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88 台北市復興北路 62 號 4 樓之 1  電話：02-87731666  

                       電子郵件：insop@insop.org.tw 傳真號碼：02-87731766 

 

(1/8) 

 

保險經營論壇（二十九） 
 

( 2015 年 5 月 8 日) 

日本保險行銷新型態：保險店鋪 

「保險店鋪」係繼直效行銷、銀行保險、網路行銷等銷售方式之後，近年來

在日本保險市場最為盛行且受到各界關注之新型態行銷模式。所謂「保險店鋪」，

係指在商店街、購物中心、車站等人潮聚集之處開設店鋪，由保險業務人員在店

鋪內對消費者提供保險諮詢、保險商品組合規劃、洽訂保險契約等相關服務之保

險代理店。由於保險店鋪多標榜能為保險消費者做最佳的保險組合建議，基本上

皆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之商品以供消費者選擇，故就屬性而言，應屬於普通代理人

之性質。 

就日本保險招攬制度而言，「普通代理人」乃 1996 年修訂保險業法後所興起

之新型態經營方式。在此之前，日本保險市場並無保險經紀人之存在，壽險業者

除以保險業務員直接銷售商品外，亦仰賴保險代理人進行招攬等相關業務，而根

據保險招攬管理法之規定，壽險代理人僅得以專屬代理人為之。至於產險業者之

業務，則主要來自於保險代理人，保險招攬管理法雖未明訂產險代理人應以專屬

代理人為限；但基於代理人係代理保險公司經營相關業務之考量，主管機關對保

險代理人係採取間接管理之態度，要求保險業者應負起自行管理保險代理人之責

任。產險業者為便於管理之考量，亦多要求保險代理人應以專屬代理人為之。基

此，長期以來，日本保險代理人主要係以「專屬代理人」為代表，近年來雖有逐

漸減少之趨勢，但仍占有七成左右之比重（參見表 1）。 

表 1 日本專屬代理人與普通代理人之家數 

區分 單位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專屬 

（家） 367,538 494,376 476,860 382,152 254,255 226,974 196,880 164,911 154,513 147,603 138,902 

（%） 78.1 79.3 80.3 75.0 78.7 79.2 77.6 75.7 76.5 75.8 72.3 

普通 

（家） 103,003 129,365 117,012 127,467 68,884 59,629 56,930 52,953 47,585 47,098 53,105 

（%） 21.9 20.7 19.7 25.0 21.3 20.8 22.4 24.3 23.5 24.2 27.7 

然而，1996 年修訂保險業法後，日本保險市場朝向自由化與國際化之方向

邁進，不僅引進保險經紀人制度，同時允許保險業者得以子公司型態跨業經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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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險種商品。由於保險商品推陳出新，消費者時有因資訊不足，導致無從選購之

困擾。基於提供消費者多樣化商品選擇，以及專業化面對面服務之考量，第一家

來店型保險店鋪「保険クリニック」乃於 1999 年 12 月成立。由於行銷手法廻異

於傳統作法，初期推展業務並不順利，經過一番努力後，此種新型態之行銷模式

始逐漸為消費大眾所接受。近年來不僅保險代理人紛紛採用保險店鋪經營模式，

甚至諸如日本生命、住友生命等大型保險公司亦投入保險店鋪市場，銷售自家或

其他業者之保險商品。截至 2015 年 3 月底為止，日本主要保險店鋪業者之店鋪

數與代理保險業者家數，則如表 2 所示，由於各業者代理保險公司之家數均高達

30 家以上，皆屬於普通代理人之性質。 

表 2 日本主要保險店鋪業者概況 

店鋪名稱 保険市場 ほけんの窓口 
保険 

クリニック 

みつばち保険

ファーム 

保険 

見直し本舗 

公司名稱 
株式会社アドバ

ンスクリエイト 

株式会社ライフ

プラザホールデ

ィングス 

株式会社アイリ

ックコーポレー

ション 

株式会社 

VLフィナンシャ

ル・パートナーズ 

株式会社 保険

見直し本舗 

代理保險

公司家數 
80 43 37 30 45 

全國 

店鋪數 
372 521 164 142 201 

「保險店鋪」得以在短短十五年的時間內，成為日本保險招攬制度中重要之

一環，不僅顛覆過去保險行銷之傳統模式，亦挑戰保險監理機關透過保險公司管

理保險代理人之作法，近期已成為日本保險市場極為關注之議題。謹此就保險店

鋪之興起背景、經營模式、經營挑戰，以及監理制度之變革等內容，概述如後。 

一、 興起背景 

（一） 生活型態改變 

現在住宅或企業大樓多設有保全或門禁卡裝置，再加上雙薪家庭增加，致使

保險業務員登門拜訪之傳統行銷方式逐漸受挫，推展業務難度變高，必須另覓行

銷通路。 

（二） 市場環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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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自由化後業界競爭日益激烈，業者基於拓展業務之考量，不斷推出新型

保險商品，藉以爭取消費者青睞。其次，消費者逐漸有一次購足產、壽險商品之

需求，過去保險公司或保險代理人僅銷售特定商品之作法，已不符消費者多樣化

之需求變化。 

（三） 消費者需求改變 

由於保險商品種類繁多，消費者期能在眾多保險商品中選擇最適合自身需求

之商品。然而，保險契約乃高度具專業性之商品，消費者為求確實瞭解保單內容，

並進而比較各家商品之優缺點，實有賴具專業素養之業務人員從旁提供協助。 

（四） 行銷觀念改變 

傳統保險行銷係採「招攬與銷售合一」之方式進行，亦即，保險業務人員必

需先自行招攬（開發）客戶，再進行保險契約銷售之行為。若就工作時間分配而

言，業務人員通常必須花 70%左右的時間用於招攬（開發）客戶，而只有 30%

的時間在進行保單解說與商品規劃等專業行為。因此，縱使業務人員具備高度的

專業能力，若欠缺招攬客戶之能力，不僅無法成為優秀的保險業務員，更有被市

場淘汰之可能。 

茲為矯正「招攬與銷售合一」之缺點，業界已有「招攬與銷售分離」之想法，

期望藉由保險店鋪之設立，達到招攬客戶之目的，進而由專業人員對來店之客戶

進行面對面之專業保險解說與安排保險契約等行為。此種作法，不僅能促使業務

人員發揮真正專業能力，同時又能使消費者獲得最適當之保險規劃，可謂為兩者

雙贏之經營策略。 

二、 經營概況 

（一） 店鋪概況 

1. 設立場所：通常設置於人潮密集之商店街、車站附近之一樓店面；若設置

於購物中心者，通常係位於購物中心之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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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空間：通常約為 15~30 坪左右，內部設計各有特色，基本上能提供消

費者明亮、舒適、專業之感覺，讓其能主動來店諮詢保險相關問題。 

3. 經營方式：店內約配置 3-4 名保險業務人員，對消費者提供免費諮詢與保

險規劃服務。基本上，消費者得隨時入店獲得免費諮詢服務，但近期因業

務量不斷擴增，亦有採電話預約方式進行之業者。 

4. 代理家數：基於提供消費者多樣化商品選擇之考量，通常代理保險業者家

數約在 30 家以上（參閱表 2）。 

（二） 經營型態 

初期係採「特許加盟」之經營方式，近期則有保險業者、共濟組織、以及金

融機構，陸續加入保險店鋪經營行列。就現階段而言，基本上經營型態可分為「保

險公司直營」、「共濟直營」、「專屬代理人」、「金融機構」、「獨立直營」、及「特

許加盟」等方式運作。茲將主要經營型態及業者，整理如表 3 所示。 

表 3 日本保險店鋪經營型態 

類型 店鋪名稱 營運主體 

保險公司 

直營 

ニッセイ･ライフプラザ 日本生命 

生涯設計パーク 第一生命 

保険がわかるデスク 明治安田 

共濟直營 全労災ぐりんぼう 全労災 

專屬代理人 
やさしい保険ショップ 損保ジャパン專屬代理店 

アフラック サービスショップ アフラック專屬代理店 

金融機構 ほけん 三井住友銀行 

獨立直營 
保険市場 アドバンスクリエイト 

保険の見直し本舗 保険の見直し本舗 

特許加盟 

保険の窓口 

みんなの保険 

保険の専門店 

ライフプラザ HD 

保険クリニック アイリック コーポレーシ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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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成效 

1. 就總體而言 

根據矢野經濟研究所 2014 年調查報告顯示，由於保險店鋪得以滿足消費者

多樣化之需求，消費者對其接受度日益升高，近年來保險店鋪市場已有明顯成長

之趨勢。若以新契約保費收入而言，2012 年度（2012.4~2013.3）保險店鋪之新

契約保費收入為 951 億日圓，2013 年度將成長 40.7%，達到 1,338 億日圓；若就

新契約件數而言，2012 年度為 92 萬件，2013 年度將成長 39.1%，達到 128 萬件。

不論就保費收入或契約件數而言，均呈現兩位數之成長，市場預估未來發展將持

續擴大。 

2. 就個體而言 

就現行市場中規模最大之保險店鋪公布之資料顯示，保險店鋪之經營模式與

傳統保險業者採業務員之行銷方式相較，無論就契約達成率、保單繼續率、及業

務員離職率而言，保險店鋪之經營績效均優於傳統業務員之表現。 

表 4 傳統業務員與保險店鋪之比較 

 傳統業務員 保險店鋪 

往來保險業者 1 家 40 家以上 

契約達成率 低 高（約 60%） 

保單繼續率 約 70% 約 98% 

業務員離職率 高 低（約 5%） 

三、 經營挑戰 

近年來，保險店鋪在日本保險行銷市場確實有逐漸抬頭之趨勢，且預估未來

將成為日本保險市場中主要行銷通路之一。然而，快速成長所衍生之各項問題亦

不在少數，由於其攸關保險消費者之權益，目前已引起日本輿論與主管機關之重

視。茲將保險店鋪經營所面臨之挑戰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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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場遭受質疑 

保險店鋪係標榜為滿足消費者多樣化需求，而代理數十家以上保險業者之商

品，並以中立、公平之立場，為消費者規劃最符合其需求之商品組合。然而，由

於現行法制面並無規範保險代理人應盡到職業道德倫理之義務，實際上則有保險

店鋪之業務員基於自身佣金收入之考量，向消費者推薦佣金較高保險商品之疑

慮。 

（二） 利益衝突問題 

就性質而言，保險代理人係代理保險公司經營業務之人，故日本保險業法規

定保險公司對於保險代理人負有督導、管理之責。此種情形，在長期以專屬代理

人為大宗之日本保險市場而言，並無任何不妥之處。然而，保險店鋪代理保險業

者家數多達 30 家以上，甚至更有高達 80 家者，保險公司與保險代理人之間，勢

必產生利益衝突之問題。此種現象，已使日本過去監理保險代理人之機制面臨挑

戰。 

（三） 監理標準不一 

前已述及，日本對於保險代理人之監理，主要係由授權保險代理人之保險業

者負責管理。至於保險經紀人之監理，則具體規範於保險業法內，其與保險代理

人最大差異者，乃在於保險業法第 297 條規定，保險經紀人於必要時應揭露其所

收受之手續費收入。其次，則為保險業法第 299 條規定，保險經紀人在中介保險

契約時，應善盡誠實義務，即便其自身利益與被保險人之利益有所衝突時，仍應

秉持最有利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提供相關保險建議。 

反觀保險店鋪雖屬於保險代理人之性質，但其運作模式實與保險經紀人並無

二致，但保險業法並未規範保險代理人有揭露手續費收入與善盡誠實義務之責。

基於保護保險消費者之考量，輿論則有要求保險店鋪應比照保險經紀人之監理，

負有揭露手續費收入與善盡誠實義務之聲浪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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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監理制度 

日本政府基於保險商品複雜化、行銷通路多樣化，以及保險店鋪普遍化等因

素之考量，乃於 2014 年 5 月將保險業法修正案提交國會，期能重新建構保險招

攬管理制度，藉以符合市場環境之變化。該修正案預估將於 2016 年 5 月施行，

其中部分修正條文係在加強對於保險店鋪之監督與管理，茲將相關內容概述如

下： 

（一） 引進「意向掌握義務」制度 

就現行制度而言，日本保險業法係採正面表列方式，禁止保險招攬人員有虛

偽說明、重要事項不告知等不正當行為。新修訂之保險業法乃於第 294 條之 2，

增列保險業務人員於從事業務招攬時，必需確實掌握顧客之投保意向，為其規劃

最符合其需求之保險商品組合。具體而言，保險業務員必須做到下列事項：（1）

確實掌握顧客之需求、（2）具體研擬符合顧客需求之保險計畫書、（3）對顧客需

求與保險計畫提案進行最後確認。 

（二） 引進「資訊提供義務」制度 

修訂後保險業法第 294 條，增訂保險業務員於從事招攬業務時，應就保險金

給付條件、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及其他可具參考之各項資訊，提供予保險消費

者知悉，由其據此作為投保與否之判斷依據。 

（三） 保險代理人負有管理加盟店之義務 

修訂後保險業法第 294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保險代理店採加盟方式經營者，

不僅代理店總部（加盟業主）應就其所行招攬行為建構完善體制外，對於其所屬

加盟代理店之教育訓練、管理、督導，亦負有建構完善管理體制之義務。 

（四） 主管機關對問題保險店鋪之管理 

修訂後保險業法第 305 條至第 307 條規定，大型保險店鋪發生有礙健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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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等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命其提交報告，或進行實地檢查、業務改善、停止相

關業務、撤銷登錄等處分。 

（五） 大型保險店鋪應將相關帳簿、營業報告書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修訂後保險業法第 303 條規定，大型保險店鋪每屆營業年度終了，應編製營

業報告書，並將營業報告書籍相關帳簿，送交主管機關備查。至於大型保險店鋪，

則規範於保險業法施行細則第 236 條之 2，係指代理 15 家以上保險業則，或同

一營業年度內收受兩家以上保險業者之手續費或其他報酬之總額達 10 億日圓以

上者。 

無可諱言，保險自由化已是二十一世紀保險核心價值，而市場自由化，則屬

保險自由化重要一環。無疑地，多元化保險行銷方式，更是市場自由化重要表徵

之一。日本保險店鋪新行銷方式，顯然已對日本長期低迷保險市場注入強心針，

為日本保險市場帶動一股新生活力，開啟日本保險行銷劃時代革命，其未來發展

成果頗值得國人密切觀察與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