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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路的出現，改變人類傳統進行商業交易的方式，企業透過

發展電子商務增加競爭優勢已成為一股熱潮。對人壽保險業而言，隨

著資訊技術環境成熟、網際網路使用人口的增加、顧客需求改變等影

響下，人壽保險公司紛紛計畫應用網際網路的力量，創造新的經營模

式，以增加整體的生產效率與提高顧客忠誠度。 

 

人壽保險公司導入電子商務主要目的在於降低成本，探討適合人

壽保險業者採取的電子商務經營模式，由於整體壽險業電子商務環境

尚未成熟，本研究以個案研究進行，選擇這方面之領先者作為標竿研

究，以深入訪談和資料蒐集進行交叉研究，探討個案公司推行保單網

路行銷之概況。 

 

根據訪談分析結果，找出無法在網路上順利推廣壽險保單的原

因，包括在保險資訊、售後服務及網路安全上…等問題，在參考相關

網路行銷書籍及網路行銷上的成功案例，找出其關鍵成功因素後，再

針對各個問題點提出可行的對策，使壽險產品能透過網路行銷來販

賣，節省更多人力資源、減低成本，達到更好的績效。 

 
 

關鍵詞：電子商務、英國保誠、國泰人壽、網路行銷、網路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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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1.1  研究背景 

人壽保險的特質是以『人』為標的商品，人是無價之寶，是無法

以金錢來衡量的，而人生的過程是多變的，需求也是多變的，客戶購

買終身壽險，保險公司也須履行服務保戶一輩子的承諾，保戶的保險

需求也會隨著時間的增長而增加，而且保險費金額並非小數目，有些

不肖保險從業人員為了業績，未誠實的將保險契約內容詳細的告訴 

保戶，當保險產生理賠或領滿期金及其他服務時發生認同上的差異而

引起保戶的不愉快，保戶覺得被騙的感覺，所以常常有客戶認為保險

是『騙人』的。  

 

在通訊技術的發展與網際網路的普及下，顧客對商品資訊與知識

的取得變得快速且充分，所以顧客關係管理是保險業最重要的一環；

展望二十一世紀，顧客的形態已經改變，市場經營環境也改變，在市

場激烈競爭的情況下，保險業對市場經營導向也產生重大變革，由商

品導向演變為顧客導向，另外，保戶對商品的價值與服務其敏感度及

期望也愈來愈高，對產品偏好轉變快，而且喜歡量身訂製，自動參與，

不再只是完全的被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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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電子商務快速成長其銷售商品與服務的方法都在網際網路上，越

來越多消費者在網路尋求服務，他們可以在家中或辦公室安逸的透過

網際網路來搜尋和購買商品。在全球面臨了普遍經濟不景氣的同時，

此種不景氣的現象並沒有阻擾網路族的大量增加，更沒有讓網路的成

長減緩，且將為企業帶來新利基。本研究範圍為壽險業使用網路行銷

之可行性，並利用網際網路（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理論概念研究壽

險業進入網路行銷市場之可行性。 

 

目前國內的保險公司設置網站的程度為100％，可得而知『網路

行銷』的地位不容忽視，未來網路行銷能為企業帶來商機提昇企業競

爭力。期望透過本研究能提供壽險業者對網路行銷更進一步瞭解，以

及提供未來的參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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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國內保險公司近兩年，已大幅度的改變行銷方式，紛紛進軍網路

市場，截至今年的網路規劃程度，已打破過去保險公司保守經營形

象，值得重視。本研究擬透過壽險公司利用網路行銷現況問題，本文

擬以重點探討如下： 

一、瞭解現今網際網路的趨勢，以及目前壽險公司網路行銷現況

探討。 

二、壽險業投入網路行銷之研究。 

三、從網路環境因素分析—壽險業行銷之影響。 

四、期使研究結果能對壽險業在行銷通路的擴展上能有所助益，

提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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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流程 

 

 

 

 

 

 

 

 

 

 

 

 

 

 

 

 

 

 

 本節分別選用國內及外商各五家壽險公司，來做產品服務分析及

比較，壽險業目前在網際網路發展的現況，在從國內、外各挑一家壽

險公司來做為個案選擇，找出原因後針對我們的問題，進行訪談深入

探討，並加以分析。最後根據本研究結論，提出未來研究方向的建議

與看法。 

訪   談 

分   析 

結論及建議 

產品服務分析及比較

找原因

壽險目前現況 

比較壽險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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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文獻探討作為本文後續第參章之研究基礎，其架構分成二個

部份，首先瞭解網路行銷之意義及未來發展趨勢，並列舉出目前現行保

險業界應用電子商務之現況。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運用電子商務來取代傳統行銷方式已成為目前各產業界的趨勢，在

本段內容中，將先針對一般電子商務之定義進行探討，接著分析電子商

務目前與未來的發展規模。 

Fellenstein & Wood[1]指出，所謂電子商務是指：「利用網路及套裝

軟體連結企業與消費者，達成展示、銷售、售後服務等電子商業目的之

行為」。 

 

嚴紀中、陳鴻基[1]，認為電子商務乃泛指企業得以利用電子化的處

理過程，經由聲音、傳真或是其它即時性的媒介，與客戶及商業合作伙

伴之間溝通商機或進行商業行為。此外合作伙伴間亦可以藉由數位式媒

介來交換產品與服務，分享資訊資源，故電子商務不但為通訊上之利

器，亦可以作為貿易伙伴間為了達成企業間資訊分享、商業互助互補之

有效工具。其將電子商務的一般定義分成交易導向與生產導向兩方面進

行探討： 

(1)交易導向定義：電子商務為可透過廣大的網際網路、有線電視、

無線電及電傳視訊等媒介進行商務交易的活動與過程。 

(2)生產導向定義：電子商務乃經由線上處理過程，將數位式輸入轉

成有價值的輸出，以供決策者參考的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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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網路行銷之意義及未來趨勢 

2.2.1  何謂網路行銷 

廿一世紀全球最注目的焦點“網際網路＂，而在眾多的網際網路

應用中，網路行銷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依行銷學者Ｋotler2的定

義，所謂『行銷』（Marketing）係指一種社會性與管理性的過程，

個人與群體可經由此過程創造與交換產品與價值，來滿足其需要與慾

望。若將上述的行銷過程透過網際網路來達成者，謂之『網路行銷』。

針對網路行銷之目的與策略說明如下： 

(1)網路行銷之目的：À企業推廣與形象係指藉由網路快速傳輸及

利於更新之優點來提升企業知名度及形象。Á產品及服務之推廣

係指藉由網路多媒體之特性，介紹企業產品及利用24 小時連線

隨時服務客戶並即時提供最新資訊或產品來吸引更多的網友上

網瀏覽。 

 

(2)網路行銷之策略：由客戶的消費行為來規劃企業行銷活動之

內容來滿足客戶需求，並極力協助客戶尋找企業所銷售之產品，

設置簡單易懂的購物流程手續，最後還須有保持良好的售後服務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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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企業網路行銷策略未來趨勢 

企業如何掌握網路行銷未來趨勢，倘若企業還在運用傳統行銷通

稱4P（產品、價格、通路、促銷）競爭策略，那就跟不上網路列車。

『今日的行銷組合已邁入4C ： 全套式解答（ Customer2 劉明德等

（1999），電子商務導論，ｐ：166 頁Solution）、成本（Cost）、

便利（Convenience）、溝通（Communication）的範疇3』，若能廣

泛利用掌握4C 策略新趨勢，便能行銷全世界。 

 

2.2.3  電子郵件行銷 

儘管垃圾信滿天飛，e-mail 行銷仍在（2002）年第四季證實有

效，並帶動全美電子商務成長40％，達174 億美元規模。雖然電子郵

件等網路媒體在消費行為的「品牌認知」階段不如電視廣告和口耳相

傳有效，但是在「了解產品」和「決定購買」的階段，卻與「推銷員」、

「口碑」並列為最具消費行為影響力的三大媒介。 

 

根據全球知名網路廣告商DoubleClick 的最新報告，2002 年第

四季全美email行銷開信率雖比前一季微降2.5％，達到10.5％，但網

路零售商和型錄郵購商的e-mail 廣告開信率卻增加了12％，達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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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整體廣告E-mail 的點選率雖下降6％，跌至8％，但網路零

售商和型錄郵購商的廣告e-mail 點選率卻上升3％，達到7.1％的水

準。 

 

雖然e-mail 行銷對網路零售商和型錄郵購商的促銷確實有效，

但垃圾信滿天飛的現象儼然是一大隱憂。報告指出，e-mail 行銷的

退信率降至10.5％的原因中，53％是因為收信匣或收信伺服器拒收，

另外47％則是因為電子郵件的地址無效或不存在。 

 

電子郵件行銷如何使用最有效？DoubleClick 的調查報告指

出，網站、網路廣告、電子郵件等「網路媒體」，在消費行為的三大

階段中，最初的「品牌認知」階段不如電視廣告和口耳相傳有效，但

是在「了解產品」和「決定購買」的後兩階段，「網路媒體」卻與「推

銷員」及「口碑」並列最具消費行為影響力的三大媒介。 

 

根據調查，在「品牌認知」階段，「網路媒體」在九大類消費產

品中只有旅遊類有效，41％受訪者是從旅遊網站認識產品，但是在藥

品、汽車、健康美容、電器、貸款保險、電影、電訊及食品等類別，

消費者還是多半由電視廣告和朋友推薦得知。但是在消費行為的後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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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網路媒體」卻是最後臨門一腳的重要媒介，其中「推銷員」

在汽車、貸款保險、電器和電訊類等產品的影響力最大，但其他類別

都不是「網路媒體」的對手[2]。 

 

2.2.4 聚合行銷 

不論是透過網路還是親自到實體商店購物，消費者已經不再是任

何企業能輕易控制的了。因為消費者不再是活在單一的世界裡，他們

是結合網路以及傳統型態的混合型消費者，我們稱之為「人頭馬消費

者」。華頓商學院教授傑瑞‧溫德（Jerry Wind）[3]指出，未來的

關鍵在於「聚合」：達康加上非達康，電視加上電腦，第一世界加上

第三世界，行銷加上金融等等。市場真正的主宰，正是悠遊於線上和

實體世界之間的人頭馬消費者。 

 

2.3  Insurance 保險業 

台灣的保險市場經過了三十多年蓬勃的發展，而後政府開放外商

進入台灣市場之後，競爭更加激烈的同時卻也帶動市場更快速的發

展，為了在為數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各家保險公司莫不使出渾

身解數，努力提供更豐富、更精緻的服務來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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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應用扮演了重要的關鍵，從歐美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來

看，透過企業 e化（如電子商務、EIP、KM 等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應

用）來強化公司經營體質、提供消費者更貼心的一對一服務，不但贏

得消費者的絕佳忠誠度也持續創造了更可觀的營收。    憑著英特連

股份有限公司在金融業的豐富經驗與技術實力，我們持續不斷發展各

項成熟的解決方案以提供您更多的競爭利器，讓您能透過我們的解決

方案滿足客戶、員工與公司的成長需求並能在業界持續保持領先的地

位。 

 

2.3.1  保險電子商務系統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企業跟企業間的 e 化服務）： 

企業與企業組織以網際網路為平台建立一個快速、有效率的溝通

網，透過英特連為您建置的 B2B 電子商務系統，您可以大幅減少公文

往返、傳真、電話等傳統人工作業的時間、金錢與人力成本，同時可

以提升營運效率，強化企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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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Business to Customer 企業與顧客間的 e 化服務）： 

英特連為您建置的專業保險電子商務系統，提供全年 365 天，全

天 24 小時無休的個人化服務，可以讓您的顧客可以上網購買保險、

刷卡付費、辦理續保、保單查詢、智慧型保險規劃與保費試算、保戶

電子報、申請理賠、保單貸款、線上申訴與客戶服務等多元化的個人

one to one 服務，讓您的客戶更容易的與您往來與接近。 

 

B2E（Business to Employee 企業與員工間的 e 化服務）： 

透過英特連提供的 EIP（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企業

資訊入口網站），您的業務人員或行政人員無論在何時何地，只要連

上網際網路就可以透過瀏覽器（如 Internet Explorer 5.0）、PDA、

手機等工具上來查詢公司公文、商品資料、行銷文件、個人業績狀況、

保戶繳費到期提醒、收發電子郵件、使用電子行事曆、保戶資料管理、

商品建議書、發送簡訊、傳真、等各式各樣的服務，讓您的員工透過

單一入口即可得到所有服務，強化整體工作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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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Key Business Benefits 

1.透過英特連的保險電子商務系統，貴公司可以提供線上保單規

劃、報價及查詢系統協助客戶及潛在客戶在規劃保單及購買保險上有

全盤的依據，便利的查詢系統提供被保險人查詢保單資料及進行續

保、申請保單貸款等相關作業。節省業務與行政人員成本。又能接觸

更多的潛在客戶。 

2.在繳費安全機制上，除了傳統的匯款、傳真、等方式，更提供

了進步的 SSL 線上信用卡刷卡、SET 電子錢包，以及銀行虛擬帳號等

各種付款方式，方便客戶繳費作業。讓客戶和您在處理帳務時都能享

受更便捷的服務。 

3.透過企業內部 e化，降低傳統作業成本，配合內部流程改造提

升企業整體競爭力。英特連的 EIP 企業入口網站系統讓您可以根據企

業本身的發展需要自由選擇 KM（知識管理）、CRM（客戶關係管理）、

E-workflow（電子化工作流程）、Wireless（結合無線通訊應用）等

各式解決方案搭配使用強化企業體質。 

4.隨著全球經濟自由化的蓬勃發展，全球金融市場競爭日益激

烈，未來台灣進入 WTO 之後，全球各大跨國金融集團也將先後重兵進

入台灣。證券、銀行、投信、投顧與保險等金融體系也將朝向集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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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與經營的趨勢邁進，以提供消費者 One Stop Shopping（一站購

足）的全方位金融服務。英特連以多年來深耕金融業的豐富經驗提供

您未來全方位的保險、銀行、證券等完整金融整合服務。 

 資料來源 http://www.jpc.com.tw/m-ecsolution-app_indu_2.htm 

 

2.4  電子保單的誕生 (2003/10/2)  

    財政部保險司於二00三年九月二十九日公佈保險法第43條修正

案，現在保單將可以用電子文件的形式開具及保存，已不需再將保單

做成書面文件了。為了避免發生交易糾紛及確定保戶身份，所以必須

經過網路認證機構的許可認證。  

    

所謂網路認證機構，就是利用網路對一般民眾發出憑證的管道，

使民眾在未來可在網路上進行各種商業交易。伴隨著網際網路的發達

及電子交易日趨成熟之情況下，一般交易及下單將有可能透過網際網

路的普遍運用而成為一種新的交易方式。就現階段而言，電子文件已

有明確的電子簽章法加以規定，而網路交易也可由電子簽章法之相關

範疇可參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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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電子商務的發展，保險業逐步實施電子化保險。為此，財政

部保險司修正保險法第 43 條，重新制定關於保險業電子契約訂定之

相關法令，以確保消費者權益與便利性，使保險業對於網路交易型態

作業有所規範，並要求政府相關單位以命令方式制定可用於網路交易

方式的險種，但修正法第 43 條中也明確規定，電子方式的保險單與

暫保單，必經由網路認證機構認證與確定保險用戶之身份，以避免在

交易時發生不必要的糾紛。 

資料來源 http://www.ectimes.org.tw/readnews.asp?id=5142 

 

2.5  壽險購買決策 

以目前保險行銷的方式，大多採用人員行銷，透過保險輔助人（業

務員、經紀人、代理人）對客戶進行保險相關服務，協助客戶從事保

險商品之購買決策。本段內容中，首先探討保險行銷過程中，媒介角

色的功能與重要性，進而研究消費者購買行為與決策過程。 

 

基於人類生活保障之安全需求與管理個人風險的需要，對未來之

不確定性會採取趨避手段或彌補的方式因應，而壽險則為滿足安全需

求與個人風險理財之重要的損失彌補方式[4]。通常人們會基於某些

目的而投保，常見的有：作為遺族生活費用、退休養老準備、子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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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金、醫療費用等。投保時，基於不同的目的所考量到的因素與決

策之依據也會不同。例如基於遺族生活費用準備而投保時，以家庭需

求法評估險種與保額時，考量的因素大致上以家庭之財務目標與希望

維持之生活水準為主，其他如善終費用、子女教育基金、債務清償等

費用亦必須一併納入考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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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於壽險涵蓋的種類相當廣泛，目前國內及外商保險產業結合線

上網路服務購買壽險的成功案例仍然不多，目前學術界對於壽險業結

合網際網路的服務研究亦不多。本研究乃是做探索性的研究，旨在探

討壽險業結合網際網路服務的相關議題，試圖從個案公司實際運作狀

況中發掘事實真相，並探索其所發生的現象。希望透過個案的瞭解而

得到新的啟示，因此採取個案研究的方法來進行。 

 

3.1  內容分析 

 首先我們找了國內及外商各五家壽險公司，分別是： 

國內：國寶、新光、國華、台灣、國泰。 

外商：英誠、大都會、全球、佳迪福、宏利。 

以上十家來做商品比較及在網路上販賣商品比較，由這幾家比較出

來的依據，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壽險業在網路販售商品的現況，然

後我們再挑出國內及外商各一家壽險公司，進行訪談深入探討，找

出原因後並針對我們的問題加以分析。 

  

 先分析現在台灣壽險業市場的趨向，然後針對網路販賣部分深

入研究，由第四章內容分析比較表裡，可明顯看出台灣壽險業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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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網路販售的現況尚未達到成熟期，針對此問題，在往後的章節

我們將會詳細分析探討其現象。 

 

3.2  個案公司的選擇 

本次個案研究，我們由上述設定之十家保險公司內挑選，國內設定

對象是挑選知名度最高，且穩坐壽險產業之龍頭國泰人壽，外商公司則

設定對象則是挑選目前台灣最有競爭優勢的外商保險金融公司英國保

誠人壽，針對這兩家保險公司來做個案分析及比較，並進行訪談。 

 

3.3  訪談設計 

(一)對象：國泰人壽、英國保誠人壽 

 (二)職階： 

 (三)問題內容： 

Q1.資歷介紹 

Q2.直接銷售與網路銷售有何差異性 

Q3.保險業在網路上銷售的困難度在那，為何？ 

Q4.未來保險業在網路上的推廣模式 

Q5.如何在網路上做商品的介紹 

Q6.在網路上如何做售後服務 

Q7.如何為客戶量身訂做適合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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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個案公司描述 

本節在描述保誠與國泰人壽之公司簡介 

3.4.1  保誠人壽公司簡介 

英國保誠人壽擁有集團強大的資源作後盾，憑著一百五十多年來

的歷史與傳統和誠信、穩健的企業經營原則，建立了卓越的信譽和地

位，不斷提昇實力，持續研發優質的產品及提供完善的服務品質，以

實踐對社會大眾的承諾。秉持保誠一貫「誠心誠意，從聽做起」的企

業理念，我們堅信，傾聽是一切的根本，唯有傾聽，才能了解真正的

需求。 在保險理財的專業領域中，英國保誠人壽豐富的經驗，誠心

的服務，是客戶最安心的理財夥伴！ 

 

英國保誠集團現為亞洲最大的歐洲壽險公司。1999 年進入台灣

壽險市場，目前擁有一萬多名業務菁英並結合銀行策略合作夥伴，為

社會大眾提供專業的保險理財服務。  

 

保誠人壽「傾聽、了解、關懷．您最安心的理財夥伴」的企業理

念，為社會大眾提供專業的保險理財服務，更領先同業推出「保誠

U_Link 投資連結型保險」，十足展現豐富的國際經驗與創新精神；

「為所有客戶提供多元管道之專業服務，成為人壽保險業界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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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願景，讓保誠廣受社會各界肯定，在商品及服務上獲得許多獎

項之肯定。  

 

保誠人壽亦積極投入台灣社會公益行列，長期關懷「兒童」和「教

育」的相關議題，並以實際行動致力於海外、國內的社會急難救助事

件，實踐英國保誠集團「品牌有情，企業有愛」的精神。因應金融商

品及服務通路日趨多元化的潮流，英國保誠人壽在業務人員銷售體系

之外，亦致力於銀行保險、保險經紀/代理人及電話行銷等行銷通路

的建立，務求給予 客戶最大的方便及合適的服務。 

歷史演進： 

1848 保誠在倫敦成立  

1879 保誠將總部遷往 Holborn Bars  

1923 保誠在印度設立第一間海外辦事處  

1924 保誠「馬來西亞」成立  

1931 保誠「新加坡」成立  

1964 保誠在香港開設業務  

1986 保誠在美國收購 Jackson National Life  

1995 保誠分別在泰國與印尼設立辦事處  

1996 保誠在菲律賓開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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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保誠在英國收購 Scottish Amicable  

1998 保誠與 ICICI Bank 在印度成立資產管理公司  

1999 保誠在英國推出電子商貿服務 

1999 保誠收購英國歷史最悠久的零售基金經理公司「M&G」  

1999 保誠在越南河內和胡志明市取得人壽保險牌照，並開設業務  

1999 保誠人壽正式進軍台灣壽險市場  

2000 保誠集團與中國中信集團合資，在中國廣州正式開始營運  

2000 於台灣成立保誠投信，擴大在台投資  

2001 於日本成立 PCA Life，進軍日本壽險市場  

2001 在馬來西亞開辦零售基金業務  

2001 在新加坡開始發展零售基金業務  

2001 收購 Young Poong Life，正式進軍韓國壽險市場  

2002 日本 PPM 更名為日本 PCA Asset  

2003 在韓國成立 PCA ASSET，進軍零售基金業務  

2003 繼廣州後，在中國北京取得第二個壽險牌照  

2004 取得蘇州營業執照，成為大陸首家取得三張營業執照之國際壽 

     險公司  

資料來源：英國保誠網站（http://www.pc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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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國泰人壽公司簡介 

一.公司沿革 

人壽保險是基於「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精神所創立的社會互

助制度。由於經濟進步，國民所得提高，生活的價值與尊嚴益受重視，

壽險業也隨之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壽險事業是一種關係社會大眾的

服務業，企業主除了要採取穩健長遠的經營態度外，更應重視社會責

任的履行。因此，國泰人壽董事長蔡萬霖先生於多年前提出「四大經

營理念」作為本公司經營的最高指導原則，全體員工亦本此理念，追

求成長，貢獻社會。 

 

基於國家發展與保障社會安全需要，政府於民國 49 年開放民營

保險公司設立。為響應政府開放民營措施及善盡對社會大眾的責任，

民國 51 年在實業家蔡萬春及名譽董事長蔡萬霖等人合資下，創立「國

泰人壽」。以 
註 1

四大經營理念、
註 2

六大工作方針作為公司經營最高

指標，致力成為專業、最佳的保險公司。 

 

註 1：四大經營理念： 

一. 經營腳踏實地，工作精益求精。 

二. 注重商業道德，講究職業良心。 

三. 重視保戶權益，負起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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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強員工福利，兼顧股東利益。 

 

註二：六大工作方針 

一. 經營效率化。 

二. 加強各幹部權責。 

三. 重視各種教育訓練。 

四. 待遇與工作合理化。 

五. 以行動及成果証明一切。 

六. 年年是自強年，日日是好日。  

 

二.專業經營團隊 

    國泰人壽董事長蔡宏圖先生，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學博士，民國

69 年學成歸國後即投入國泰人壽，學識、專業兼具。接任至今雖歷

經壽險市場開放、監理法令變更及經濟金融變化，然憑藉其敏銳思緒

及經營理念下，帶領專業經營團隊，透過組織再造、強化經營體質，

使得國泰人壽至今成為全國最大民營金融服務業。也因為其傑出之領

導管理長才，於民國 87 年榮任「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第一屆理事長，並獲保險專業雜誌推選為最佳「保險專業領導人」等

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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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穩健成長 

    國泰人壽成立 40 年來在專業團隊帶領及全體員工齊心努力下，

歷經石油危機、中美斷交等政經動盪，但業績仍持續穩定成長，足見

專業團隊睿智的經營策略。 

 

四、創新保戶服務、永保業界領先 

保險是無形商品，強調的是服務與保障，國泰人壽亦為台灣壽險

業第一品牌，40 年來不斷推出創新服務及商品滿足客戶需求，其具

體事例如下： 

★79 年就地核保—提升保戶服務滿意度 

★80 年全國電腦連線—「獨步業界」 

★81 年電腦語音查詢系統 

★85 年全球理賠服務 

★86 年網路查詢保單服務 

★87 年住院醫療健康保險 

★88 年網路 0800 免費撥接上網 

★89 年成立「快速理賠中心」 

★90 年成立客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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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經營理念與價值觀的形成與內涵 

（1）保戶服務、以客為尊 

（2）強調財務健全與保單品質，確保股東利益及保戶權益 

（3）舉辦公益活動，回饋社會 

 

六、組織經營理念與價值觀傳承與落實 

    國泰人壽為使組織經營理念與價值觀得以落實，採取由上而下及

由下而上的策略以達成目標： 

（1）由上而下－理念傳承與落實： 

     透過各項會議、教育訓練，使組織經營理念與價值觀得以傳承

與落實。 

（2）由下而上－創新交流與溝通： 

     透過非正式的交流與溝通管道（如員工討論區、節流小組、品

牌維護小組、董事長信箱、高級主管參與營業單位早會、高級主管榮

譽餐）落實經營理念與價值觀。 

       

資料來源：國泰人壽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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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個案研究 

 Stufflebeam（2001）對於個案研究法的優缺點評析如下： 

(一) 個案研究的優點  

1. 較具深度性（depth）：統計研究通常是從一組樣本的特

性推論到整個母體的特性，專注於樣本數量的大小，以及較

注重資料的廣度。個案研究則可針對少數的事件、情況，及

其深入的複雜現象，得到訪問個案更仔細、更多的資料，所

以通常較具個別整體性及深度。  

2. 具有動態性（dynamics）：個案研究與統計研究相比較

之下，個案研究較能便利地放入時間的因素，掌握複雜的動

態變化，以及細部的因果關係等，而且個案研究對於真實世

界的複雜情況，因果關係的研究，都有相當大的貢獻。  

 

(二) 個案研究的缺點  

1. 缺乏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在統計理論的大數

法則之下，個案研究僅以少數一個或幾個個案為樣本，較難

嚴謹說服他人。  

2. 缺乏客觀性（objective）：個案研究較缺乏客觀的涵蓋，

主要是因為多數個案的資料並不是量化的東西，較難做客觀

嚴謹的評估陳述與分析，另外，受訪者可能會有其主觀意

見，有可能會扭曲或隱藏，而研究者也可能會先入為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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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資料時，參考自己本身的主觀因素，將資料分析加以刪

減，且個案通常屬於回溯性質，資料的真實準確性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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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容分析 

 有關於網路行銷市場的蓬勃發展，本章節也將針對市場上各家

保險公司在網路上所販售之各類保險商品進行比較，並探討各家保

險公司的壽險商品為何大都 採用網路行銷?其次再探討其資產概

況，並將區分為國內及外商各五家，分別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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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各家保險公司商品之比較  

由下表可看出各家保險公司所販售商品有哪些，例如:國泰與英

誠兩家保險公司，全部險種只有失能險未販售。 

國內：                                                        表：4-1-1 

       公司 

險種 
國寶 新光 國華 台灣 國泰 

終生壽險 V V V V V 

醫療險 V V V V V 

癌症險 V V V V V 

儲蓄險  V   V 

意外險 V V V V V 

旅平險   V V V 

投資型保險  V V V V 

婦女險  V V  V 

失能險 V V    

重大疾病險 V  V V V 

年金險 V V V V V 

養老險 V V V  V 

嬰兒險  V V  V 

職業災害險  V  V V 

 

外商：                                                        表 4-1-2 

       公司 

險種 
英誠 大都會 全球 佳迪福 宏利 

終生壽險 V V V V V 

醫療險 V V V V V 

癌症險 V V V V V 

儲蓄險 V     

意外險 V V V V V 

旅平險 V V  V  

投資型保險 V V V V V 

婦女險 V  V  V 

失能險  V V   

重大疾病險 V V  V V 

年金險 V V V  V 

養老險 V V V  V 

嬰兒險 V V    

職業災害險 V V    

資料來源：各家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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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家保險公司網路販賣商品之比較  

由此表可看出目前壽險產品，在網路上販售主要還是以旅行平安

險等，較簡易之保險種類為主。 

國內：                                                        表 4-2-1 

       公司 

險種 
國寶 新光 國華 台灣 國泰 

終生壽險      

醫療險      

癌症險      

儲蓄險      

意外險     V 

旅平險  V V V V 

投資型保險      

婦女險      

失能險      

重大疾病險      

年金險      

養老險      

嬰兒險      

職業災害險      

 

外商：                                                        表 4-2-2 

       公司 

險種 
英誠 大都會 全球 佳迪福 宏利 

終生壽險      

醫療險      

癌症險      

儲蓄險      

意外險      

旅平險 V V    

投資型保險      

婦女險      

失能險      

重大疾病險      

年金險      

養老險      

嬰兒險      

職業災害險      

資料來源：各家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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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壽險公司之網頁介面 

◎ 國寶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1 

 

 
資料來源：http://www.globallife.com.tw/reader                       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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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3 

 

 
資料來源：http://www.skl.com.tw/                                  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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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華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5 

 

 
資料來源：http://www.khltw.com/default.asp                            圖 4-2-6 



 

 34

◎ 台灣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7 

 

 
資料來源：http://www.twlife.com.tw/                                圖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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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9 

 
資料來源：https://www.cathaylife.com.tw/bc/B2CProjectWeb/indexNew.jsp           圖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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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保誠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11 

 
資料來源：http://www.pcalife.com.tw/corpProd/index.jsp               圖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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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會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13 

 

 
資料來源：http://www.metlife.com.tw/index.asp                      圖 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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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15 

 

 
資料來源：http://support.aegon.com.tw/index.asp                     圖 4-2-16 



 

 39

◎ 佳迪福人壽網頁介面（已改名為法國巴黎人壽） 

 
圖 4-2-17 

 

 
資料來源：http://www.cardif.com.tw/life/index.asp                    圖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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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利人壽網頁介面 

 
圖 4-2-19 

 

 
資料來源：http://www.manulife.com.tw/                             圖 4-2-20 



 

 41

4.4  訪談結果  

4.4.1 英國保誠人壽  

(一)對象：英國保誠人壽 

(二)職階：業務襄理 

(三)問題內容： 

 

Q1：資歷介紹  

   2003/03/14 進入保誠人壽 

   2003/11/30 晉升業務主任 

   2004/04/20 2004年達成上海菁英會議 

   2004/12/30 2004年入圍年度菁英 

   2005/08/30 2005年環球會議 

   2006/03/30 直轄組單月百萬業績達成 

 

Q2，直接銷售與網路銷售有何差異性 

直接銷售優點為可藉由動作表情，提升客戶對商品跟內容的注意

力，也能控制場面，所謂見面三分情，直接銷售能讓客戶感受到誠意而

較少出現敷衍隨便拒絕的情形發生，因大部份的人都會以第一印象來決

定對一個人的喜好，直接銷售能利用業務人員良好的形象跟專業的部分

來加強客戶信心，更提高成交機率。 

但直接銷售也有缺點像時間與客戶安排上的問題，交通往返，部

份客戶不習慣與陌生人見面，及業務員本學才能不足以直接面對客戶會

出現答非所問或無法掌控場面的情形發生。 

網路銷售則為新興的銷售方式，應為網路的普及化及即時通，聊

天室，電子信件等等新式的與人溝通或連續方式的出現，已經有越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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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使用網路與人溝通與連絡，網路銷售最大的好處即是成本低簾，

不需大費周張就能與客戶連絡，又有立即性不管客戶住那都能藉由網路

見面，效率高，因在網路上能跟多位客戶連絡及資料傳送。 

但網路銷售最大瓶頸為無法掌握客戶，因無法實際面對面，客戶

是否用心聆聽，商品說明客戶是否清楚皆無法控制，銷售時需花更多心

力。 

 

Q3：保險業在網路上銷售的困難度在那，為何？ 

保險的商品決定的是產品條文內容，有些疑慮沒有經過業務員的

解說，往往對商品並不是這麼的了解或誤解。再者為最後成交階段，因

人在付錢時總是會猶豫的，加上保險是無形商品，客戶在看不到人看不

到商品的情況下又因網路銷售無法直接簽約，所以客戶往往會在最後出

現反悔或需要再考慮的情形。 

 

Q4：未來保險業在網路上的推廣模式 

事實上各家保險公司都有在網路上做銷售，公司網頁就是最好的

證明，各家莫不盡心盡力希望自己的網路能吸引客戶目光，但網路不像

實際店家，所以在網路上更需加強讓客戶安心的部份，所以不要有誇大

其詞，或過分的形容跟包裝，像保單條款或金管局核准字號都是能讓客

戶更安心跟更相信網路上所描述的商品 

 

Q5：如何在網路上做商品的介紹 

網路上的困難就是一切都是以資料跟打字來溝通，所以建議如有

能力能從網路架設一個銷售的網頁將相關訊息放在網頁方便客戶的查

尋其所需的資料，另一種為用網路聊天來進行銷售，但銷售的話術或商

品描述及常見問題跟客戶最關心的事情都可先將其整理成文字檔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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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複製貼上來快速回答以免打字過久，使客戶失去耐心。 

 

Q6：在網路上如何做售後服務 

就如全球人壽公司來說它們公司已取消使用業務員的方式，改由

各種通路來推廣該公司的商品，而售後服務；改由客戶需要協助時到各

地服務處。 

網路售後服務與網路銷售一樣會遇到打字或要讓客戶知道自己

權利及如何讓客戶清楚保單條款的問題，因理賠是售後服務重要的一

環，但理賠方式及金額要讓客戶清楚瞭解，透過網路是有難度的建議使

用保單內容及理賠故事及使用例子來說明，能讓客戶更快的知道自己的

權益在那裡，使用網路發送關懷短訊也是不錯的方式。 

 

Q7：如何為客戶量身訂做適合的保單 

一般量身訂做保單都會從客戶的收入，家庭狀況來訂做，但對我

而言，何種保單才是量身訂做，何種保單才是最適合客戶，很簡單，知

道他會怎麼死或發生什麼事，就規劃這種保險給他，如果他隔天會車

輛，那就全規劃意外險，下個月會得癌症，那就全規劃防癌，保證是再

適合不過了，但沒人知道隔天會發生什麼事，所以我們只能往全險的方

式去規劃，再向上求某部份的加強保護或提高，像提高儲蓄或醫療，但

還是沒人知道會發生什麼事，客戶可能因犯罪而發生死亡情形，導致全

部的保險規劃都沒用，所以我們只能量身定做，但無法說這是最適合的

保單，只能說這是符合你的人生規劃或目前狀況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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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國泰人壽 

（一） 對象：國泰人壽 

（二） 職階：推廣副理 

（三） 問題內容： 

 

Q1.資歷介紹 

      78 年進入公司 

歷任輔導專員 

組訓課長 

區部專員 

營業單位經理 

推廣處副理 

 

Q2：直接銷售與網路銷售有何差異性 

1.主動性與被動性 

     2.商品種類多樣化與單純化 

3.銷售對象廣泛化與特定化 

4.客戶來源靠人力拓展較耗時 

5.面對面行銷，可當面解決問題 

 

Q3：保險業在網路上銷售的困難度在那，為何？ 

1. 較複雜性商品於網路上銷售不易 

2. 客戶主動告知事項不周全，易生
註 3

逆選擇現象 

3. 對保單內容，條款易生誤解，造成保單後續保金理賠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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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逆選擇係指投保前，要保人所為與保險人相反之選擇，亦即身體情況較差

者選擇購買保險或申請續保，而情況良好者則不欲購買保險或續保。 

     投保後人們將風險完全轉移給保險公司後，變的比以往更加粗心，對於資

源的使用更無效率，使災變發生的機率上升。則稱之為道德風險。 

 

Q4：未來保險業在網路上的推廣模式 

目前以較簡單無爭議商品為主，如旅遊平安險、意外險、養老

險…，未來應輔以 TM 行銷推動較複雜之還本型終身險，投資型商品、

團體保險企業年金險。以現有基礎結合銀行通路及咨詢方式使保戶的需

求與實際內容相契合。 

 

Q5：如何在網路上做商品的介紹 

網路商品介紹不外乎商品內容、費率、告知事項、商品條款、咨

詢電話 E-MAIL。商品介紹著重簡單易懂，生動，強化商品特質及銷售對

象群組，讓銷售與需求密切結合。 

 

Q6：在網路上如何做售後服務 

售後服務著重保全、理賠、查詢及資訊傳遞。應明列各項表單，

及申請方式，郵寄或上傳方式，應備資料文件，公司應定期提供滿意資

訊，及問題咨詢，讓客戶滿意。 

 

Q7：如何為客戶量身訂做適合的保單 

規劃各項需求問卷及試算表，於網路上讓客戶能由公司提供之建

議做人身規劃，財務規劃，節稅規劃，並結合多樣化商品，使客戶能有

更多重的選擇，找到自己適合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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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訪談分析 

1.直接銷售與網路銷售有何差異性？ 

英誠人壽在台灣創立時間比國泰短，在壽險銷售差異方面，兩間壽

險都採用直接銷售，因為成功率比網路銷售來的高，而面對面的行銷，

更可以讓消費者更詳細了解各式各樣的產品資訊，因此更有多重化的選

擇，在售後服務面也比較有保障，因此相對的消費者比較能接受＂直接

銷售＂的方式。 

 

2.保險業在網路上銷售的困難度在那，為何？ 

    網路銷售的困難點主要是在於，保單的內容條款和專有名詞難以理

解，最後還是得透過客服人員或向專業人員請教，目前台灣在網路交易

安全部份還不足，在電腦操作方面，大部份消費者對於電腦熟悉度也不

夠(比如像爸爸、媽媽、爺爺、奶奶年齡層的人)，由於他們的年代接觸

電腦的機會很少或甚至是沒有，在加上傳統刻版印象覺得通常買保險就

是有業務員面對面的解釋保單內容，針對客戶的需求設計出適合的保

單，而網路保單的銷售因為不熟悉也容易讓他們產生沒安全感，所以以

目前在網路銷售推廣方面還是有一定的難度。 

 

3.未來保險業在網路上的推廣模式？ 

    英誠人壽方面目前在網路上的商品介紹方面，是以業務人員在網路

上成立自己個人網站，或家族或網路諮詢聊天方式來增加銷售機會。而

在國泰人壽方面，則是透過網路 DM 進行商品介紹，或是有些業務員也

會在自己的部落格或個人網頁上以討論諮詢的方式來增加銷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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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在網路上做商品的介紹？ 

寄發 E-MAIL 或不定時寄發 DM 商品，或是訂閱電子報介紹著重簡單

易懂，生動，強化商品特質及銷售對象群組，讓銷售與需求密切結合。 

 

5.在網路上如何做售後服務？ 

    英誠人壽與國泰人壽在網路售後服務理賠方面，通常是採用客戶寄

資料到公司辦理賠或傳真的方式，也可以直接在網路上填寫相關資料申

請理賠，目前兩家保險公司的作業方式是公司收到客戶資料後會派遣業

務員到客戶家服務。 

 

6.如何為客戶量身訂做適合的保單？  

    英誠人壽:以全險方式規劃，再加上某部份的商品加強。 

    國泰人壽:採用需求問卷及試算表來規劃保戶的需求。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後，我們發現隨著網路科技的發達，許多東西都

開始在網路上銷售，就連保險也不例外，以前保險公司銷售保險大多是

採用直接銷售或是電話拜訪或是先傳真資料給客戶參考，而隨著網路的

普及也讓保險多出了許多的銷售管道，比如像是寄E-mail資料給客人參

考，或是直接在網路上銷售保單，而雖然現在直接在網路上投保很方

便，但是普遍的接受度並不高，探討其無法順利在網路上推廣之原因

有：1、消費者對於保險相關資訊不完全，2、在服務部份，在網路投保

之後的售後服務問題， 3、網路資料安全性的問題。 

 

（一）解決消費者對於保險相關資訊不完全的問題 

由於保險多半涉及專門的知識或技術，而一般消費者往往缺乏這方

面的保險知識，加上無法自保險人（保險公司）取得充分資訊，以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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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保險規劃不易做出正確的決策，而徒增許多遺憾與保險糾紛，此

為保險行銷上之資訊不完全的問題。 

 

(二)解決網路投保之後的售後服務問題 

由於網路只是提供一個便利的購買平台，後續的服務還是由保險公

司來提供，要是保險業者沒有以更積極的態度去處理售後服務這個部

份，可能會被客戶誤認為是因為在網路上投保，沒有特定的人來服務所

以造成問題發生時無法即時處理，而一旦客戶有這樣的認知以後，網路

銷售的接受度將會受到更大的考驗。 

 

(三)網路資料安全性問題 

消費者擔心在網路投保後，怕有資料外洩問題，而為了建立起客戶

的信任度，保險公司應該在這方面多加強，提高客戶資料把關，以防個

人隱私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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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文所要探討之壽險保單之網路行銷關鍵成功因素，根據我們蒐

集的文獻與訪談的分析結果及 SWTO 分析獲得以下結論並提出下列幾

點建議，做為後續研究相關議題之參考及改進方向： 

 

5.1  S W T O 分析 

英誠： 

S（優勢）：擁有豐富的壽險及資產管理經驗 

W（劣勢）：進入台灣市場較晚，對於台灣需求市場的了解涉世未深 

T（威脅）：於 93 年之前盈餘都是處於虧損狀態 

O（機會）：透過社會公益來推廣例：星願娃、家扶 

 

國泰：  

S（優勢）：知名度高及擁有高素質專業隊伍 

W（劣勢）：投資與精算專業人才不足 

T（威脅）：熱門產業競爭者眾多 

O（機會）：不斷推出創新服務及商品滿足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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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結論 

網際網路刺激著我們以新的角度進行思考，以新的方式創造出新

的觀念、新的模式以及新的市場。在網際網路的世界中，來自全球各

行各界的行銷業者，無不絞盡腦汁地構想，如何將產品透過網際網路

順利地行銷給來自電腦另一端的目標客戶。而面對消費者的需求更多

樣化；以往傳統行銷的觀念已不敷未來消費者的需求，在此世紀，掌

握消費者的需求，才會是明天企業的成功關鍵。 

 

當然保險業者也不例外，如何將壽險產品透過網路行銷來販賣，

節省更多人力、成本並且達到更好的績效，針對此議題我們參考一些

相關的成功案例之關鍵因素、及網路行銷書籍，提出幾個可行的看法

與對策。 

 

 

 提供相關保險資訊：建議以多媒體文件（包含圖表與文字說明）提

供，並著重於適合該消費者之保險組合的說明介紹，或是建立保險

教學網站，不僅能讓消費者了解操作過程，更能讓消費者了解詳

細商品資訊內容，更能透過此項功能而達到宣傳效果。藉由上述

服務的提供，可以解決消費者資訊不完全的而無法正確選擇符合個

人需求之保險商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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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消費者忠誠度：建立企業品牌良好形象，並提升顧客佔有

率，加強對顧客的照顧與輔導，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並在消費者

產生需求之前或同時，替消費者設想周全。此外客戶服務是聆聽

消費者聲音的良好方式，並是消費者信心的來源。 

 

 即時性的服務：目前保險公司也都有所謂的 24 小時客服中心或是

客服網站來提供服務，有些是打客服專線以後，他們會把客戶的聯

絡方式留下，然後請業務員跟顧客聯絡，有的則是以傳真或郵寄理

賠申請書的方式，請客戶填妥資料並附上收據或診斷證明等單據，

以掛號寄回，在面對客戶對網路的沒安全感、接受度還不大的情況

下，遇到問題的時後一定要馬上處理。 

 

 人員的專業訓練：客服人員在網路銷售保單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

色，必須有足夠的專業知識才能解決顧客的問題，跟業務員比起來

也許專業度不是那麼的足夠，因此保險公司在這方面應該再多加強

客服人員的專業訓練，才能在遇到一些基本問題的時後有辦法替客

戶解答，而要是遇到更深入更詳細的問題無法回答時，再請業務員

跟客人做更詳細的說明和介紹。 

 

 消費者資料分析：將與消費者的每一次互動過程完整的紀錄下

來，並運用完善的資料倉儲系統及資料萃取等決策支援工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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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資料庫管理及消費行為分析等工作，以便了解顧客的需求，並

且能幫顧客量身訂作保單。 

 

 網路介面人性化：透過簡單明瞭的網路介面，不僅能讓顧客在操

作方面輕鬆上手，也能以自己需求選擇所需保單，不但可省時又

能省下業者的人力成本。 

 

 消費者資料安全性：目前保險公司針對網路投保這部份都有所謂的

註 4
"SSL"資料加密保護，這種安全機制可以提供全程的資料加密功

能，確保資料在傳遞過程中的隱密性及完整性，不會洩漏客戶個人

資料及交易訊息。 

 

註 4：在網路輸協定層級中，SSL 層屬於 TCP 與應用程式層中間的一個層級，它

提供網路傳遞資料的安全保護，避免資料在傳輸過程中被截取或竄改，其

在網路協定層級中的位置較為低階。由於 SSL 是位於傳輸層之下的通訊協

定，高層網路應用程式都屬於 SSL 的範圍，可透過 SSL 達到下列的安全機

能：1.私密性 2.完整性 3.身份認證性 

 

5.3 後續研究建議 

5.3.1 保險業者 

根據此研究結果，我們清楚了解消費者在虛擬的網路環境中消

費，較實體通路差別在於消費者無法實際參與服務過程，信任感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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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因此，加強顧客服務，便是網路行銷的成功重點。所以針對業

者本身我們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1. 提供即時保單追蹤，如：保單狀況、合約期限、各項貼心服務…

等。 

2. 網路上提供即時性服務，24 小時待命，提供及時性的資訊，

為顧客服務，以建立顧客信心。 

3. 附設線上醫療諮詢和風險評估，為顧客量身訂作適合自己的保

單，以方便選擇個人所需的保險類別，可供顧客參考評估。  

4.可寄發網路 DM 告知消費者優惠方式，如在網路上購買壽險有

較於直接販售來的優惠，因少了一筆人事開銷，而把這筆費用

來回饋給消費者，這樣不僅網路購買壽險保費降低、優惠活動

也更多，也是種宣傳效果。 

 

 

5.3.2 研究學者 

本研究對「壽險保單之網路行銷關鍵成功因素」的探討只是一個

開端，有賴未來研究者的努力，對於往後的相關後續研究有以下幾點

建議： 

 為使研究結果能更切合實務所需，建議可將本研究所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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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蒐集與運用，並發展成一份格式化的問卷，以提供學術界

研究及保險業界在做決策之參考。 

 後續研究者可針對「網路行銷的限制與困難」，逐一做個別

深入的探討，並發展研究命題、研究架構及進行實證。如何

加強消費者對保險相關產品認識？如何建立消費者的信任感

及做好售後服務？網路保單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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