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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探討某外商壽險公司業務人員之人格特質與其業績績效及工作滿

意度間之關聯性:將人格特質分為「積極外向性」、「學習開放性」及

「情緒穩定性」三大構面及「努力上進型」、「樂觀體貼型」二大群

集。使用分層比例抽樣法，依「合約層級」、「學歷」、「性別」、

「年資」、「業績績效」將資料分為 17 層進行分析，並運用因素分

析、信度分析、集群分析等統計方法冀能了解業務人員人格特質與其業

績績效及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進而藉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提供壽險

公司進行增員活動及管理人力資源之參考。茲將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人格特質方面:具有「積極外向性」特質之業務人員在業績績效及工 



作滿意度上表現較佳。 二、業務人員個人背景方面:就「業績績效」而

言，女性較男性佳；已婚者較未婚者佳；合約層級為「業務代表」者較

其他合約層級傑出。就「工作滿意度」而言，學歷為「高中職以下」者

在「整體滿意度」方面，高於其他學歷者；未婚者在「外在滿意度」及

「整體滿意度」方面，較已婚者高，年齡「50 歲以上」者在「外在滿意

度」方面，較其他年齡層高。 三、顯著差異性方面:「業績績效」與

「積極外向性」有顯著差異；「開放學習性」、「積極外向性」在「整

體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合約層級」與「業績績效」有顯著性差

異。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esis is to study the traits and personality of Sales 

Agents in a Foreig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ased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thesis will study and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in sales performances of Sales 

Agents with different traits and personality. The research thesis will begin wit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ales Agent’s personality,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categories, which include, Extraversion, Openness and Neuroticism and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main clusters which include, Enthusiasm and Optimism.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esis raw data is collected and then divided into 17 

layers proportional stratified method is used Using proportional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raw data collected is divided into 17 layers for analysis. This 

research thesis will aid Insurance companies in selecting the right kind of sales 

agent for their sales for recruiting purpos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esis are 

as follows: 1.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research results shows that agents who 

possess a high score in extraversion has shown a tendency to perform well in their 

work and sales performance. 2. Based on Sales Results, Female Agents tend to 

produce better sales results when compared to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Agents 

who are married also have a tendency to perform better than their single 

counterparts, while single counterparts shows a higher score in overall work 

satisfaction and exterior satisfaction than married agents. Agents above 50 years 

old possess the highest score for in exterior satisfaction when compared to all 

other age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n Work Satisfaction, agents with a lower 

education level (High School and Below) tend to indicate a higher work 

satisfaction result when compared to those who posses a higher education level 

(College and above). 3. This research thesis has unveiled sever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regards to trai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at correlates with one 

another. The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that sales performance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and openness correlates positively to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Contract Rank Level correlates directly to sale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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