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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2002 年台灣人身保險市場佔有率已達 1.35%，遠超越成熟市場 1%的

界限。有全民健保且平均每人投保率高達 158%的台灣人身保險業市

場，於 2004 年初政府法令的通過，產險業正式角逐壽險業醫療險市

場。在如此競爭的市場中，業者如何利用行銷策略爭取更大的市場佔有

率，又如何在利率低迷、保費高漲的市場中獲取利潤。   本研究以訪

員親訪方式，以大台北地區居民為對象發放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1,040 份。採卡方檢定、交叉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區別分析等

統計分析方法，將資料做消費者購買人身保險因素構面縮減，及消費者

分群以利業者區隔市場。   分析過程首先以整體受訪者為主，分析其



購買行為及再購買意願。其次以行銷因素量表及事件影響因素量表，萃

取影響消費者購買人身保險之六大因素，並將消費者分為「服務導向

型」、「理性規劃型」、「促銷導向型」三類。後以消費者族群進一步

探討其購買行為及再購買意願，各族群之特性及對保險業者之建議如

下： 1.「服務導向型」，以服務人員的親切度及專業能力為購買保險之

考量、亦相當重視保險公司本身的服務機制、保險產品及信譽。業者必

需做好健全的服務體制，才可獲得他們的青睞。 2.「理性規劃型」會因

為天災事件的發生或是經濟環境產生變化決定其購買保險意向，進而理

性的尋求適合的商品保險公司。投保率較高且較為理性的他們，有逐漸

轉向銀行通路購買人身保險的趨勢，可以投資行保單及年金保險為主要

行銷商品。 3.「促銷導向型」此類消費者重視產品促銷或保險公司廣

告。針對投保率較低的他們，可以傳統商品為主要行銷產品。  

摘要

(英) 

  Taiwan’s 2002 life insurance market share reached 1.35%, far exceeding 

the 1% mature market boundary. In Taiwan’s insurance market which ha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where the average person insures 158%, the 

government passed a law to allow non-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compete in the 

medical insurance market. In such a competitive market, how can insurance 

companies use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expand market share and earn profit in a 

low interest rate and rising cost marke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sidents 

in Taipei using a personal survey method. 1,040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clude chi-square test, cross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discriminate analysis. To help the industry to 

segment the market, these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reduce the factors of 

consumers buying life insurance and to classify consumers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In the primary analysis process, the entire surveyed popula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buying behavior and repurchase willingness. Secondaril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draw out six factors of consumer buying life insurance behavior and 

segmenting consumers into three kinds: service-directed, reasonable planner, and 

promotion-directed. Analyzing further the different consumer types’ buying 

behavior and repurchase willingness, the following are each groups’ 

characteristic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insurance industry: 1.“Service-directed” 

consumers consider not only the services person’s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ism 

but also the service system and credi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Insurance 

companies need to have a top-quality service system to win these consumers. 

2.“Reasonable planners” decide their insurance policy buying direction 

according to natural disasters or economic changes and choose their insurance 

product and company practically. Having a higher insuring rate and being more 

reasonable, they are increasingly purchasing life insurance in banks. Insurance 

businesses can use investment-linked policies and annuity insurance as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attract them. 3.“Promotion-directed” consumers consider the 

insurance company’s advertising and the product promotions. Insurance 

company can use traditional products to target this group which has a lower 

insure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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