所反映的是市場開放前的保費成長趨勢，在目前保費成長率趨於平緩的情形下，便產
生了高於實際值的結果。

由於保費收入的趨緩— — 或許透露市場飽和的前兆，正巧碰上開放外商進入之際，因
此必然會啟發人們對於因果關係的聯想。然而本文解釋保費收入成長率下降之主要原
因，並非是市場開放外商進入所造成的。藉由分析保費收入迴歸模型，顯示外商進入
對我國壽險保費收入產生正面的增加效果。而相對的，影響保費收入之經濟變數（如
人口數）卻有成長率降低之趨勢。故本文認為：開放外商進入本國市場造成我國壽險
保費收入的增加，而經濟變數的成長趨緩為造成近年來保費收入成長率趨緩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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