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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汽車險經營策略 

所謂的策略，根據錢德勒（1962）的說法，認為是擬定企

業的長程目標，以及達到目標之行動方案選擇與所需的資源分

配。而 Jauch and Clueck(1989)則認為經營策略是一種一致

的、綜合的和統整的計畫，可以讓公司的優勢和環境的挑戰相

結合，以確保企業的基本目標能經由組織的允當執行而達成。

在國內文獻方面，黃英忠（2001）提出策略所指的是達成組織

重要目標所需的手段或行為途徑，組織可能針對重要的關係

人，例如股東，皆設定一些重要的目標，然後提出達到目標所

需要的手段或方法。 

在策略的類型方面，李秀芬（2004）所採用的是 Miles and 

Snow（1984）所提出之類型，他們認為只要是策略與事業單位

之環境、內部結構以及管理程序能夠配合良好，則下列策略當

中前三種策略的任何一種策略都有可能成功，而反應型策略常

會導致失敗，敘述如下： 

一、防衛型（Defender Strategy）：僅生產市場上非常少量的

產品，以求得穩定，著重改進效率，而非尋找生產新商品

的機會。此種策略重視現有商品與市場的維持，相對應的

人力資源策略必須重視內部的資源，也就是員工的挑選和

訓練是非常的重要。 

二、前瞻型（Prospectors Strategy）：主要在尋求新商品和

市場的機會，開創重於獲利，通常應用於擁有多種商品和

高度密集技術的企業當中，公司採用這種策略的特徵是藉

由快速成長和持續管理與技術人員的佈署，而這種策略的

人力資源單位必須扮演企業家的角色，確認並且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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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人力資源，以及從組織外獲取重要的人力資源。 

三、分析型（Analyzers Strategy）：兼具前面兩者的優點，

主要是尋求最小的風險和最大的獲利機會，也就是在市場

已經有人開發後，才生產商品或是進入新市場。這種策略

下的人力資源單位必須利用正確的配置和考核機制，扮演

訓練和維持人力的最佳狀態。 

四、反應型（Reactor Strategy）:當經營策略和環境不一致

時，或經營策略、組織結構和管理過程無法配合時，所採

用的因應方式。 

在策略層級方面，李秀芬（2004）也提到多數學者將策略

分成三層： 

一、公司整體政策（Corporate Strategy）：主要是考慮應選

擇進入何種事業領域來達成組織利潤的最大化，同時必須

考慮用何種方式進入其領域，例如策略聯盟或是多角化

等。 

二、事業策略（Business Strategy）：包括企業本身在市場上

的定位，以獲得競爭優勢，以及在不同產業中可以使用的

定位策略。例如 Porter(1980)所提出的三種基本策略：成

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和集中策略。 

三、功能性策略（Functional Strategy）：主要在事業策略的

引導下，如何改善公司功能性的作業，例如製造、行銷、

管理、人力資源等，用來達到優良的效率、創新、品質以

及顧客回應，進而讓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因此功能性策略

屬於支援性策略。 

 

在產險業經營方面，因其特性與其他產業有相當大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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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因此周品吟（2005）認為產險業所要承擔的風險具有較大

的不確定性。由於所面臨的產業風險不同，因此在經營上也有

其獨特之特性，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 保險期間大多為短期 

產險業的承保期間大多以一年期為主，所以產險業相較於

壽險業來說需要有更高的流動性，故在資金運用上多投資在短

期且流動性高的資產類別上，因此便受到較多的投資限制。 

二、 承保商品種類繁多 

由於產險業所承保的產品種類繁多，所以在核保上需要付

出較多的人力且核保技術也較壽險複雜，因此期損失累積的經

驗也比較龐雜。 

三、 損失發生的幅度與頻率大 

產險業所承保的業務大多為天災意外之發生，這種天災事

故的發生較不具有規律性，所以在損失控制上比較困難，技術

上更為複雜。而產險業常面臨巨災的發生，例如 1999年台灣

所發生之 921地震或空難事件等，一旦這樣的事故不幸發生，

對於產險業來說將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四、 核保週期較為短暫 

產險市場就長期觀察而言，可發現其核保循環週期現象較

為明顯，依過去歷史顯示，在保費和保險人營業利益方面，存

有週期性的關連，可用軟市場（Soft Market）和硬市場（Hard 

Market）說明。當核保成績良好時，此時進入軟市場，承保利

潤較高，但如此一來會導致業務競爭的激烈，進而採取削價競

爭來增加保費收入。當市場面臨通貨膨脹，則此時因處於軟市

場狀態，賠款金額和公司的營業費用會隨之增加，因此產險公

司會降低承保能量。但當投資收益也不足以彌補承保虧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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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以提高保費因應，俾便增加保費收入，降低賠款率。基於

產險公司面對的風險較大且不確定，所以在核保上產險業應更

加的謹慎，以免讓核保週期效果過度嚴重，進而影響公司。 

此外作者也提到，產險公司的風險主要多來自本業的風

險，其次才是投資風險。至於投資風險可以利用良好的投資組

合予以分散，而本業風險則需要依靠謹慎的核保措施，並且配

合再保險將風險分出。由於產險擁有較高的不確定性風險，再

保險所扮演之角色就更為吃重，不過過度依賴再保險也會減少

產險公司的獲利，因此在兩者之間的配合及調適上就很重要。 

相關文獻方面，李秀芬（2004）所主要研究的對象為中華

徵信所出版之 2002年 5000大企業等資料，利用問卷方式進行

收集，而實證結果發現，不同企業文化的類型在經營策略、任

用策略和經營績效上有顯著的差異，並且不同經營策略在企業

文化、任用策略和經營績效上也有顯著的差異，作者最後也提

到企業文化和經營策略將會透過任用策略中的中介作用影響

經營績效。 

 

2.2產險行銷通路 

一般來說，行銷策略包括公司為了影響市場對商品之需要

所做的一切作為，也可以稱做行銷組合。意即指公司將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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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格策略、通路策略以及促銷策略，也就是所謂的 4P(Product、

Price、Place及 Promotion)。以下為四種策略之介紹： 

一、 產品策略 

產險公司所行銷的是一種無形商品，並且根據消費者不同

的需求開發新商品，不過目前國內規定各種保險費率、保險單



 11 

條款、要保書等資料，均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出單，且

無經營的專利權，使得此市面上的保險商品差異不大，再者產

險市場一直採取價格競爭策略，因此若想要提高市場占有率，

應該加強其商品差異化、服務差異化以及公司差異化來達到目

標。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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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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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

提升市場占有率。不過缺點在競爭對手若採取相同策略時，會

導致兩敗俱傷；且價格的下降也會使服務品質降低，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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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通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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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險商品為無形商品，因此在產品的行銷上，通

路就更顯得重要。對企業來說行銷通路已成為經營成功的關鍵

因素，在目前的市場機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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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有： 

(一) 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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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遽增。 

(二) 直接銷售人員：指的是保險公司雇用之人員，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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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銷售

比例最大的行銷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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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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銷售是保險公司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機構，如上述

所提到之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直接銷售指的是保險公司不透

過任何中介機構而直接將保險商品銷售給消費者，依照不同的

型態又可分為據點銷售和非據點銷售兩種。據點銷售指的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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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或汽車經銷商所進行一些保險商品的販售。據點銷售具有

獨佔的區域銷售特性，再者因據點的方便性，導致保險商品容

易進行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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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複雜之保險商品例如火災保險

或責任保險等，也可以透過通訊處等據點服務消費者。在非據

點銷售方面，其型態非常多種，例如郵購、直銷、展示、電話

行銷等，還有最近熱門的網際網路行銷。 

所謂網際網路行銷是指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和普及化，許

多保險公司開始利用網際網路作為一個新的行銷通路以銷售

簡易的保險商品，據預測網路行銷會是未來一個熱門的行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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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故

利用網路可以節省較多的成本。一般消費大眾只要透過網路作

線上投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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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缺點是無法銷售較複雜之

保險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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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需要專業人員的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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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

處，同時目前利用網路方式行銷主要的目的，是以拓展公司的

知名度為主。 

 

四、 促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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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發優質且適合顧客之產品，同時訂定適當價格，讓

消費者產生購買產品之動機外，公司對顧客進行促銷活動，特

別是保險商品更為需要，理由在於消費者對於保險保障的觀念

並不足夠，因此促銷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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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促銷方式可分為下列幾種： 

(一) 廣告：利用大眾媒體方式將訊息傳達給目標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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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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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企業在災害過後

發起救災活動等。 

(三) 推廣促銷：應用短期激勵措施，例如贈品、抽獎等

活動引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不過推廣促

銷是屬於一種短期性的活動，若促銷動作

過於頻繁將會失去其活動效果。 

黃文娟（2003）提到一般產險行銷，主要有以下之特性： 

一、 保險商品的無形性 

保險商品主要是對消費者保障的承諾，是不具有實體，所

以有別於一般的實體商品，例如電視、家具等，保險商品比較

不容易被消費者直接接受。 

二、保險商品無法顯示立即利益，導致消費者缺乏主動購買欲

望 

因大多數消費者對於自身的風險管理以及保險知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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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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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有理賠的保障，故在平時消費者很難感受到保險的實質利

益，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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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消費者

也無法得知目前的保險保障是否足夠。 

三、 保險商品之複雜性 

由於保險牽涉到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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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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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與保險公司產生

認知上的差異。 

四、 與法令政策相配合 

產險商品與其他保險商品的差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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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基本保險等險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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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費者因為有強制險做為媒介，多少消

除了一般人對保險的排斥，間接帶動了其他險種的銷售。 

同時作者並提到未來產險行銷的趨勢，大致有以下幾項： 

一、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 

過去產險公司行銷多以商品導向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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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保險公司利用消費者這樣的需求滿足，從中獲得利潤。 

二、 產品多樣化 

消費者需求逐漸多元化，因此保險商品將有更多組合的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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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配合不同消費者之不同需求，尤其保險觀念日益普及，

未來的保險商品研發將會有更大的空間。 

三、 行銷通路的多元化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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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多透過業務人員行銷方式進行。但現在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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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限於業務人員的銷售，另外還有電話行銷、網路、DM等各

種管道，讓通路更加多元化。 

    在相關文獻方面，吳華華（2003）採用 1997年到 2001年

產物保險公司之資料，並且區分為本國及外商公司，然後利用

回歸模型、效率前緣和行銷 4P的方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保

險業資產越大或為本國公司時，其個人險的經營比例都會上

升。在經營績效方面，當再保比率越低、公司規模越大時，則

可以提高公司經營的利潤率；另外個人險比例的增加，可以降

低損失率，同樣有提升公司獲利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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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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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增加許多新的通路，加上產險業者想要降低經營成本，更加速

了產險行銷通路的變革。作者也提到採用新興通路時，必須瞭

解這些通路的特性和成本，並加以規劃才能成功。通路和產品

也須能夠相輔相成，例如自用汽車保險或是火災保險除了傳統

通路外，可以利用廣告信函或電話等方式來降低成本，同時回

饋到保費上。作者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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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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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產險公司經營績效 

績效之定義為企業目標的達成度與運用資源的情形，因此

公司的績效差異可反應企業經營的好壞，進而改善企業營運的

狀況。也就是說，績效是一種衡量指標，可以分成主觀績效和客觀

績效兩種，前者例如社會評判、目標達成度、目標滿意度等，而後者

包括了量化指標進行衡量。 

在相關文獻方面，Cummins and Weiss(1993)藉由對產險

公司效率的衡量，所研究之對象為美國的產險公司，共 261家

公司，包括 34家大型公司，134家中型公司以及 89家小型公

司，研究的期間為 1980年至 1988年，利用 Translog函數型

態為成本函數，配合成本建立聯合估計體，而產出變數包含了

核保與管理服務、仲介服務以及損失清算服務。投入要素包括

勞動、資本以及原物料。結果發現公司規模中等的經濟效率較

低，其餘兩種規模的結果差異不大；而保險公司不論規模大小

都有閒置的勞動力，但卻過度使用資本。最後作者也發現大型

公司的規模報酬不具規模經濟，而其餘兩種型態的公司皆具有

規模經濟。 

Fecher(1993)則評估法國壽險公司以及產險公司的相對

生產績效，採用參數法和非參數法，資料來源為 1984年至 1989

年間 84家壽險公司以及 243家產險公司，結果發現參數法和

非參數法的分析結果有極大的相關性存在，並且公司間無效率

比率的分散很廣。如果可以控制好公司規模、所有權型態、配

銷、再保險和賠款率，則此種分散情形就可以減少。 

Chidambaran, Pugel and Saunders(1997)採用產業組織

研究法（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研究美國財產

及責任公司的經營效率，利用 1984年至 1993年 10年間公司

18個險種的經濟效率作為研究分析，並且著重在經濟損失率。

研究結果發現險種的集中率以及直接簽單公司在各險種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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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是經營績效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另外，研究也發現其

結果與一些險種因競爭而呈現的問題相當一致。 

盧坤泉(1998)則以十五家本國產險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

各產險公司於民國 83年到 85年之財務資料進行研究。作者選

取 13 種財務比率代表產險公司之經營績效，利用因素分析

法，萃取出四項經營績效評估基準，分別為財務結構、獲利能

力、償債能力及經營效能，再以公司平均規模、公司成長、風

險水準、市場占有率及資本結構等五項市場結構為自變數，四

項經營績效評估基準為因變數，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法，探討產

險業市場結構對於其經營績效的影響關係。 

葉澤菁（2000）認為壽險業會計制度與一般企業的會計制

度有很大的差異，如果不針對其特性加以修正，而直接將壽險

業與其他產業作績效的比較時可能有失公允，因此作者試圖訂

出壽險業的績效衡量指標，並且利用修正後的指標對於壽險業

的經營績效重新評估之後，與一般商業衡量之結果作比較。結

果發現作者所擬定之指標結果與一般評估所做出來之結果有

相當大的差距，原因在於一般性的指標在衡量壽險業的經營績

效時，未考慮其會計與經營上的特性，因此作者建議未來在衡

量任何企業的經營績效時，應考慮其產業經營與會計上之特

性，才能公正的衡量，避免產生誤差。 

李永全（2001）以壽險公司的資產報酬率與股東權益報酬

率做為獲利能力的衡量指標，測試相關市場力量假說、SCP假

說以及管理效率假說和規模經濟假說等。作者得到以下結果：

首先國內壽險市場主要獲利來源決定於市場占有率，而市場集

中度所帶來的寡占效果只有對本國壽險公司的獲利能力有影

響。其次國內壽險公司的管理效率較外商壽險公司好，不過對

本國壽險公司來說管理效率假說並不成立，而國外壽險公司則

成立。又作者從 ROE觀點來看，是否具有規模經濟並不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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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的獲利，不過如果從 ROA的角度來看是否達到最適生

產規模，對於外商壽險公司的獲利能力有影響。 

紀琬琪（2003）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 2001年台灣 24

家產險公司的再保險經營績效，並且就分出業務以及分進業務

進行效率評估，作者發現具有整體效率的公司有 10家，但是

就分出業務的效率來說，只有 2家具有效率，而分進業務也只

有 2家。此外作者也用 Malmquist對於 1999年至 2001年之效

率變動進行分析，發現效率的變動在多數公司都呈現衰退的情

形，理由可能是因為再保險市場的緊縮有關。而作者最後也對

於 1995年至 2001年的效率變動穩定性進行衡量，得到多數產

險公司的再保險經營效率變動並不穩定的結果。 

 

2.4汽車險費率自由化之探討 

主管機關以三階段性的放寬管制，將保險費率和商品自由

化，產險市場費率自由化的目的有： 

一、廢除干預市場機制之法規，回歸基本面，尊重市場機能。 

二、經營者立足點平等，無差別待遇。 

三、制訂經營規範，創建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 

四、消費者權益保護。 

 

主管機關希望費率自由化可以達到以下的目的： 

一、用積極態度執行各項管理措施，但不是放任自由 

除了大型的商業火災保險之外，實施初期針對危險保費部

分仍採用管制措施，僅開放附加費用可自行釐定，經主管機關

核備後實施，至於危險保費之開放，到第二階段才會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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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維護市場紀律和秩序為前提 

由於費率自由化之後，主管機關開始減少對本國產險業的

保護及管制，由於保護和管制的解除，將使平均保費下降，並

且損失率和費用率都會提高，導致業者的利潤大幅減少，市場

競爭更加激烈。為了避免同業間因爭取業務而產生惡性競爭，

進而侵蝕公司的營運資本，附加費用部分雖開放給業者自由釐

定，但仍須符合總量管制原則。此外針對每一保單保險費之收

取，也不得低於其危險保費，以維護市場秩序與紀律。 

三、監理政策在於清償能力的確保 

主管機關之於保險費率及商品自由化之監理政策，採分階

段放寬管制，以建立合理公平競爭之環境，期使業者能逐步調

整業務經營，以因應最終階段之自由化競爭。此外六年三階段

實施自由化之期間內，主管機關與保險業者須致力朝自由化的

目標努力，以期利用費率自由化來建立更成熟、健全之國際化

的保險市場。 

一般而言，費率自由化之實施主要的基本條件有（陳伯

燿，2005）： 

一、完備的監理制度 

一旦實施費率自由化，保險公司就不必將費率報請主管機

關核備，從世界各國費率自由化發展的過程來看，在費率自由

化制度下，有一個完備的監理制度是非常的重要，如果缺乏健

全的監理制度，很容易導致保險業因惡性競爭而造成破產或是

喪失清償能力。 

 

二、充分競爭的市場 

所謂自由化並非表示主管機關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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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毫無章法的進行惡性競爭，而是分階段藉由合理制度以及市

場機能，提供產險業者一個合理且公平的競爭環境，以達成市

場費率自由化的目的。因此當產險市場有不公平的現象存在

時，或者保險公司的設立以及營運受到限制時，就不適合實施

費率自由化制度。 

三、正確的統計資料 

實施費率自由化之後，保險業者必須運用公司內部的統計

相關資料，以提供業者在經營上有一個正確的方向，而這也是

費率自由化後建立個別公司商品差異化相當重要的一環，同時

透過正確的統計資料才可以清楚了解公司的損失率和費用率。 

四、足夠的專業人才 

為能將費率自由化所實施之負面衝擊減到最小，所要做的

就是加強公司對於人才的培訓，尤其是精算人員的培訓、核保

人員的訓練、行銷人員的再教育以及風險管理人員的招募等。

公司人才的素質越高，越可以消弭費率自由化的負面衝擊。 

相關文獻方面，陳惠文（1992）以經濟學的角度討論產物

保險競爭費率制度之適用性，主要利用市場供需原理以及廠商

定價行為之觀念，並將國內保險市場區分成為寡佔與完全開放

市場兩種型態，分析市場實施競爭費率制度的可行性。結果發

現完全開放市場之參考費率存在時，各產險公司及其邊際成本

定價將極大化社會福利，並且有一合理價格，故競爭費率可

行。相反的當參考費率不存在時，規模小的產險公司不但沒有

自訂價格的能力，並且其價格也不等邊際成本，社會福利也無

法最大化，故競爭費率制度不適用。 

在寡佔市場下之參考費率，各家產物保險公司可依照其邊

際成本定價，社會福利也可以最大化，產險公司會有一公平價

格，因此競爭費率制度有其適用性，不過當參考費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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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有以下之情況：1.產物保險市場會有高於平均的價格 2.

市場惡質競爭對產險公司之清償能力會有不利之影響 3.產物

保險公司獲取市場之最大利潤，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競爭

費率制度不適用。 

而張邦茹（1995）則從產物保險公司之管理經營面討論費

率自由化，分別由精算面、核保面、行銷面、理賠面、投資策

略面以及再保險面等六個層面進行探討分析。結果顯示，在自

由費率制度下，公司若採用規章費率制度經營，將會喪失市場

競爭力並且經營風險會大幅提高，因此作者認為這樣的經營方

式並不恰當，所以公司應在不同規章費率制度下，採用不同的

經營管理政策。 

沙克興（2002）從監理機關、保險業者以及消費者三方面

之立場，討論我國進入世貿組織後，產險商品及費率自由化應

如何推動及因應。作者以文獻歸納之方式，加入相關學者之見

解並且參考國外先進國家保險公司之經驗，考量國內外經濟環

境以及國內產險市場、保險監理機關和業者準備之因應措施等

多方因素，再考慮消費者權益和減緩業者所受到的衝擊下，循

序漸進的擬訂我國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之時程，並將之分為三

個階段，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全面自由化的健全產險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