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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金融服務金融服務金融服務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理專理專理專理專」」」」及及及及「「「「保經保經保經保經業務員業務員業務員業務員」」」」

扮演保險交易通路角色扮演保險交易通路角色扮演保險交易通路角色扮演保險交易通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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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業績額度、達成率達不到目標會飯碗不保。

∗ 每月業績歸零，沒有任何續期。

∗ 公司客戶資源分配不均，須自己開發客戶。

(針對外商銀行，本土銀行較不會)

【【【【銀行理專銀行理專銀行理專銀行理專】】】】面對問題面對問題面對問題面對問題:

(針對外商銀行，本土銀行較不會)

∗ 業績重心要主攻【保險】還是【基金】，難以抉擇。

(資金投入保險則客戶資金就用完，資金要求匯入基金投資會枯竭)

∗ 保險產品種類少，沒有選擇性【短期儲蓄險為主】。

∗ 保險商品教育訓練不足，除【儲蓄險】，其它種類產品較無
概念。



∗ 對投保率超過300%市場，開發新保單困難。【保險法:§9】

∗ 年輕族群客戶，除父母已規畫者，沒有多餘資金購買保單。

∗ 保單健檢費時耗工，極可能淪為他人作嫁抬轎，收入不穩
定。 【保險法§167之1 Ⅲ】

【【【【保險公司業務員保險公司業務員保險公司業務員保險公司業務員/保經公司業務員保經公司業務員保經公司業務員保經公司業務員】
共同難題面面觀共同難題面面觀共同難題面面觀共同難題面面觀:

定。 【保險法§167之1 Ⅲ】

∗ 【長年期】的「高佣金保單」賣不動，(太貴客戶無力負擔)

？？？

∗ 【短年期】面臨「銀行通路強力競爭」及「客戶要求退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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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3年的新契約保費統計，銀行保經代約6,291億
元，占率57％，傳統保經代則476億元，占率4.3％，
壽險公司業務員通路則為4,237億元，占率逾38％。

∗ 監理規範將保經代公司實收資本額從300萬元提高到
500

保經代公司的【大型化發展趨勢】，主管機
關為加強管理及提升其處理消費糾紛的能力

500萬元，同時兼營保經代或再保業務者，資本額從
600萬提高到1,000萬元。

∗ 營業收入達5,000萬元以上公司，必須辦理自行查核
，以及建立法令遵循制度，並列為日後金檢重點項
目。根據現行規定，保經代業者年度營業收入達1億
元，須於次兩年內建立內部控制、稽核、招攬處理
等制度，若年度營業收入達3億元，更得在次一年內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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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行保險通路納入保險監理體制:
銀行因持有龐大客戶資料，基於被保險人之立場保護消費者
，援以「保險經紀人」立場設立。

根據銀行不同規模及資本額，採行「分級管理監理制度」

∗（2）保險經紀人專業提升：
未來「銀行內的理專」及「保險經紀人公司」業務員

都須逐步取得經紀人執照，因經紀人資格為國家考試，自然都須逐步取得經紀人執照，因經紀人資格為國家考試，自然
可以有效提升整體產業的素質。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7條: 

「經紀人公司應任用經紀人至少一人擔任簽署工作，向主管機
關辦理許可登記，其人數並應視業務規模及登錄保險業務員
人數，由公司作適當調整，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視情況，要求
公司增加任用經紀人擔任簽署工作」

【中華民國99年2月4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法字第 09900542800號令修正發布第7
條條文】 7

∗（3）保險經紀市場交易改變：
保險經紀人為客戶尋找合適的保單及規劃保障額度，因此將轉而
向消費者收取服務費，產生與現實市場的慣例變革。【保險經紀
人則代表保戶，未來將以循序漸進方式要求所有涉及經紀業務之
人應取得相關證照。】

目前市場保經代角色重疊，主管機關正規劃修改保經代管理規則
，參考英國等國家之模式，樂觀看待【保險經代分流管理的監理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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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迎接保險經紀人專業分工的時代來臨
金管會委請考選部在104年起提高保險經紀人考試的錄取標準及
調整考試方式。104年起保險經紀人考試的錄取率將比目前的20%
大幅提高，且各科選擇題的比重都將佔7成，只要平均分數60分
就及格，如果當年題目偏難，平均分數只要50分以上，仍有機會
過關。目前的保險經紀人考試四科中只有二科有選擇題，未來每
科選擇題都佔總分七成後，親和力將大幅增加，明年報考保險經
紀人考試是最佳時機。



歷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保險經紀人考試統計表

99

人身保險經紀人 682 391 57.33 99 25.32

財產保險經紀人 437 272 62.24 119 43.75

100

人身保險經紀人 598 343 57.36 20 5.83

財產保險經紀人 422 265 62.80 65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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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人身保險經紀人 424 257 60.61 94 36.58

財產保險經紀人 375 235 62.67 41 17.45

102

人身保險經紀人 447 276 61.74 53 19.20

財產保險經紀人 419 272 64.92 52 19.12

103

人身保險經紀人 657 380 57.84 76 20.00

財產保險經紀人 500 305 61.00 73 23.93

合計

人身保險經紀人 17,854 9,335 52.29 1,639 17.56

財產保險經紀人 7,265 3,652 50.27 1,136 31.11

人身保險經紀人考試大綱

編
號 科目名稱 命題大綱

一 保險法規概要
1、保險法及保險法施行細則
2、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
3、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二 保險學概要

1、保險與風險管理基本概念： 保險要素、保險類別、風險分類、風險管理原則與目標
、風險管理方法與步驟等
2、保險基本原則：主要原則、引申原則等二 保險學概要 2、保險基本原則：主要原則、引申原則等
3、保險契約：主體與客體、性質、種類、內容、保險單條款等
4、保險經營： 原則、組織、保險費、共同保險、再保險、責任準備金、資金運用、利
源分析、保險監理等

三 人身保險行銷概要

1、人身保險行銷基本概念： 意義、功能、型態、體系、保險商品生命週期、保險商品
差異化等
2、人身保險行銷策略： 考慮因素、行銷策略管理、行銷極大化、利潤極大化等
3、人身保險行銷制度： 傳統行銷制度、多元行銷制度（直效行銷、網路行銷、電視行
銷、電話行銷、銀行保險）、職團行銷等
4、人身保險行銷績效評估及未來潮流趨勢： 業績預算與執行、行銷成本績效評估、行
銷人員績效評估、顧客關係管理等

四 人身風險管理概要

1、人身風險管理基本概念： 意義、人身風險事故分析、人身損失金額衡量方法、生命
價值法、財務需求法、家計勞務法等
2、人身風險管理方法： 控制型風險管理方法、理財型風險管理方法等
3、家庭人身風險管理規劃與個案分析
4、企業人身風險管理規劃與個案分析



§§§§1111保保保保 險險險險
受受受受同類危險威脅之人同類危險威脅之人同類危險威脅之人同類危險威脅之人為為為為滿足滿足滿足滿足其成員其成員其成員其成員損害補償之需要損害補償之需要損害補償之需要損害補償之需要，，，，而而而而

組成之組成之組成之組成之雙務性雙務性雙務性雙務性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且具有獨立之法律上請求權獨立之法律上請求權獨立之法律上請求權獨立之法律上請求權之之之之共同團體共同團體共同團體共同團體。。。。

[ [ [ [ 六大原則六大原則六大原則六大原則】】】】

保險利益原則保險利益原則保險利益原則保險利益原則

最大誠信原則最大誠信原則最大誠信原則最大誠信原則

主力近因原則主力近因原則主力近因原則主力近因原則

損害填補原則損害填補原則損害填補原則損害填補原則

[[[[八大特性八大特性八大特性八大特性】】】】

雙務契約雙務契約雙務契約雙務契約
有償契約有償契約有償契約有償契約
非要式非要式非要式非要式
非要物非要物非要物非要物
射倖契約射倖契約射倖契約射倖契約

最大誠信契約最大誠信契約最大誠信契約最大誠信契約

第1-13條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人人人人

第14-20條

客體客體客體客體::::保險利益保險利益保險利益保險利益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1~§§§§42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21-28條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第29-34條

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之責任

【【【【九大效力九大效力九大效力九大效力】】】】

生效生效生效生效
停效停效停效停效
復效復效復效復效
終止終止終止終止
解除解除解除解除
無效無效無效無效
失效失效失效失效
撤銷撤銷撤銷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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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人身保險人身保險人身保險人身保險::::§§§§101~135~4101~135~4101~135~4101~135~4
人壽保險人壽保險人壽保險人壽保險《《《《§§§§101~101~101~101~§§§§124124124124》》》》
健康保險健康保險健康保險健康保險《《《《§§§§125~125~125~125~§§§§130130130130》》》》
傷害保險傷害保險傷害保險傷害保險《《《《§§§§131~131~131~131~§§§§135135135135》》》》
年金保險年金保險年金保險年金保險《《《《§§§§135135135135----1~1~1~1~§§§§135135135135----4444》》》》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70~§§§§99
火災保險火災保險火災保險火災保險《《《《§§§§70~70~70~70~§§§§82828282----1111》》》》
海上保險海上保險海上保險海上保險《《《《§§§§83~83~83~83~§§§§84848484》》》》
陸空保險陸空保險陸空保險陸空保險《《《《§§§§85~85~85~85~§§§§89898989》》》》
責任保險責任保險責任保險責任保險《《《《§§§§90~90~90~90~§§§§95959595》》》》
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95959595----1~1~1~1~§§§§95959595----3333》》》》
其他保險其他保險其他保險其他保險《《《《§§§§96969696----§§§§99999999》》》》

賠款分攤原則賠款分攤原則賠款分攤原則賠款分攤原則

代位求償原則代位求償原則代位求償原則代位求償原則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43~§§§§69
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
§§§§43~43~43~43~§§§§54545454----1111

通則通則通則通則
§§§§55~55~55~55~§§§§65656565
基本條款基本條款基本條款基本條款
§§§§66~66~66~66~§§§§69696969
特約條款特約條款特約條款特約條款

最大誠信契約最大誠信契約最大誠信契約最大誠信契約
繼續性契約繼續性契約繼續性契約繼續性契約
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之責任

第35-38條

複保險複保險複保險複保險

第39-42條

再保險再保險再保險再保險

撤銷撤銷撤銷撤銷
效力未定效力未定效力未定效力未定

金證照保險經紀人保證班
考試科目 時數 課程及講師 上課日期(考試日期)

保險法

6 保險法概要(曾亮) 1月24日

6 保險法概要(曾亮) 1月31日

6 保險法概要(曾亮) 2月7日

6 保險法概要(曾亮) 2月14日

6 保險法概要(曾亮) 3月7日

保險學

6 保險學概要(曾亮) 3月14日

6 保險學概要(曾亮) 3月21日
保險學

6 保險學概要(曾亮) 3月28日

6 保險學概要(曾亮) 4月11日

危險管理
6 危險管理(鄭勇志) 4月18日

6 危險管理(鄭勇志) 4月25日

保險行銷
6 保險行銷(鄭勇志) 5月2日

7 保險行銷(鄭勇志) 5月9日

全真模擬考一 6 請專心應考 5月16日

全真模擬考二 6 請專心應考 5月23日

考前總複習及模考
解題 7 曾亮及鄭勇志 5月30日

正式考試 6+6 您要上場好好表現 6/6及(或)6/7



課程特色

∗ 兩位資深講師親自授課，上課時數(含模考時數)為98
小時

∗ 講師親編最符合考試內容的講義，讓學員省去大半∗ 講師親編最符合考試內容的講義，讓學員省去大半
自我摸索時間

∗ 考前一個月再贈送考生金證照公司獨家編寫的「人
身保險經紀人」考試選擇題過關寶典一本，由保險
雲世代資深編輯及金證照研發團隊親自編寫

∗ 二次模考平均分數達60分以上，正式考試沒有通過
且分數在50分以上者，全額退費

結語

∗ 保險業務員及銀行理專尋找新的藍海

∗ 保經代專業分工趨勢形成，高資產客戶及中小企業∗ 保經代專業分工趨勢形成，高資產客戶及中小企業
主依賴保險經紀人以滿足實際保險需求

∗ 銀行兼業保險後，理專需要更完整的保險專業

∗ 未來保險經紀人考試的可能變革

∗ 尋找有效專業的備考課程

∗ 金證照98小時保證班是你過關最佳選擇



今天報名享優惠，
一起努力來考上!

1月24日開課的保險經紀人保證班，特價32000
元，今日報名可享88折優惠，今日貴賓今日貴賓再省

1000元，再去尾數，學費只要27000元。

謝謝您的聆聽與指教謝謝您的聆聽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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