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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來金管會因應政府二次金改的政策，限制了銀行業新分行的設立，在

沒有進一步的合併計畫，又無法設立新分行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開始思

索如何可以繼續成長與擴張，就財富管理業務而言，有些銀行開始成立

了「空中理財部門」。空中理財即透過電話或網路等虛擬通路並搭配到

府服務的外訪來開發與經營財富管理業務，不受分行地域性與原有客戶

群基礎的限制，希望在分行通路如此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開創財富管理事

業新的板塊，增加市占率。 由於自己在個案銀行空中理財部門工作，實

務上的經驗發現實體分行和空中理財經營財富管理業務的方式有所不

同，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各構面的思考來探討銀行財富管理業務空中理



財通路經營績效關鍵成功因素。並透過複迴歸分析及 Panel Estimation 模

型，分別估計空中理財部門的理財專員的因子包括性別、血型、教育程

度、畢業科系、婚姻、兵役、工作年資、專業證照張數等八個因素是否

造成工作績效的影響。 在實證分析結果應變數總手續費收入方面以工作

年資、專業證照呈顯著正向相關，顯示空中理財專員工作年資越久、持

有之專業證照越多，對於總手續費收入越高。在基金手續費收入方面，

工作年資、專業證照亦呈顯著正向相關，顯示空中理財專員工作年資越

久、持有之專業證照越多，基金手續費收入越高；而婚姻狀況呈顯著負

向相關，顯示已婚的空中理財專員基金手續費收入顯著低於未婚的空中

理財專員。在保險手續費收入方面，血型為顯著負相關、顯示 O 型的空

中理財專員保險手續費收入明顯高於其他血型；而專業證照方面呈顯著

正相關，顯示空中理財專員持有專業證照越多，對於保險手續費收入較

高。 本研究針對上述發現之結果摘要與分析，提供銀行有關人員及後續

研究者參考。 關鍵字:財富管理、空中理財、關鍵成功因素  

摘要

(英) 

Following the policy of second financial re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recently restricts banking industry to 

establishing new branches, with no further merging plans and no more new 

branches to be set up, banks start to think deeply about how to keep growing and 

expanding, speaking of the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some banks have 

established “air personal banking department”. Via virtual channels by using 

phone calls or Internet along with service to the home, air personal banking 

department have carved out and managed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without the 

limit of localization of a branch and original clients base, air personal banking 

department hopes to carve out new market pie of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and 

increases market pie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difficult competition.of the branch 

channels. Because I worked in air personal banking department of this case’s 

bank, from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I realized that entity branches and air personal 

banking have different way of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hopes to study every aspects to discuss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of 

administration performance of air personal banking channels of banking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nel Estimation 

model, I estimated separately air personal banking department’s financial 

advisors’ factors including the sex, the blood-group,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graduation majority, the marriage, the military service, the work period of service,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licenses, eight factors in total to determine if they 

conduct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k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otal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and the professional licenses and working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air 

personal banking advisors with longer working experience and more professional 

licenses have higher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In the fund handling charge income 

aspec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arge incomes and the work period 

of service and the professional licenses, it shows that air personal banking 

advisors who have longer work period of service and more professional licenses 

can get higher fund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riage and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which means married air personal 

banking advisors have significant lower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than unmarried 

air personal banking advisors. In the insurance handling charge income aspect, 

there is a remarkabl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lood-group and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demonstrated that O-type air personal banking advisors have 

higher handling charge income than other bloods-group obviously;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license and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demonstrated air personal banking advisors with more 

professional licenses have higher handling charge incomes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ose observation described previously, it is provided to 

people relative to it and following researchers as references Key words: The 

wealth management, air personal banking,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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