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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十年來高齡化社會充分展現了人類重大成就的意義,但銀髮族

的革命也對社會產生了很大的衝擊。由於老年人口的急遽增加，與老

人有關的市場，正在全球擴大發展中，直接地帶動行業的消長、產業

的調整以及商業及消費行為的改變，間接地也促成了上述議題的相關

研究。而喪葬服務業中的生前契約可說是當前最急須普及的觀念，如

何推廣與落實生前葬禮相關服務的規劃與安排將成為個人及政府的重

要課題! 

    由於殯葬禮儀服務是每人終究必須消費的商品，所以，本研究由

消費者對生前契約的「認知與態度」著手，而研究的調查採（1）封閉

問卷觀念的涉入、量的統計、樣本 200 份，（2）開放問卷、質性分析

與討論、樣本 6 份，就上述方法收集的資料進行系統性整理與分析，

並提出結論與建議。 

經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內消費者對生前契約認知不足，態度也不

夠積極，但是相較於美、日先進國家，我國生前契約的消費市場潛力

不容忽視，關鍵在於政府政策、業界推廣和消費者教育等三方的強力

合作，研究者並提出下列建議：關於生前契約的發展建議：(1)改革傳

統殯葬產業的陋習,以及保障消費者自主選擇的權利。(2)仿美國將安葬

險列為強制險！(3)形成社會輿論，成為人生規劃的標的。(4)期許每一

位國民，嚴肅而勇敢地正視生死大事，並提昇殯葬產業人員的社會地

位。(5)透過生活護照的多元價值，讓每個國民都能及早擁有生前契約。

(6)生命光碟問卷為顧客管理之升級與相關產業之衍生性商品，應該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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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研發以提供業者作為行銷輔具。關於如何有效行銷的建議：（1）加

強各級學校與社會的生死教育。(2)透過意見領袖對生前契約的支持以

形成公眾輿論。（3）政府、業者與消費者三方的強力合作以共創三贏。 

關鍵字：生前契約、認知、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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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ast decades, ageing society has shown the meaning of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human beings. Howev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elders has also resulted in great impact to the society. With the rapid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the elders, markets related to the elders has been 

broadly developed worldwide, directly pushing the growth and 

disappearance of businesses,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es, and the change 

of commercial and consuming behaviors, as well as indirectly promoting 

the studies on the above issues.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s in funerary 

service industry is considered the concept for prompt popularization. How 

to promote and practice the plan and arrangement of pre-need funerary 

services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issue for individuals and the 

government. 

Since funerary service is eventually the essential consuming 

commodity for each person, this study, therefore, undertakes the research 

from consumers’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s. 

The research method applies (1) inter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closure questionnaire with 200 samples, and (2)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open questionnaire with 6 samples.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above research methods is collated and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for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omestic consumers have insufficient 

cognition to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s and their attitudes are less active. 

Nonetheless, the potential of the market can not be neglected in comparison 

with advanced countries like the USA and Japan, with the ke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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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al policies, industrial promotion, and 

consumer education. Suggestions are made as the follow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s, (1) bad 

habits of traditional funerary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reformed in order 

to protect consumers’ right of self-choice; (2) funeral insurance should be 

treated as compulsory insurance as done in the USA; (3) make it the public 

opinion to become a goal of life programming; (4) expect each citizen to 

face life and death seriously and bravely so as to advanc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personnel in funerary service industry; (5) with the multiple value of 

life care, each citizen can possess a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 at an early 

date; and (6) life questionnaire CD, a derivative commodity from customer 

management enhancement and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should be actively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as marketing aid for the businesses. 

Referring to effective marketing, (1) life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societies should be re-enforced; (2) with the support of opinion leaders, 

make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s a public opinion; and (3) with 

enthusiastic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industry, and 

consumers, a three-win is created. 

Key words: 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s, Cognition,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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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1.1.1 危機 

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可以說是現代化國家的成就，代表著生活福

祉與醫療科技的進步。台灣在1993年底，65歲以上人口的比例佔總人

口的比例已達 7.1%，正式邁入聯合國所界定的高齡化社會。2003年時比

例上升至9.2％短短10年已上升2.1％，截至2009年底已佔10.63％，推估

至2018年進入高齡社會的比例將上升至14％，根據2006年6月行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公布人口中推計顯示，至2026年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的

比例將上升至20％。 

另外從工作人口與老年人口的扶養比觀察，可看出老化的人口結

構對社會所帶來的衝擊。 1995年，每 9 位工作年齡人口扶養一位老人，      預

估至 2036年時，由於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全部邁入老年時期，更變成

每3位工作年齡人口必須扶養一位老人的情況。此種老年扶養比升高所

顯示的是老年人口將對社會中工作人口所帶來的沉重負荷。 

再者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06)資料，我國2005年出生登記人數有20

萬5千人，較2003年22萬8千同期減少10.5％。而比較2005年死亡登記人

數13萬7千人，較2003年13萬1千同期增加3.7％。由此可知，近年來我國

人口增加均呈負值，2003年至2005年人口總增加數為16萬5千人，總增

加率千分之7 .2。由此可知,我國的人口結構，已呈現加速高齡化及少子

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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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轉機 

自古以來，在中國的社會價值中，＂死亡＂的概念一直是被大眾視

為禁忌的一部分。任騁(1993)對於死亡禁忌這個議題曾提到：「死亡對

於人們來說，是最可怕的兇禍災難，因而人們害怕聽說或接觸到死亡的

事情。如果不是老人、病人本人主動談到，一般是忌諱別人當面提及、

談論後事的。即便是談論，也要盡量用委婉的詞語來替代『死亡』一詞。」

就如同早期人壽保險市場開拓面臨的問題一樣，死亡的禁忌總是或多或

少地存在於社會大眾的心理層面中。歸咎其原因，除了人云亦云的從眾

心理外，死亡教育與殯葬教育的缺乏也是另一個主要因素。 

有鑑於此，近幾年國內有幾家較具規模，企業集團化經營的殯葬

業者，在參考過其他先進國家殯葬服務業的市場發展，以及依照民情調

整產品符合消費者需求之後，正式將所謂＂生前契約＂這個產品引進到

台灣市場中，試圖以定型化契約的行銷方式來吸引消費者的青睞。生前

契約產品的特性，在於消費者能夠在生前擁有預購殯葬服務的自主權，

也就是消費者可以預先選擇自己理想的殯葬儀式;往生後又能替家屬免

除掉不必要的殯葬費用。胡適曾說：「今日預備明日，這是真穩健、生

時預備死時，這是真曠達、父母預備兒女，這是真慈愛。」這段話可作

為生前契約意義的最佳描述。（胡適名言錄） 

 

1.1.3 商機 

生前契約最早進入台灣，是在民國 82 年，經過業者數年的推廣後，

在近兩年才逐漸受到一般大眾的注意。在此之前，傳統殯葬業者主要是

採取現貨交易（市場件）的方式承辦喪家的往生事宜;其間雖然也有採用

預約（預售件）的方式辦理，不過主要辦理的是納骨塔塔位的買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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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才有業者正式將＂生前契約＂的概念引進，他們擁有最專業的服務

團隊與嚴格職前訓練並通過禮儀師考試，以及 ISO 認證；在價格方面更

是將一切費用透明化，並杜絕傳統的收受紅包陋習，透過買賣雙方”生

前”的規劃與安排訂立”身後”契約，這樣不但可以讓消費者有選擇自己

身後殯葬方式的權利，更保障了自己身後的尊嚴性，而且讓家屬在親人

亡故之時，不必擔憂喪葬的處理過程，避免了傳統處理殯葬事宜的”忙

與亂”，這對於改善目前的殯葬產業問題，有相當正面的助益，亦在殯

葬服務產業形成了一股風潮（尉遲淦，2000）。 

行政院經建會（2002）人口推計資料顯示，人口高齡化的結果，台

灣地區每年死亡人數將由民國 100 年時增至 16 萬人，至 140 年時則增

至 36 萬人，即 50 年後死亡人數約為目前的三倍。根據台灣省社會處民

國 87年統計資料估計，台灣地區每名死亡者平均喪葬費用為 367,757 元，

國人一年殯葬相關花費將近 500 億元且將逐年上升。 

李自強於（2002）年指出，如若參照行政院經建會之人力推估資料，

則殯葬服務市場規模至民國 100 年時將達 836 億元。政府為社會安全機

制考量，也在民國 91 年 7 月 17 日新公佈的「殯葬管理條例」中，加入

對「生前契約」的初步規範，顯示出政府單位逐漸重視此商品相關機制

之發展。然而，因國人的傳統觀念及禁忌所致，不但導致政府相關部門

對殯葬服務的統計調查資料不夠詳實，連學術單位對這方面的研究亦較

少著墨，至於「生前契約」的研究更是寥寥可數，僅有少數專書及論文。 

以我國目前面臨人口結構老化及人口成長率逐年降低的問題，未來

對工作人口而言，殯葬費用是一重大負擔。目前，生前契約在台灣市場

中仍屬於產業循環中的初始成長期，對於不太願意主動提及身後事的國

人而言，難以有意願去接觸這個仍為禁忌的領域，但對照美、日等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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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前契約市場的悠久歷史與發展過程，皆具有相同的社會變遷背景，

如人口老化、少子化等，或許台灣在若干年後也有可能遵循其腳步，成

為生前契約市場蓬勃發展的地區。為了能夠正確判斷其市場的前瞻性與

未來發展願景，就必須回歸根本的研究，一方面希望能彌補現有文獻的

不足之處，一方面以探討一般民眾對生前契約的認知與消費態度作為起

點，以整合行銷傳播(Inter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IMC])為工具

作為普及生前契約之策略，這樣的想法成就本篇研究的主要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為： 

（1）探討中投地區消費者對生命教育之重視及面對死亡應有的態 

度。 

（2）探索民眾對生前契約產品的產品認知與消費態度。  

（3）作為民眾選擇生前契約時認知的正確性。 

（4）提供相關消費者、業者資料給政府單位擬定政策時作為參考。 

（5）驅策生前契約業者對於消費者權益，顧客關係管理之落實。 

 

1.3 研究架構與流程 

1.3.1 研究架構 

第一部份是關於生前契約的商品認知部分，以歸納法由果到因抽絲

剝繭地將生前契約目前的發展往前及往內做深層探討！第二部分是行

銷比較，以演繹法由因到果將人生的生老病死四個生命發展規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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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歸結到聖恩的整合行銷上，再歸結到實務的平台發展上(過去、現

在、未來)。串連整個論文的完整架構及研究全方位面相的價值性！ 

 

 

 
圖 1.1 研究架構 

 

 

1.3.2 研究流程 

至於研究流程則分為：蒐集資料與發現問題、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蒐集與探討參考文獻、決定研究方法與對象、問卷設計與發放、問卷回

收與建檔、資料分析與討論、研究結論與建議。 

 

 

生命發展規劃元素 

（生、老、病、死） 

生前契約認知與消費

態度調查研究 

聖恩公司整合行銷 

傳播 

主要研究 

結論與建議 

生前契約發展探討 

（過去、現在、為來）

生前契約研究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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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研究方向 

收尋相關文獻 

確定研究問題 

界定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問卷 

資料編碼與歸類 

研究結論與建議 

資料分析及比較 

預試問卷 

開放式譯碼 

修正問卷 

接續個案訪談 

 
 
 
 
 
 
 
 
 
 
 
 
 
 
 

 
 
 
 
 
 
 
 
 

圖 1.2 研究流程圖 
 

1.4 研究方法 

1.4.1 決定方法 

研究方法因研究的目的而有不同，一般我們所熟悉的是質化與量化

兩種，彼此之間並沒有孰好、孰壞之分，只有孰為恰當可言。本研究因

性質特殊，所以採用質量並重的方法。 

在蒐集資料上採用調查法，問卷設計則一方面採結構式問卷之封閉

式問卷填答，以利量化統計分析，另一方面採結構式問卷之開放性問卷

深度訪談，以利質性分析，並彌補量化分析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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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抽樣方式 

本研究採用配額比例抽樣法進行樣本抽樣、此研究方法無法利用機

率理論研究有關估計值的準確度及其抽樣誤差（量的分析非量的統計）。

總計：金融界 94 份，南投地區（51），台中地區（43）；學術界 54 份；

業界 52 份。 

 

1.4.3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取樣採立意方式，分為兩大群組，第一群組設定

為台中地區土銀和合庫行員、台中教育大學附小老師及南投地區土銀和

合庫行員、南開科大研究生，學歷背景上偏向高上者。第二群組設定為

目標民眾以國寶集團生前契約業者聖恩開發（股）公司提供有購買意願

或已購買的消費者發出問卷，此目標民眾群組接受過專業課程。 

（1）一般民眾： 

A.金融界：找出有價証卷的相關連結。 

B.學術界：對生命教育的相關認同及使命。 

（2）目標民眾: 

C.產業界：經營者對消費者應有的權益及顧客關係管理的落

實。 

 

1.4.4 研究構面-問題探討 

由於目前「生前契約」產品的 s 曲線（市場生命週期）尚屬成長期，

一般民眾對此產品認知不完全且有負面情緒、購買率與使用的經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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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在消費者購買心理決策過程中、只探討認知、態度、意願實踐

等三部份。 

若將往生市場往前推可以得知它的來源與歸屬：往生－＞養生－

＞厚生－＞民生全方位產業，以此方式向消費者介紹生前契約，或許

更能讓消費者願意接受生前契約概念，若是以比較狹隘的方式，單刀

直入地只談及生前契約（往生）品，則會顯得太過於現實而且方式上

不夠前衛與創新，結果可能反而會使聞聲卻步，而無法吸引消費者進

一步了解生前契約。 

這裡有一個衍生出的問題:生前契約市場不到 2%，到底是觀念未開、

認知不夠，還是文化禁忌，或是經濟因素的影響?或者都有影響，但是

哪一個因素影響最關鍵？這是值得發問和探討的議題。若說歐美保險投

保率 100%，而其生前契約市佔率 70%；日本保險投保率 100%，而其生

前契約市佔率 50%；反觀台灣保險有近 130 %的投保率，而生前契約市

佔率卻只有 1%，（聖恩，2001）以類比觀點來說，簡直不成比例，這

到底是政府努力不夠或業者功夫下得太淺，或是學術界對於死亡教育推

廣不力，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1.4.5 研究變數 

消費者行為風情百樣！非單一研究所能包含。本研究在衡量的變數

上一則因問卷調查牽涉到國人禁忌敏感情緒的主題，加以「死亡教育」

的不足、國人對於藉由「死亡」反思「生命」的意義之議題不願涉入。

一則因市場先有需求，進而延伸政府法規來規範生前契約，「生前契約」

相關文獻不足，故多來自報導性資訊及業者文獻，另外進一步發現有文

獻將消費者強制分類而消費者對生前契約不完全的認知，所以若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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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強制分類顯然不盡理想，且有誤判及誤導的可能，因此變數選取不

完全而使研究之標的無法應用於市場。 

 

1.4.6 研究限制 

專訪業者方面，選定的禮儀服務公司與禮儀行銷公司高級主管、金

融主管，對研究的支持與否不確定、時間的敲定和地點的安排則一再更

改，這是主要困難之處。其次，訪談業者的部分內容為研究者 9 年來與

相關主管因緣聚會中所得寶貴資料，未經當事人審閱修改是另一缺點。 

消費者對此產品認知不完全是最大的限制，研究者問卷設計以觀念

性導入做問答，再由認知間落差的問題進行消費者深訪！ 

學術界的認知較為官方所認同，因為官方樣本取得受限，所以僅

以學術界做代表!研究者以因果論，由果推至因（歸納法）以及由因推

至果（演繹法）兩種方法出發且思考甚久，為的是完整呈現生前契約全

貌，感謝劉騰昇老師給學生的原創想法。總之，不管是從由果抽絲剝繭

到種子的還原或是由種子與其它因素結合而發展到開花結果，在在突破

時間、工具及情感、家庭和工作、事業的限制，一直努力以期不負眾望。 

 

第2章 生前契約發展的探討 

 

2.1「生前契約」的名稱 

在研究生前契約之前，首先我們應就名詞本身來看。對於「生前契

約」這個殯葬產品的名稱，最初見於美國的「 Pre-need 」或

「Pre-arrangement」。後來在日本，就把上述的語詞翻譯做「生前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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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台灣，我們也是按照日本的翻譯稱做「生前契約」。 

不過，黃有志對於這個翻譯有一些意見。他在「往生契約概論」中，

對於「生前契約」一詞有不同的看法。他認為：「國內業者普遍採用日

本的稱謂為『生前契約』，但因為每個人所簽定的契約，都是在『生前』

訂立的，易使人混淆不清，因此將『生前契約』一詞改成『往生契約』。」

（黃有志、鄧文龍，2001）黃有志的這個說法看起來雖有道理，然而「往

生」這個詞也有與佛教混淆之處，不如用「身後契約」這個詞較為中性。

問題是，無論用哪一個語詞，重點在於突顯生前決定這一點，而非強調

死後才使用這一點。 

再者，養生送死一直是中國 5,000 年來根深蒂固的觀念，生前規劃

往生大事，最能代表實質意義。根據我國殯葬管理條例第 2 條第 12 項

是稱為「生前殯葬服務契約」，本研究為了行文習慣與方便，同時兼顧

現行法令規定，因此，採用「生前契約」一詞，其意義與「生前殯葬服

務契約」是一致的。 

 

2.2 生前契約的意義 

其次，我們看生前契約的意義。根據各方的說法，我們舉一些為例： 

  （1）碑文谷創的定義 

碑文谷創在 1996 年日本的葬儀概論書中，對生前契約所下的定義

是：「所謂生前契約，即是在葬儀方面，由本人在生前依自己期望而訂

下契約之形式，生前契約共分兩階段。1：決定葬儀內容，2：制定葬儀

費用支付方法。」（鄧文龍譯；引自碑文谷創，1996）。 

根據這個定義，主要有下幾個重點：1、強調生前契約是在生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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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親自簽訂的，表示當事人的自主權。2、對於葬儀內容，由當事

人根據個人的需要予以實際的安排。3、對於所需費用的支付，依照一

定的方式分期支付。 

   （2）黃有志的定義 

黃有志在第二屆生命教育與管理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一篇論文中

對葬儀生前契約所下的定義：「在簽約前，殯葬業者提供相關資訊與相

關服務商品，由消費者自行選擇商品和服務，業者並對消費者所選購的

商品與服務提出保證履行的一種契約保證」（黃有志，2001）。 

此外，他在「往生契約概論」中又做進一步的說明：「將個人的身

後事，以專業的個別化或「套裝」的方式提供葬儀及相關服務，消費者

在生前即可自己與殯葬業者訂好約，由買方自主預先決定『將來往生時

喪禮的方式及相關服務』，一旦往生之時，即可依照生前所簽訂的契約，

由業者慎重其事地將契約內所包括的葬儀相關事項履行完成，不僅使消

費者能如願地走完自己圓滿的一生，也使自己無盡的愛與關懷留給自己

的家人，而達到『生死兩安』和諧溫馨的境界」。（黃有志、鄧文龍，

2001）根據這個定義，黃有志亦如碑文創谷，強調自主決定的重要性。

不過，它對葬儀的內容更強調專業個別化或套裝方式的選擇。 

    （3）我國殯葬管理條例的規定 

民國 91 年 6 月 14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的殯葬管理條例當中，第 2 條

第 12 項所記載：「生前殯葬服務契約：指當事人約定於一方或其約定

之人死亡後，由他方提供殯葬服務之契約。」 

此外，相關規定還有該法第 44 條與 45 條： 

第 44 條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契約之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



12 

之規模；其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信託本旨

交付信託業管理。前項之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

機關對於第一項書面契約，應訂定定型化契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不得

記載事項。 

第 45 條成年人且有行為能力者得於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

預立遺囑或以填具意願書之形式表示之。生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

書者，其家屬或承辦其殯葬事宜者應予尊重。根據這個定義，條例的規

定更為簡單，只提到生前約定與死後服務。 

綜合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生前契約一詞的意義，是在人活著的時

候，依照自己的期望，先行決定自己未來的葬儀方式及內容。藉著和殯

葬業者簽訂契約，並預付費用的方式，希望未來能夠透過相關的服務確

實保障死者的殯葬品質與尊嚴。 

 

2.3 業界對生前契約的介紹 

由於法律對生前契約的說明很簡單抽象，所以，生前契約在實務上

的內涵和意義就會因為業者的理解與經營特色而有實際上的差別，為了

更具體了解生前契約的操作意義，底下就引述國內幾個重要業者在網站

上公開宣傳的說法，藉此可以知道生前契約在實務上的意義並不完全一

致，然而在不違反法律的規定的原則下，基於經營理念的差異，以下幾

家業者公司定義都可以被接受。 

 

2.3.1 國寶集團-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1）何謂生前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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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契約就是一張往生服務的終生保單，它是延續人壽保險的功能，

並提供對家庭責任完整保障的契約。 

（2）人壽保險與生前契約有何不同？ 

A.人壽保險的意義： 

健康人買未來家庭需要的保障，針對不同的理賠需求，規劃

不同的契約保單。 

理賠：保險金 

保障：家庭生活的保障 

B.生前契約的意義： 

彌補人壽保險的不足，節省家庭負擔，規劃家庭未來更完整

保障的契約保單。 

理賠：定型化契約的服務 

保障：生命尊嚴及未來往生服務品質的保障 

生前契約以「簡明、莊嚴、尊嚴、專業」四大理念，並結合全套現

代化禮儀服務，讓生命在莊嚴而崇高的儀式中回歸極樂，為人生劃下完

美的句點。 

（3）購買生前契約的意義 

我們知道人壽保險是生涯規劃，但生涯規劃的最後一站不就是往生

服務險嗎？ 

如果保險的理賠內容沒有包含往生服務的理賠，那麼生涯規劃就不

夠完整。因為往生服務是帶給家庭最大的負擔，而『往生服務險』是每

一個家庭最需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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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健康的家庭不需要往生服務，但絕對需要『往生服務險』。就

好像我們不需要意外，卻需要意外險是一樣的道理。 

 

表 2.1 國寶生前契約與預購往生服務及往生服務之特性區別 

產品名稱 往生服務 預購往生服務 往生服務險 
（國寶生前契約）

消費者動機 立即需要的服務 近期需要的服務 未來需要的保障 

消費對象 有往生者的家庭 有特定對象的家庭 所有健康人的家庭

服務單位 傳統葬儀社 禮儀公司 國寶集團 

付款方式 全額付清 短期內分期付清 
1.全額躉繳 

2.訂金+使用尾款 

單位數量 6000~7000 家 約 10 家左右 全省僅此一家 

需求數量 12 萬人~14 萬人/
年 30 萬人~50 萬人 全省 98%(潛在客

戶) 

資料來源：http://www.goboservice.com.tw/ 

 

（4）為什麼要購買國寶生前契約？ 

A.因地制宜、面面俱到 

整合不同的地方風俗民情及宗教信仰，取其共通且必要，規劃完成

定型化契約服務內容，並於履約時尊重往生者生前意願與家屬情感上的

需求，因地制宜，提供多元化、人性化之服務配合。 

B.流程簡明順暢、禮儀莊嚴尊貴 

國寶生前契約所提供的每一項服務流程與儀禮的規劃，融合了我國

傳統的禮俗文化與現代潮流趨勢，強調作業流程的簡明順暢，節約社會

資源與不必要的鋪張浪費，但又不失儀禮應有的哀榮與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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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屬用品配備、備感尊榮與禮敬 

國寶生前契約所提供的用品與配備從環保棺的選用及專利骨灰罐

的研究開發，到莊嚴尊貴的儀式廳整體設計佈置與高級禮車靈車的接送

服務，處處表現出對往生者和家屬的尊重與禮敬和企業經營的用心。 

D.專業禮儀師、人性化服務 

所有負責主辦服務的禮儀師，都經嚴格的選任與系統化訓練，在服

務配合上專業而圓融，在服務態度上親切而有禮，處處為家屬考量經濟

上的節樽與資源上的有效運用，真正落實"將家屬的事當自己家的事。 

 

2.3.2 金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何謂生命契約?  

『生命契約』就是『生命禮儀服務的定型化契約』，也就是消費者 

生前在充裕的時間裡，以冷靜理性的態度，為自己（或家人）選擇可以

信賴、專業的往生服務業者，就禮儀服務內容及付款條件，訂定之生命

禮儀服務契約。 

（2）金寶山的服務理念是甚麼？ 

秉持著服務理念，不僅是為往生者，更考慮到在世的生者。因此特 

別率先同業規劃出以定型化契約方式訂立生前契約，讓喪葬的服務項目

與價格透明化，讓消費者更可擁有高品質的殯葬禮儀服務。金寶山以「還

原生命意義、彰顯生命尊榮」為基礎，並兼顧執行的實務，推出金璽、

寶璽、金寶璽等三款生命契約。 

生命契約圓滿了壽險的保障。所有的家庭都不想要往生服務，但絕對需 

要往生服務，就好像我們不想要意外發生，但需要意外的保險一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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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契約是每個家庭不可或缺的保障項目。 

洽詢專線：市區（02）2516-6250  園區（02）2498-5900 

資料來源：http://www.memory.com.tw/ 

 

2.3.3 龍嚴人本 

（1）何謂生前契約？ 

指在生前針對「身後事」內容預做規劃，並訂立將來依規劃執行的

契約。專業喪葬服務公司必須有一套（或多套）制式化的服務流程及內

容，讓消費者再生前依個人的需要選定將來的服務內容並預約付費，將

來的後事即由承辦公司依照契約內容履行。 

    （2）為什麼生前契約是值得投資的理財商品？ 

 

表 2.2 有無預約生前契約的比較表 
無「生前契約」狀況 有「生前契約」狀況 

措

手 
不

及 

一個個案平均花費在 20-50
萬，家人要臨時籌錢，若平

日無積蓄，恐怕措手不及。

輕鬆分 
期付款 

以預約方式購買，採分

期付款，便不會發生臨

時籌錢的窘境。 

心

情 
沮

喪 

面對突如其來的惡耗，心理

尚未做好萬全準備，感到生

命無常、無希望，對人生抱

持消極態度 

生活樂 
觀積極 

已正面健康態度面對

「死亡」，使人生更豁

達，對生命有更深一層

的豁達態度，更加珍惜

生命。 
龐

大 
稅

務 

面對龐大的各項稅務，經濟

上產生巨大壓力，留給家人

不可預期的負擔。 

財務無 
後顧之憂

完全的生涯規劃，將「死

亡」視為生命的一部

份，以預立遺囑的方

式，將財產作最適當的



17 

規劃，不留給家人不可

預期的財務負擔。 
素

質 
不

齊 

無心情做比較、供方沒有提

供完整資訊，及物品作多方

面選擇，顯得素質高低不

齊，專業度受到懷疑。 

服務有 
保障 

讓可信賴的公司提供服

務，家人有保障自己更

安心。 

價

格 
不

定 

沒有憑藉的標準，任供方以

「孝心」或「面子」為由，

哄抬價格。 

貨比三 
家不吃虧

價格統一化、資訊公開

化的透明作法，依個人

生前意願作慎重選擇。

無

法 
規

劃 

不夠周到不符合喪家要

求，也未必為亡者所期望。

尊嚴圓滿 在平常理智時作決定，

已事先詳細、確實規

劃，自己決定自己要的

喪禮型式，完整導演自

己的人生，尊嚴落幕。

資料來源：http://www.lungyen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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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內政部統計，國人辦一場喪禮的平均費用為 37.64 萬，

而估計「服務品質的價值」才是最好的經濟考量。 

 
表 2.3 台灣、美國、日本殯葬費用比較表（業者資料） 

項目/國別 美國 日本 臺灣 

一般喪葬費用 31.7 萬 73.3 萬 37.6 萬 

生前契約價格 26.94 萬 26-33 萬 17-35 萬 

價差幅度 15% 60%  44% 
市場佔有率 總 投 保 人 數

70% 
總人口數 35％ 總人口數 2% 

 

表 2.4 抗通貨膨脹比較表（業者資料） 
項目/年代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年齡/歲 30 40 50 60 70 80 
保險金額/
萬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殯葬費用

（平均市

價）/萬元 

37.64 55.71 82.47 122.07 173.76 25.20 

以購買時之價格，不受市價浮動影響（預約價格） 

資料來源：http://www.lungyengroup.com.tw/ 

 

B.實質服務不貶值，免除通貨膨漲的風險               

C.具有可以轉讓的特性，可視為理財商品之一 。 

D.付款方式多元化：可以選擇一次付清或採分期繳款，做有效

率的資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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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前契約的特性 

  通過上述的了解，生前契約可具有下述的特性： 

A.消費者預約預立觀念 

    今日社會價值觀趨向多元化，這也影響了消費者對全人生涯教育，

生、老、病死其最後一程，在葬儀方面做出預約生前契約預立遺囑的選

擇。使民眾有機會得到正確的殯葬方面的規劃、避免忙與亂。 

B.最好的經濟考量 

    「葬儀生前契約」之所以受到矚目，是因為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商品

其費用的透明化，強調期望值的承諾兌現、每一喪家的服務視同對家人

的服務，這些相關服務業者都應盡量設法使消費者有對等的歸屬感－品

質價值。 

C.定型化合約 

    除了提供中式、西式的商品讓消費者選擇外，另外選擇的主導權必

須在於消費者手中，簡明、莊嚴、尊貴這個大原則是往生契約的核心理

念。亦即，生前契約是以生命關懷為消費者量身定做的一種個別化服務

契約。 

D.轉讓、中途解約是消費者的權益 

    由於葬儀發生的時間是指涉未來，並非完全確定，因此消費者擁有

中途解約與轉讓的絕對權利，讓消費者有「變更的自由」，而消費著的

這項權利亦受到保障。 

E.費用的支付方式明確 

    生前契約既然採取以簽約方式辦理，制定收費標準、躉繳、分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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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惠方式減少收費上的難題。因為葬儀何時會舉行沒有人能拿得準，

而且物價變動的程度也不容易掌握。一旦生前契約中服務商品與服務的

內容決定之後，業者在契約中進行費用的估算、消費者預做有效率的資

金分配。 

F.履約保證與監督的必要性 

    既然是生前契約，其屬性就是對未來取向的一種契約。因此，當事

人有權要求業者的「履約保證」。同時有第三者公正客觀且具公信力之

非營利組織監督業者的「履約保證」－銀行信託。因為往生契約簽約後

到履行隔著一段時間，而且履約時簽約當事者(往生者本人)已經不在人

世。因此公正的監督機關絕對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殯葬法、ISO 品質

認證。 

根據上述對於生前契約特性的解析，我們可以了解到，生前契約不

只是一項殯葬商品，也是一項落實殯葬自主權的具體作為。因此，它應

要求資訊、價格的透明化，契約的定型化，履約的保證以及消費者權益

的保障，更要求殯葬選擇權與自主權的推廣落實。 

 
2.3.4 台灣「生前契約」發展歷程 

    （1）殯葬管理條例未立法前所衍生之亂象 

國人一向看重生死之事，但由於觀念保守，或因害怕不吉利，或

因怕遭受親人的責備，甚至引人悲傷，一向避諱談「死亡」，以致對

生命禮俗的相關事宜了解相當有限，例如生前預囑、喪葬進行、善終

場所等等事宜。但受傳統「死者為大」及孝道的觀念影響，喪家卻成

了殯葬業者的砧上肉，任由他們宰割。喪家除了為殯葬儀式及繁文縟

節傷透腦筋，還得面對殯葬業者漫天叫價，甚至出現「搶屍體」的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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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一場喪禮下來，往往落得費時費力、傷財傷心的局面。最讓民眾

詬病及難以忍受的是，不肖葬儀社的惡行惡狀，吃定喪家不敢討價還

價，不僅不肯公開公定價格，甚至有業者直言，「為死者多付一點」

是天經地義的事。 

有些葬儀社承包各地醫院太平間業務，然而對家屬將遺體另行委

託其他業者承辦時，卻強索「讓渡費」數千元。(民生報，2001.01.09) 

早期移民社會「貪生怕死」的觀念，殯葬在一段很長的時間成為

生活的禁忌，近幾十年來在台灣，更衍生諸多的弊端，進而扭曲固有

的文化，也導致生命禮儀的混亂，造成環境污染和金錢浪費。(中國時

報，2001.03.06) 

依台北市葬儀商業公會統計，去年台北市已登記的殯葬業者 228

家，但業者素質良莠不齊，少數不肖業者自訂喪葬儀節，巧立名目，

藉機索價，喪家也只能任人宰割。(中國時報，2001.03.07) 

由於民風忌諱談論死亡，不但導致殯葬服務市資訊封閉，而且公

民營殯葬業缺乏人才與企業經營理念，長年以來，殯葬市場呈現混亂

失序與惡性競爭現象。政府過去雖亦致力於改善民風、端正禮俗，但

殯葬業者巧立名目、藉機索價，殯葬行政人員收受或強索紅包，仍時

有所聞，不僅喪家權益無法確保，往生尊嚴亦難以維護。(工商時報，

2001.8.28) 

    （2）殯葬管理條例立法後市場蓬勃發展 

在民國 91 年 7 月 17 日通過殯葬管理條例之後，正式賦予生前契

約法律地位，並且有定型化契約範本的制訂，使得生前契約的規範更

進一步明確，除了給業者有所依循之外，更讓消費者在考慮往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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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多了一個新的選擇，本文認為，法律的介入乃是生前契約推廣的

最重要動力，我們由底下的報導紀錄就可以知道生前契約在 91 年之後

生氣蓬勃的景象。 

A.新聞媒體介紹： 

「新新聞」在第 781 期介紹國寶集團的理念，認為宏偉的想法,來

自於宏觀的經營理念，而生前契約在不景氣的時機 締造 20 萬個就業

機會—是商機更是社會責任走出舊思想，迎向新觀念的時代。(2002 年

2 月 21 日-2 月 27 日，頁 96-97) 

接著「新新聞」又在 826 期，以 10 幾頁篇幅，分成 3 部分詳細介

紹，分別為： 

part1(習俗演進) 六呎風雲台灣版--少了矯情哭墓，多了溫馨懷念 

part2(產業商機) 預約一場死亡紀事--國寶集團市占第一 

part3(全球趨勢) 賣棺木就像賣漢堡—全球最大殯葬業連鎖店(國自終

末服務公司)。(2003 年 1 月 2 日-1 月 8 日，頁 42-58) 

同年「現代保險」在 178 期「金色黃昏從現在開始」中，以「人

生最後一件事怎麼辦？」和「料理後事只能由家人安排嗎？」兩個大

問題提醒大家「死亡權利」的時代以經來臨，若能自己事先做好完善

規劃，退休生活才算真的劃下完美的據點。(2003 年 10 月，頁 62-64) 

國內史上第一次將生前契約在購物頻道銷售的創新行銷模式在 93

年 7 月 9 日由東森購物頻道與國寶服務攜手完成。它代表的意義對業

者而言，除了是一個創新的行銷模式外，更是國內殯葬產業透過電子

媒體一系列且計劃性的呈現在觀眾面前。 

「今周刊」444 期也以「熟年商機 ---生活消費(殯葬服務)」為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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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報導。(2005 年 6 月 27 日-7 月 3 日，頁 44-50)， 

同年「2005 青年就業嘉年華」中，唯一獲得參展資格的殯葬業品

牌－國寶集團，為了讓殯葬產業注入更多新血，以年輕活力的氛圍取

代一般人過去對殯葬業的幽暗刻板印象， 特別組成「國寶帥哥、靚妹

禮儀師團隊」，聚集全省 12 位六、七年級臉蛋俊秀甜美、身材高挑體

面的優秀禮儀師，於「2005 年青年就業嘉年華」開幕第一天(6 月 25

日)上午 10 點 30 分乘坐豪華氣派的凱迪拉克加長型靈車，蒞臨世貿三

館的「2005 青年就業嘉年華會」。 

「大師輕鬆讀」373 期，當告別式會場出現獨木舟、哈雷重型機車，

就看出人們對葬禮態度正在改變。(2010.04.15~2010.04.21，頁 59) 

B.業者專屬網站： 

a.生前契約的領域，國寶集團總是走「第一」。 

b.國寶集團與第一銀行完成簽約正式依法交付 75%信託履行

保障消費者。 

c.大眾權益第一家推出生前契約的企業，也是全國銷售冠軍的

生前契約。 

d.第一家以全方位服務、全生涯規劃方式經營往生事業的企業

集團。 

e.第一家成立 24 小時線上客服中心的往生事業集團－Call 

Center 服務專線：0800-00 22 88），整合寶塔服務、葬儀服

務、生前契約服務、相關帳務問題查詢、自動傳真回覆以及

24 小時自動化語音服務。 

f.第一家榮獲 ISO9001 殯、葬國際品質認證的往生事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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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第一家獲得「十大風雲商品企業暨人物」獎殊榮的往生事

業集團。 

由於台灣的殯葬服務業一年有 550 至 600 億元的產值，據內政部

統計目前生前契約簽約件數約有 6 萬 5 千件，信託金額高達 23 億元，

面對這麼一塊大餅，吸引了不少殯葬業者搶食，為保障消費者的權益，

內政部針對全國 21 家提供生前契約服務的殯葬業者進行清查，於 96

年 10 月 19 日公布的報告中，僅有十家合法，國寶服務則是北縣唯一

獲選的合法生前契約業者，內政部呼籲消費者在選購生前契約時，不

僅要認明合法業者再簽約，並且對其他不符規定的業者下令進行改

善。 

 

2.4 整合行銷傳播(IMC)策略 

國內主要殯葬禮儀公司為了因應新的殯葬時代的趨勢，創造服務者

與消費者雙贏的利益，各自有其推廣生前契約的策略，本文主要介紹以

「整合行銷傳播」為主軸的推廣策略，並以主要禮儀公司為例，加以說

明。 

   （1）甚麼是整合行銷傳播？ 

推廣五要素又稱整合行銷傳播（I.M.C）：廣告(A.D)、促銷(S.P)、

人員銷售(P.S)、公關(P.R)、直效市場(DM)等。 

   （2）為甚麼要採用這種推廣策略？ 

因為所探討的是敏感與深度情緒的主題，必須透過多元面相，廣為

宣導與推廣。一串流程工具「整合行銷傳播」為主軸的推廣策略模型。 

   （3）如何進行最佳整合行銷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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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哪些有利因素？ 

廣告(A.D)：聖恩以形象廣告在專屬網站中播放、任何個體與社群

皆可點選進入網站收尋他們想要的資訊；促銷(S.P)：網站虛擬通路及

24 家分公司實體通路中，萬種商品廠商依節日、慶典不定期給會員驚

喜折扣；人員銷售(P.S)：5,000 位業務主管每天早會教育訓練、50 萬家

庭會員虛擬通路及 24 家分公司實體通路中進行消費、及口耳相傳；公

關(P.R)：金流(銀行)物流(交通運輸)資訊流(媒體、資料庫建立)創新各

行業連結；直效市場(DM)：以漏斗銷售一對一將消費者分等級再過濾

A 級客戶進行銷售。故行銷做的好、無須廣告或促銷。人員教育、消

費者教育(“送行者樂章”第一部談論死亡電影)就是最好的直效市場行

銷。 

B.哪些障礙因素? 

以公關方式取得關鍵人士認同形成輿論。它是一個大工程，就像

一艄大船要調頭必須時間與空間，就像健保推動需要觀念與資金作後

盾，所以必須有一套規劃機制及一串流程工具。 

 

2.4.1 主要業者的例子 

以下舉國寶禮儀之推廣行銷公司-聖恩開發(股)公司為例： 

（1）國寶禮儀發展現況：66 年~96 年 

66/01/01 北海公園墓地設立。(台北縣第一座經政府立案核可之私 

人墓園) 

79/05/18 福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成立並承接「北海公園墓地」之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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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2/29 北海福座取得建造執照。〈79 芝建字第 1651 號〉 

81/10/01 大詰工程顧問公司成立。 

81/11/25 福座公司 CIS 推行委員會正式成立。 

82/02/24 中華往生文化協會成立大會暨第一次會員大會。 

82/07/01 推出吉祥型、如意型商品。 

82/09/26 「國寶之夜暨國寶集團 CIS 發表會」。 

82/10/21 國寶集團總管理處北投「國寶大樓」正式成立。 

82/11/01 圓滿商品推出。〈全國第一張生前契約〉 

83/06/01 寶塔取得使用執照。〈83 芝使字第 780 號〉 

84/03/01 北海福座取得啟用文號及施行「北海福座寶塔及臨時納骨

堂之使用管理辦法」。 

84/05/09 榮獲 84 年度台北縣墓政考核優良獎。 

84/12/15 墓園暨納骨塔使用管理辦法核准。〈84 北府字社一字第

449601 號〉 

85/05/03 榮獲 85 年度台北縣墓政考核優良獎。 

85/09/16 贊助「萬人發心建玄奘」建校活動。 

86/05/22 榮獲 86 年度台北縣墓政考核優良獎。 

86/05/22 榮獲 86 年台北縣政府墓政考核優良獎。 

87/04/27 榮獲 87 年度台北縣墓政考核優良獎。 

87/07/24 大園空難紀念墓園立碑典禮。 

88/05/21 榮獲 88 年度台北縣墓政考核優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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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5/28 贊助台北縣「愛維養護中心」成立。 

89/09/01 取得 ISO9002 國際品質認證。   

93/03/27 於高雄師範大學舉行「自在談生死座談會」。 

93/08/18 榮獲 93 年度台北縣政府墓政考核優良獎。 

94/08/01 榮獲 94 年度台北縣政府墓政考核優良獎。 

95/07/01 邀請藝人陳美鳳當生前契約的代言人。 

95/11/01 榮獲 95 年台北縣殯葬考核優等獎。 

95/12/00 國寶服務獲得「內政部」評為北縣唯一的合法生前契約的

業者 。 

96/06/22 響應全球「夏至熄燈節約能源活動」，寶塔從夏至日到冬

至日間每晚停開外側投射燈一小時。 

96/11/01 寶塔及墓園榮獲 96 年度台北縣政府評鑑優良獎 。 

96/12/19 防火建築奧斯卡頒獎活動中，獲得防火標章銀質獎肯定。 

97/03/29 響應世界自然基金會的「對抗氣候變遷地球時刻」活動，

於 29 日當晚 8 點起關閉寶塔室外投射燈一晚。 

97/05/19 國寶集團喬遷新址：台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一段 50 號 10

樓。公司電話代表號：（02）7726-5678。 

97/06/01 資訊系統轉換，商管系統正式啟用。 

97/12/01 榮獲 97 年台北縣殯葬考核優等獎。 

（2）聖恩開發(股)公司發展現況 

82/8 月成立聖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8 

92/5 月成立聖恩全生涯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2/6 月聖恩全生涯購買苗栗西湖渡假村，並以其為旗艦園區，全

心致力休閒養生安老事業。 

92/6 月成立聖恩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3/9 月成立聖恩財產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93/11 月成立聖恩人身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94/10 月聖恩西湖養生會館完工啟用，成為台灣首座結合養老、休

閒、旅遊、渡假多機能的旅居式養生新選擇。 

 

2.4.2 業者整合行銷傳播(IMC)策略： 

聖恩自民國 82 年創立以來，致力於全生涯商品的規劃與整合，經

過十餘年的努力，以「生活護照」商品為軸心，進行多角化的投資經

營，發展多功能的事業平台，使商品邁向多元化發展，為社會大眾開

創獨具特色的全生涯通路事業，同時也為聖恩事業群開拓出更周密、

更具前瞻性的新經營觀。 

在生活事業方面，聖恩以「生活護照」為主軸，結合金流、物流、

資訊流的機制，整合食、衣、住、行、育、樂、生、老、病、死等全

方位產業，建構一個廠商與消費者可以直接交易的「聖恩通路平台」，

提供會員全方位的消費服務。 

預付 4.5 萬購買一張「生活護照」可以提供民生消費服務的終身契

約： 

（1）同時擁有 4.5 萬專案權證,4.5 萬特案代金(價格戰) 

A.權益：專案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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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專案商品 

內容：a.生前契約；b.養生權 

使用：可隨時折抵換購專案商品，例如換購市價 16.9 萬的生

前契約，會員持「生活護照」折抵 4.5 萬，只要付 12.4

萬即可擁有。 

B.權益：特案代金(市場導向－消費者導向) 

商品：特案商品 

內容：食、衣、住、行、育、樂 等全方位的民生消費商品 

使用：會員在聖恩通路購買特案商品，以會員價購買,只要繳

「自付額」，其餘都可以用生活護照 4.5 萬代金折抵。 

C.權益：終身福利(價值戰) 

商品：福利商品 

內容：a.免費進出園區 b.特約商店折扣 c.紅利儲值 

使用：免費進出西湖渡假村、走馬瀨農場；購買產、壽險享

紅利儲值回饋以及特約商店消費折扣。 

研究生認為：價格戰是買一送一，比市場上第二件5折，更讓

人心動及具說服力。市場導向是未來趨勢，廠商回流

消費者利潤。對價值戰而言顧客—是觀賞魚、他不再

是被待宰食用魚、他是可以創造市場奇蹟的，他有領

導市場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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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聖恩開發(股)公司與學者觀點 

    （1）戴明的管理十四要點「協助企業脫胎換骨」包括：1.建立堅

定不移的目標、2.採用新的經營哲學、3.停止依賴檢驗以獲得品質、4.

廢除以最低價競標的制度、5.不斷提高生產與服務系統，提高質量生產

力、從而成本不斷降低、6.進行在職訓練、7.建立領導風格、8.排除恐

懼、9.消除各部門間的籓籬、10.避免向員工喊口號、11.以領導方式達

成工作要求、12.讓員工都享有以工作為榮的權利、13.擬定有活力的教

育與自我改進計畫、14.讓企業組織內每一份子都投入工作，完成心態

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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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聖恩開發公司產業觀點與戴明的管理十四要點比較表 

聖恩開發公司產業觀點 戴明的管理十四要點 

(A)產品管理方面： 

 a.結合國內各大知名及優質廠商，讓會

員能夠直接買到廠商的第一手優惠價

格，也就是所謂的大盤價；而廠商也相

對的減少了行銷廣告費用、上架費，直

接將利潤回饋給通路商、通路商再將利

潤回饋給會員消費者進而共創三贏機

制。--(競合理論) 

b.會員制封閉式消費網，需透過個人帳

密、專屬讀卡機及個人會員卡三者缺一

不可才能購買，所以不會有盜刷問題，

就算是知道了其會員帳密，沒有他們專

屬的讀卡機及會員卡也無法盜用任何會

員帳戶裡的代金購物。聖恩的消費網結

合金流、物流、資訊流三大系統。 

c.採會員制當然也會是一個缺點~因為

只有會員尊貴獨享高品質低價位，一般

普羅大眾無法享受 

1.建立堅定不移的目標。 

5.不斷提高生產與服務系統，

提高質量生產力、從而成本不

斷降低。 

 

 

 

 

 

2.採用新的經營哲學。 

 

 

 

 

 

 

 

3.停止依賴檢驗以獲得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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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優惠，但也是保護廠商不致打到廠

商在市場上其他通路的價格。此消費購

物網是聖恩公司給專屬會員的福利之

ㄧ，品質至上是首要條件。聖恩的另一

產業是放在休閒安養。 

d.採會員制對廠商忠誠度相對提高，廠

商銷貨量提升也更願意降低利潤回饋給

消費者，良性循環下才能有更長久的永

續經營。聖恩讓小廠商以自己的品牌在

通路中長大、不會成為大廠商、通路商

的犧牲者。 

(B)人員管理方面： 

a.建立在職訓練： 

會員身份是消費者亦是經銷商，可以經

營網路商店及推廣協助經營網路連鎖商

店。全省行政中心（部長）為教育中心、

及分社(社長)為培訓中心、通訊處(處經

理)為運轉中心。 

 

b.聖恩3S系統：系統運作有信心 

推薦：聖恩事業 

銷售：觀念、知識 

 

 

 

 

 

4.廢除以最低價競標的制度。

 

 

 

 

 

6.進行在職訓練。 

 

 

 

 

 

 

 

 

8.排除恐懼。 

 



33 

服務：以團隊、市場為服務對象。 

聖恩運作系統：夥伴－組織－團隊－系

統－複製－倍增－被動收入－富有。 

․夥伴：有同理心、持續力 

․組織：有動員、領導能力 

․團隊：肯分工、合作 

․系統：有程序、方法 

․複製：重視品質 

․倍增：時間、人 

․被動收入：總店、連鎖店 

․富有：生活與生命的富有 

        

c.人格：正直培訓- 

․強化優勢與條件 

․強化氣勢與吸引力 

․懂得各種技巧 

․讓事業、產品、系統效果更棒 

․每位夥伴都是成功分享者（反漏斗行

銷） 

․成為更好的領導人、調整風格 

  

 

 

 

 

 

 

 

 

 

 

 

 

 

7.建立領導風格。 

9.消除各部門間的籓籬。 

10.避免向員工喊口號。 

11.以領導方式達成工作要求。

12.讓員工都享有以工作為榮

的權利。13.擬定有活力的教育

與自我改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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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金制度： 

․經營股東化，利潤中心制：有 

業績拿獎金(展店獎金)、有貢獻 

拿分紅(輔導分店紅利)。 

․助弱、公平:分社獎金,部長獎金。 

․業績歸零，分店組織不歸零, 

永續傳承：一般所有連鎖店唯總 

店可領展店分紅,總店以太陽線 

的方式串聯他的通路,而分店僅 

止於開店,一個店一個成本.N個 

店N個成本.例:7-11、85度C。聖 

恩網路連鎖店不僅可以開店而且 

可協助開連鎖店，橫向縱向串聯 

自己的通路,更棒的是只須一個 

加盟成本。 

 

14.讓企業組織內每一份子都

投入工作，以完成心態上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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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系統運作示意圖 
 

（2）吳思華策略九說VS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觀點 

A.吳思華策略九說包括： 

․生態說：環境無常、生死有命，經營事業但求盡心而已。 

․互賴說：組織是一群互相依賴共同爭取資源的聯盟，單一

企業的生存決定於彼此間的依賴關係。 

․資源說：經營是持久執著的努力，唯有不斷的累積資源，

才能打造不敗的組織能耐。 

․效率說：追求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所創造的效率，是現代

工業資本主義下企業成長與競爭的基本動態邏

輯。 

․統治說：企業是一個資源統治的機制，分與合間但看交易

成本與生產成本的衡量。 

․風險說：對抗風險雖不能致富，卻能延續生存、保有再發

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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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說：經營是一幕幕暨聯合又競爭的場景，有攻擊，有

防禦，有對抗，也有聯盟。 

․價值說：企業因創造了價值而擁有存在的正當性。 

․結構說：獨佔結構是企業利潤的最佳保障。 

B.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觀點： 

․生態說:在市場上物競天擇大吃小.在聖恩的平台小->中->

大->平衡互補。 

․互賴說:聖恩廠商消費者通路商互蒙其利共創三贏。 

․資源說:聖恩平台是生活加生命的事業,資源豐富。 

․效率說:聖恩網路無國界,金流、物流、資訊流. 效率一流。 

․統治說:聖恩首創網路連鎖店。 

․風險說:聖恩創業零風險,省錢又賺錢。 

․競爭說:聖恩採用競合說.既競爭又合作。 

․價值說:以魚來比喻心中看到的價值，產業面－聖恩的產業

是鯨魚，寡占市場。顧客—是觀賞魚、他不再被待宰、他

是可以創造市場奇蹟的！他有領導市場的能力！ 

․結構說：產業結構生老病了環環相扣。 

（3）風格競爭力，社會學的觀點VS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觀點： 

前言：資訊的透明化（知識）,網路的普及（方便）,下一波關鍵競

爭力,從低階到高階美感資產具有下列三大特色包含： 

A.不容易被取代的：在今日，企業必須致力於打造高階的美感

資產，讓產品或服務有一定的經營門檻，其他企業很難隨便進入市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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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競爭。聖恩生活護照平台,20 億打造。 

B.非速食的：高階美感資產的珍貴性在於它經得起時間考驗,

時間越久企業價值越高！聖恩生活護照平台 16 年的經營堅持。 

C.有機體的：高階美感資產是一種有機體，能夠不斷的自我再

生，並且跟其他的事物產生連結，進而不斷提高自身發展的能量，帶給

企業源源不絕的優勢競爭力。聖恩生活護照平台連結金流、物流、資訊

流機制、整合食、衣、住、行、育、樂、生、老、病、死等全方位產

業將消費者及生產者串連, 提供會員全方位的消費服務，整合資源利益

共享。 

D.趨勢：體驗力量大、你世代（例如：宅經濟）、單身新勢力、

消費族群、消費即旅遊、消費即收藏、消費即運動、夜店無所

不在（24 小時隨選購物）、美感的平價化。 

E.新興力量：魅力競爭力、次文化競爭力（例如：公仔文化） 

   價值觀競爭力、類型競爭力、輕形城市競爭力、兩岸文創產

業競爭優勢解析。 

F.關鍵思考：美感創新、美感佔有率與心靈佔有率、想像力工

程、情緒密碼、台灣品牌發展的課題、重視美學技能的培育、從便利

商店看服務業的美感創新、風格社會：美感創新的溫室。 

    （4）顧客關係管理 VS 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觀點： 

顧客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隨著資訊科

技快速發展及國際競爭多變更顯現出重要地位。 

顧客關係管理過去常被視為銷售部門的一環或售後服務的工作，若

是專為客戶量身訂做或開發新產品，常是賠本做人情。但隨著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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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來臨及網站經營的日益蓬勃發展、資料庫的廣泛運用，及跨國企業的

全球運籌策略，顧客關係管理反而躍升為企業的發展策略，幫企尋找新

市場、開發新產品，甚至專業到成立新企業專門從事顧客關係管理業

務。 

A.顧客關係管理動機與目的： 

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經濟競爭白熱化環境中，顧客關係管理是新興

議題，在各行各業各領域之應用多元且多變，所以企業經理人要從顧客

關係管理資料庫中，強化司的知識管理，透過資料挖掘，適當運用於開

發新客戶、新產品，積極運用資訊科技培養消費者忠誠度，提升顧客佔

有率，並維護顧客權益，在詭譎多變的全球競爭浪潮中力挽狂瀾，強化

顧客關係管理將是企永續經營的不二法寶。 

B.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觀點： 

營業的四大內需產業（生老病了）能夠順利穩定發展，並以此為基

根，籌辦社區、落實民生必需之食、衣、住、行、育樂材米油鹽醬醋茶

之平台整合、透過網路科技服務；廠商通路－＞通路商通路－＞消費者

通路、三者通贏的大同天下。 

CRM 步驟：  

Step1：找出核心競爭力，發現顧客需求、聖恩（研發部）。 

Step2：成立任務小組、聖恩（推廣部）。 

Step3：以人為本、科技為輔、聖恩（資訊部）。 

Step4：增加效率、降低成本、聖恩（財務部）。 

Step5：規劃顧客關係管理藍圖、聖恩（生活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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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檢視工作進度、溝通內部需求、聖恩（公關部）。 

Step7：完成基礎架構、調整作業流程、聖恩（總務部）。 

Step8：持續追蹤需求、聖恩（資訊部、智慧晶片：追蹤客

戶、提昇需求等級）。 

     （5）大師輕鬆談時事雜誌VS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觀點： 

A.賺到第一桶網路金,343期․Page9～Page15․概述網路行

銷：網路作為一個商業媒介確實有其獨有特質,而這是因為網

路是行銷資訊產品類的優越工具,不只賣東西在驗上,旅行訂

單也是一樣。人在尋求解決方案時，通常會把資訊看的比實

體產品更重要。 

任何經由網路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事業（聖恩事業）就可以稱為網 

路事業。網路事業所使用的經營模式歸類為下列2種核心模式類型： 

․擁有產品，並且自己直接處理付款流程。 

․從事網路聯盟行銷，轉介顧客購買某家廠商的商品。 

從事聯盟行銷有以下優點：沒有固定成本。不必開發商品。不必

操心交貨或退費的問題。不必處理付款流程。 

從事聯盟行銷要能成功，要當個效率高的資訊提供者，要讓消費

者注意到哪些他們自己找不到的產品，一旦成為能手和專家，許多人

接下來就會轉而開發產品，還可以由解說員轉型為導師角色將經營方

法交給其他人賺取酬勞（聖恩會員）。 

成功做好聯盟行銷有以下四項交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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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立網域名稱的網站---你的網站等於是你推動未來所有網路

行銷活動引擎。 

․自動回復電子信箱---這是幕後執行程式，你不用自己動手，就

能進行跟進聯繫。 

․連結追蹤軟體---將效果不彰的廣告停掉。聖恩是將廠商排行榜

排名廠商就會警惕進而做出更好產品及更好的售後服務來使消費者青

睞、鞏固商譽。 

․連結這遮址與轉址軟體---會將冗長的網址（即「全球資源定位

器」的縮寫URL）轉換成簡短好用的網址。讓網友更方便點選你縮短

厚網址，他們就更容易更可能照你說的去做。 

聯盟行銷＋電子郵件行銷＝資訊行銷（聖恩事業同時具備此條

件）。 

資訊行銷扮演資訊提供者和顧客之間的中間人來創造價值，然後

用電子郵件來維繫曾經往來過的顧客。一般都以為網路上所有的資訊

都是免費的，事實上你想要得到的主題，同時存在免費及需要付費的

資訊。 

B.免費難以抗拒的力量,345期․Page9․四種免費營運模式： 

    a.直接交叉補貼：買一送一。預付 4.5 萬購買一張「生活護

照」同時擁有 4.5 萬專案權證（生前契約訂金）及 4.5 萬特案代

金，代金可以提供民生消費服務的終身契約(價格戰：買一送一) 

b.三方市場：聖恩付費及提供辦公室費用讓消費者至公司上

班上課、廠商將利潤回饋聖恩、聖恩在將其利潤回饋消費者、

進而使消費者購買其商品「生活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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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先免後費：googleg是採用免費媒體，聖恩是採用免費平台

之軟體及硬體資訊使用。Googleg向廣告主收費，聖恩向會員（消

費者）收4.5萬，向平台各廠商要求利益回流，再將4.5萬部份分

別依各家廠商商品利益回流會員（消費者）。聖恩已擁有基本

消費群，再創造客製化平台吸引更大眾化消費者及廠商商品加

入平台。 

d.非貨幣市場：收付帳機制以銀行金流機制，消費者以金融

卡、信用卡透過聖恩專屬讀卡機付費，廠商再以金流方式向聖

恩收費。 

聖恩全生涯事業 ： 生活與生命的事業 

網站名稱：聖恩全生涯事業 

網    址：http://www.sheng-en.com.tw/ 

網站類型：B2B2C 

經營模式: 聖恩網路連鎖事業--民生消費平台(封閉式) 

由於是封閉式會員制網站，需登入帳號、密碼方可參閱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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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休閒電子商務網站首頁圖示 
 

 
 

圖 2.3 休閒電子商務網站首頁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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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休閒電子商務網站首頁圖示 
 

 
 

圖 2.5 休閒電子商務網站首頁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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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前契約消費者的認知與態度調查 

 
3.1 研究資料設計 

第一步驟「購買心理」分為：知道嗎？想要嗎？會行動嗎？ 

這三點以認知－＞情感－＞行為之模型設計，以往只有傳統禮儀

社辦理殯葬事宜，故消費者對生前契約比較陌生，所以第一部份：「差

異化」產品（品質）、價格、推廣、通路（服務）、等生前契約行銷

4p 加上變數、自主性、合法性、安全性、保障性等 9 個議題做出封閉

性題目；第二部份：認知與未來建構：「態度部份」、「認知部份」、

「實踐部分」等三個議題做出 23 題封閉性題目；最後第三部份： 受

訪者基本資料分析消費者市場區隔。 

第二步驟是問卷部份，先找現有的問卷參考整理，就分三大項開

始設計題目，設計過程隨時請親朋好友作非正式試測，銀行機構先以

預試問卷委託函，請銀行經理發放，隨時修改詞彙，盡量以平常性詞

句敘述以避免碰觸消費者心中禁忌之地，這樣會比較具有經驗性、可

行性進而提高信度與效度。其次就觀念方面認知較清楚的消費者及已

購買未使用或已購買已使用過的消費者做二度訪談分別填寫不同題目

之深度訪談問卷，以結構式開放型問卷進行訪談確保正確呈現生前契

約之各種面相、期盼達到業者一致性的兌現及避免業者及消費者之間

期待值形成落差：高於期待值－＞滿意。低於期待值－＞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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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封閉問卷 

3.2.1 封閉問卷資料處理 

    （1）基本背景資料 

A.金融界：(參閱下列各表) 

共 94 人, 有效問卷樣本 91 人，無效問卷樣本 3 人。 

        草屯土銀 A:28 人；文心合庫 B:19 人－無效 1 人 

        中權合庫 C：21 人－無效 2 人；草屯元大 D：23 人 

B.學術界：(參閱下列各表) 

共 53 人,有效問卷樣本 53 人，無效問卷樣本 1 人。 

         中教附小：12 人，有效問卷樣本 11 人，無效問卷樣本 1 人。 

         南開科大: 42 人，有效問卷樣本 41 人，無效問卷樣本 1 人。 

        C.產業界： 

共 52 人,有效問卷樣本 51 人，無效問卷樣本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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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消費者基本背景資料 

 
 

 

 

 

 

 

 

 

 

編號/項目  
性別 

 
年齡 

 
婚姻 

 
庭狀況 

 男 女 30 
～ 
39 

40 
～ 
49 

50 
～ 
59
以

上 

已

婚 
未

婚 
與

父

母

住 

父

母

獨

居 

父

母

已

往

生 

已

有

子

女 

未

有

子

女 

草屯土銀 
a:28 人 

11 
人 

17 
人 

7 
人 

9 
人 

12 
人 

25 
人 

3 
人 

13 
人 

10 
人 

5 
人 

14 
人 

14 
人 

文心合庫 
b:19 人 
無效 1 人 

7 
人 

11 
人 

11 
人 

10 
人 

6 
人 

11 
人 

7 
人 

7 
人 

3 
人 

8 
人 

10 
人 

8 
人 

中權合庫 
c：21 人 
無效 2 人 

12 
人 

7 
人 
 

6 
人 

7 
人 

6 
人 

17 
人 

2 
人 

7 
人 

12 
人 

0 
人 

12 
人 

7 
人 

草屯元大 
d：23 人 

7 
人 

16 
人 

10 
人 

12 
人 

1 
人 

14 
人 

9 
人 

19 
人 

4 
人 

0 
人 

10 
人 

13 
人 

中教附小 
e：12 人 

1 
人 

11 
人 

6 
人 

2 
人 

4 
人 

10 
人 

2 
人 

7 
人 

3 
人 

2 
人 

8 
人 

4 
人 

南開科大 
f：42 人 
無效 1 人 

7 
人 

34 
人 

11 
人 

28 
人 

2 
人 

35 
人 

6 
人 

30 
人 

9 
人 

1 
人 

27 
人 

14 
人 

聖恩 
g：52 人 
無效 1 人 

23 
人 

28 
人 

8 
人 

18 
人 

20 
人 

35 
人 

6 
人 

34 
人 

9 
人 

8 
人 

43 
人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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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消費者基本背景資料 
編號/項目 家庭 

人口 

教育 

程度 

個人 

所得 

宗教 

信仰 

 2

人 

3 

人 

4 

人

以

上 

高

中 

大

學 

以

上 

三

萬

以

下

三 

萬 

～ 

六 

萬 

六

萬

～

十

萬

佛

教 

道

教 

 基

督

教 

一 

貫 

道 

回

教 

其 

他 

草屯土銀 
a:28 人 

0 
 
個 

1 
 
個 

27 
 
個 

8 
 
人 

20 
 
人 

1 

人

18 

人 

9 

人

11 

人 

13 

人 

1 

人 

0 

人 

0 

人 

13 

人 

文心合庫 
b:19 人 

無效 1 

1 
 
個 

8 
 
個 

9 
 
個 

5 
 
人 

13 
 
人 

1 

人

13 

人 

4 

人

9 

人 

5 

人 

2 

人 

0 

人 

1 

人 

1 

人 

中權合庫 
c：21 人 

無效 2 人 

 
3
個 

 
2 
個 

 
14 
個 

 
2
人 

 
17
人 

 
1
人

 
12
人 

 
6
人

 
12
人 

 
4 
人 

 
1 
人 

 
0人 

 
1 
人 

 
1 人

草屯元大 
d：23 人 

無效 0 人 

 
0
個 

 
2 
個 

 
21
個 

 
4
人 

 
19
人 

 
11
人

 
10
人 

 
2
人

 
5 
人 

 
8 
人 

 
1 
人 

 
2人 

 
0 
人 

 
7 人

中教附小 
e：12 人 
無效 0 人 

0 
 
個 

1 
 
個 

11 
 
個 

0 
 
人 

12 
 
人 

0 

人

7 

人 

5 

人

3 

人 

4 

人 

1 

人 

0 

人 

0 

人 

4 

人 

南開科大 
f：42 人 
無效 1 人 

3 
 
個 

6 
 
個 

32 
 
個 

0 
 
人 

41 
 
人 

4 
 
人

30 
 
人 

7 
 
人

13 
 
人 

15 
 
人 

3 
 
人 

1 
 
人 

0 
 
人 

9 
 
人 

聖恩 
g：52 人 
無效 1 人 

5 
 
個 

8 
 
個 

38 
 
個 

25 
 
人 

26 
 
人 

23
 
人

16 
 
人 

12
 
人

16 
 
人 

23 
 
人 

4 
 
人 

1 
 
人 

0 
 
人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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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問卷人數一覽表 

研究對象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28           0              28 

文心合庫        19           1              20 

中權合庫        21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23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11           1              12 

南開科大        41           1              42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1           1              52 

總計：         194           6             200 

一般民眾：143/194＝73.7%； 

目標民眾：51/194＝26.2%； 

總計有效問卷：194/200＝97%； 

總計無效問卷：6/200＝3% 

一般民眾：分母樣本：143 人； 

目標民眾：分母樣本：51 人 

總計：分母樣本：1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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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量化統計 

第一部份：差異化 

A.產品（品質） 

Q01 生前契約經過 I.S.O. 9001.9002 品質認證，所以專業有 

保證？  

 

表 3.4 產品品質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7        5       6       0          28 

文心合庫        13        2       4       1          20 

中權合庫        13        3       5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4        1       8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5        4       2       1          12 

南開科大        30        4       7       1          42   

小計：          92       19      32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9        1       1       1          52 

總計：          141       20      33       6        200 

一般民眾：92/143＝64.33％ ，目標民眾：49/51＝96.07％ 

總計:141/194＝72.68.％認同 ISO 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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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價格 

Q02 生前契約採用”預約”服務方式，並是固定價錢而無通 

膨的風險，有別於傳統禮儀社的”現貨服務”，所以能滿 

足及早規劃往生大事的需求？ 

 

表 3.5 價格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5      3       10        0        28 

文心合庫         16      1        2        1        20 

中權合庫         17      2        2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6      2        5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9      2        0        1        12 

南開科大         30      4        7        1        42   

小計：          103     14       26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1      0        0        1        52 

總計：          154     14       26        6       200 

及早規劃往生大事的需求： 

一般民眾：103/143＝72.02％；目標民眾：51/51＝100％ 

總計：154/194＝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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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推廣 

Q03 國人一向忌諱談論“死亡”，而生前契約生命光碟、預 

立遺囑、預約服務、理財功能多樣化有助於推廣事先規劃往 

生大事的觀念？ 

 

表 3.6 推廣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21      2        5        0         28 

文心合庫        16      1        2        1         20 

中權合庫        17      0        4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9      1        3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11      0        0        1         12 

南開科大        34      2        5        1         42   

小計：         118      6       19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0      0        1         1        52 

總計：         168      6       20         6       200 

認為生前契約生命光碟、預立遺囑、預約服務、理財功能多樣化有助

於推廣事先規劃往生大事的觀念。總計：168/194＝86.59％ 

一般民眾：118/143＝82.51 ％；目標民眾：50/5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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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通路（服務） 

Q04 生前契約因為有全省據點、全年無休、隨傳隨到的團隊 

服務，所以比傳統禮儀社多為定點家族經營式的服務優點較 

多？ 

 

表 3.7 通路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9       6        3        0         28 
文心合庫          15       0        4        1         20 
中權合庫          18       1        2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5       1        7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11       0        0        1         12 
南開科大          26       4       11        1         42   
小計：           104      12       27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9       0        2        1         52 

總計：           153      12       29        6        200 

認為生前契約因為有全省據點、全年無休、隨傳隨到的團隊服務，所

以比傳統禮儀社通路更廣更安心! 總計：153/194＝78.86％ 

一般民眾：104/143＝72.72％；目標民眾：49/51＝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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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變數 

Q05 您認為生前契約大數法則，以及定型化合約白紙黑字， 

所以履行合約的變數較少？ 

 

表 3.8 變數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5      7        6         0          28 

文心合庫       11      3        5         1          20 

中權合庫       10      7        4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7      2        4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7      3        1         1          12 

南開科大       27      8        6         1          42   

小計：         87     30       26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0      1        0         1          52 

總計：        137      31       26        6         200 

生前契約履行合約的變數較少! 

一般民眾：87/143＝60.83％ 

目標民眾：50/51＝98.03％ 

總計：137/194＝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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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自主性： 

Q06預購生前契約可避免親朋好友或外來意見太多的介入與 

干擾，較能滿足自己決擇的尊嚴？ 

 

表 3.9 自主性人數一覽表(a)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22      3        3         0         28 

文心合庫        16      0        3         1         20 

中權合庫        15      3        3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8      2        3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11      0        0         1         12 

南開科大        32      2        7         1         42   

小計           114     10       19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0      0        1         1         52 

總計           164     10       20         6        200 

預購生前契約可避免太多的介入與干擾，較能滿足自己決擇的尊嚴。 

一般民眾：114/143＝79.72％；目標民眾：50/51＝98.03％ 

總計：164/194＝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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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7 預購生前契約可選擇自己所要的告別方式，所以能滿足 

終生”愛“不留遺憾的需求？ 

 
表 3.10 自主性人數一覽表(b)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22      3        3         0         28 

文心合庫       15      0        4         1         20 

中權合庫       17      2        2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8      0        5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11      0        0         1         12 

南開科大       31      3        7         1         42   

小計：        114      8       21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9      0        2         1         52 

總計：        163       8       23        6        200 

預購生前契約能滿足終生”愛“不留遺憾的需求？ 

一般民眾：114/143＝77％％ 

總計：163/194＝84.02％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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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合法性 

Q08 生前契約是合法契約，又有殯葬及信託等相關法規和政

府單位的監控，所以可放心安心使用？ 

 

表 3.11 合法性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9        3       6         0         28 

文心合庫      13        2       4         1         20 

中權合庫      12        4       5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7        2       4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6        4       1         1         12 

南開科大      25        8       8         1         42   

小計：        92       23      28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1        0       0         1         52 

總計：       143       23      28         6        200 

認為生前契約是合法契約，又有殯葬及信託等相關法規和政府單位的

監控，所以可放心安心使用。 

一般民眾：92/143＝65.03％ 

總計：143/194＝73.71％ 



57 

H.安全性 

Q09 預購生前契約可以”轉讓”，又能夠規避未知通膨風險，

所以是一種投資理財工具？ 

表 3.12 安全性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9       11       8          0       28 

文心合庫       10        3       6          1       20 

中權合庫        7        7       7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4        5       4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3        6       2          1       12 

南開科大       17       13      11          1       42   

小計：         60       45      38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1        0       0          1       52 

總計：        111       45      38          6      200 

認為預購生前契約可以”轉讓”，又能夠規避未知通膨風險，所以是一

種投資理財工具。 

一般民眾：60/143＝41.95％ 

聖恩：51/51＝100％ 

總計：111/194＝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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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保障性 

Q10 生前契約信託保證，當企業經營不善時，將由銀行另覓

服務公司完成履約保證，所以有保障？ 

 

表 3.13 保障性人數一覽表 
研究面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無效問卷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5      4        9        0          28 

文心合庫       10      4        5        1          20 

中權合庫       13      5        3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6      4        3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5      4        2        1          12 

 南開科大      24      8        9        1          42   

小計：         83     29       31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50      1        0        1          52 

總計：        133     30       31        6         200 

認為生前契約信託保證，當企業經營不善時，將由銀行另覓服務公司

完成履約保證，所以有保障。 

一般民眾：83/143＝56％；目標民眾：50/51＝ 

總計：133/19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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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態度、認知與實踐 

A.態度部份 

01、您認為往生服務應由誰預約規劃比較好？ 

 

表 3.14 態度人數一覽表(a) 
研究對象      家屬  自己 政府(社會成本)  無效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4     23         1          0       28 

文心合庫       7     11         1          1       20 

中權合庫       6     12         3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4     17         2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0     11         0          1       12 

南開科大       6     31         4          1       42   

小計：        27    106        11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     47         0          1       52 

總計：        31    153        11          6      200 

a.往生服務應由家屬規劃：總計：31/194＝15.97％ 

一般民眾：27/143＝18.88％；目標民眾：4/51＝7.84％ 

b.應自己規劃：總計：153/194＝78.86％。 

一般民眾：106/143＝74.12.％；目標民眾：47/5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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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人生無常而往生是不可避免的大事，您希望以甚麼方式

來為自己或家人因應這件大事？ 

 

表 3.15 態度人數一覽表(b) 

研究對象          存款   保險    生前契約   無效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8     13          7        0     28 

文心合庫             6      8          5        1     20 

中權合庫             5     12          4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6     10          7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0      5          6        1     12 

南開科大             9     18         14        1     42 

小計：              34     66         43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0      2         49        1     52 

總計：              34     68         92        6    200 

以”保險”來因應往生這件大事：68/194＝35.05％ 

以”生前契約”因應往生這件大事：92/194＝47.42％ 

學術界：20/52＝37.03％，金融界：23/91＝25.27％， 

產業界：49/51＝96.07 

以”存款”因應往生這件大事：34/194＝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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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認知部份 

07-1 您知道甚麼是信託嗎？ 

 

表 3.16 認知人數一覽表(1) 
研究對象    知道    不知道   有聽過，但不了解   無效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9        2            7            0      28        

文心合庫     17        1            1            1      20 

中權合庫     11        5            5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20        1            2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5        3            3            1      12 

南開科大     16        6            9            1      42        

小計：       88       18           27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4        0            7            1      52 

總計：      132       18           34            6     200 

知道信託：金融界：67/91＝73.62％；總計：132/194＝68.04％ 

不知道信託：金融界：9/91＝9.89％；總計：18/194＝9.27％ 

有聽過，但不了解信託：金融界：15/91＝9.57％； 

總計：34/194＝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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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信託是以購買契約本人名義存款於信託銀行安全信託，

您知道嗎？ 

 

表 3.17 認知人數一覽表(2) 
研究對象          知道  不知道  有聽過，但不了解  無效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14     9           5            0     20 

文心合庫        17     1           1            1     20   

中權合庫        12     5           4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21     1           1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4     5           2            1     12 

南開科大        12    16           13           1     42 

小計：          80    37           26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4     0            7           1     52 

總計：         124    37           33           6    200 

信託是以購買契約本人名義存款於信託銀行安全信託： 

知道：金融界：64/91＝70.32％；總計：124/194＝63.91％      

不知道：金融界：16/91＝17.58％；總計：37/194＝19.07％    

有聽過，但不了解：金融界：11/91＝12.08％； 

總計：33/194＝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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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實踐部份 

15、在看過本問卷的說明後，您願意購買生前契約嗎？ 

 

表 3.18 購買意願人數一覽表 
研究對象          願意   可以考慮   不願意  無效  小計 

一般民眾： 

金融界      

草屯土銀            2       19         7       0     28 

文心合庫            3       10         6       1     20 

中權合庫            2       15         4       2     23 

草屯元大証劵        1       20         2       0     23 

學術界      

中教附小            2        8         1       1     12 

南開科大            4       26        11       1     42 

小計：             14       98        31       5    148 

目標民眾： 

產業界         

聖恩               44        7         0       1     52 

總計：             58      105        31       6     200   

一般民眾： 

小計：不含業界提供之消費者資料 

持肯定人數：112/143＝78.32% (願意：14/143、可以考慮：98/143) 

持否定人數：31/143＝21.67%(不願意：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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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民眾：  

持肯定人數 51/51＝100% 

持否定人數 0/51＝0， 

總計： 

持肯定人數 163/194＝81.5%(願意：58/194 可以考慮：105/194) 

持否定人數 31/194＝15.97% 

 

3.2.2 封閉問卷資料分析 

（1）第一部份：差異化 

A.產品（品質）：70.5％樣本人數，認同 ISO 品質認證。 

B.價格：及早規劃往生大事的需求 77％，避免將來通貨膨漲

價格水涨船高，望塵莫及。 

C.推廣：84％認為生前契約生命光碟、預立遺囑、預約服務、

理財功能多樣化有助於推廣事先規劃往生大事的觀

念。 

D.通路：（服務）：76.5％認為生前契約因為有全省據點、全

年無休、隨傳隨到的團隊服務，所以比傳統禮儀社通

路更廣更安心。 

     E.變數：68.5％認為生前契約履行合約的變數較少！ 

F.自主性：82％認為預購生前契約可避免太多的介入與干擾，

較能滿足自己決擇的尊嚴！81.5％認為預購生前契

約能滿足終生”愛“不留遺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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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合法性：72％認為生前契約是合法契約，又有殯葬及信託等 

  相關法規和政府單位的監控，所以可放心安心使用。 

H.安全性：小計：60/148＝40.5％，51/52＝98％（聖恩）， 

總計：111/200＝55.5％認為預購生前契約可以”轉讓” 

又能夠規避未知通膨風險，所以是一種投資理財工具。此現 

象呈現的落差近 60％，受過理財課程專業訓練的消費者 98 

％認為生前契約不失為一種很棒的投資理財工具。 

       I.保障性：133/200＝66.5％認為生前契約信託保證，當企業經

營不善時，將由銀行另覓服務公司完成履約保證，所以有保

障!而且承接之服務公司在無需管銷成本下就有新契約入帳，

當然樂意承接。 

（2）第二部份態度、認知與實踐 

A.金融界：性別男：32 人、女：39 人。樣本數平均。 

「認知部份」：第 6~7 題，信託為銀行專業領域但答案：有聽過，

但不了解卻佔有 80%的高比率!所以認知不完全是被證實的。 

有價證券認同度偏低。生前契約可以 1.轉讓 2.課稅 3.具有一定價

格和代表某種所有權或債權的憑證，符合有價證券條件，不認同

原因有待深入了解!所以除了銀行以外研究者又抽樣(元大)證券

業者，期望有不一樣的結果金融界對契約認知需更開放與前瞻。 

有價證券(Negotiable securities/Valuable papers)：有價證券是指具

有一定價格和代表某種所有權或債權的憑證。有價證券是虛擬資

本的形式,它本身沒有價值,但是由於它能為持有者帶來一定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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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而能夠在證券市場上買賣,具有價格。 (Yahoo 網站) 

B.學術界：性別（男：7 人、女：34 人），女性較男性有求知

欲望及高需求。 

「態度部份」：認為需要規劃的 80%，仍有少部分傾向保守、忌

諱談論死亡。甚至有人認為身後事無須自己規劃，應由政府辦

理，深訪中更有人認為由宗教團體免費辦理，因為有捐大體，

深怕吃虧、殊不知如此將動用到社會成本。如果教師觀念不夠

宏觀如何教導出宏觀的小孩，死亡教育有必要放入教材中。學

術界的認知較為官方所認同，因為官方樣本取得受限，僅以學

術做代表。 

C.產業界：性別（男：23 人、女：28 人）樣本數平均。 

「實踐部分」：擁有生前契約比率近 100%。業者提供的 52 位消

費者經過認知的過程，擁有護照進而接受生前契約。 

 

3.3 開放式問卷 

3.3.1 開放問卷資料處理 

    （1）建檔 

  （2）謄寫 

  （3）拷貝 

  （4）編碼與歸類 

  （5）電腦軟體的使用 

  （6）訪談問卷內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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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業者為主訪談內容 

           a.了解面對消費者最大的困難點在哪裡？        

     b.行銷者帶給你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c.執行服務者希望消費者配合的最重要事情為何？ 

B.行銷公司為主訪談內容 

a.了解為何生前契約推出 16 年市佔率卻只有 2%？ 

b.如何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策略） 

c.消費者提出合約履行時，如何善盡監督禮儀公司履行合

約服務事宜? 

          C.消費者為主訪談內容 

           a.您為誰購買生前契約？購買動機為何？ 

           b.您認為它可以解決什麼問題？ 

           c.為什麼會向您現在購買的這家禮儀服務公司購買？ 

D.三方訪談內容比較 

           a.了解衍生問題 

           b.了解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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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譯碼過程範例 

【消費者個案一：訪談內容】 

 

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一、 姓名：曹○○                     編號：N0：1（研究者填寫） 

二、性別：女 

三、出生年月日：民國 62 年 7 月 9 日（ 37）歲 

四、宗教信仰： 

1.□佛教 2.□道教 3.□基督教 4.□天主教 5.□一貫道 6.□回教 

7.□其他__無___ 

五、教育程度： 

1.□研究所以上 2.□大學 3.□高中 4.□國中 5.□國小 6.□其他 

六、婚姻狀況： 

1.□已婚  2.□未婚  3.□其他________ 

七、 職業 

1.□農業 2.□軍公教 3.□商業 4. □金融保險 5.□學生 6.□科  

  技電子業 7.□製造業 8.□服務業 9.□家管  10.□交通運輸  

  業  11.□自由業 12.□醫療業 13.□其他________ 

八、個人平均年所得：（約）新台幣 

    1.□80 萬以上  2.□61 萬－80 萬  3.□41－60 萬  4.□21－40 

      萬 5.□20 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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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家庭平均年所得：（約）新台幣 

1.□101萬元以上  2.□81－100萬元 3.□61－80萬元 4. □41－60

萬元  5. □40 萬元以下 

十、家庭人口數：共：7 人 

    1.65 歲以上老年人____人 2.成年人 4 人  3.未成年人 3 人） 

    

第二部份 訪談提問內容---消費者 

 

[經驗性問題] 

1、 在以往喪親過程中,您採用何種處理方式？請說明理由。 

A：生前契約,父親自己規劃的契約。 

2、 這樣的處理經驗，您的感覺如何？ 

    A：服務很好!其實互動是很重要的!必須主動涉入了解才不致事後

有所抱怨及後悔。 

 

[賦予生前契約的意義] 

3、 您認為這項產品具有怎樣的意義？ 

    A：遇事不會忙與亂。 

4、 您是否接受用這種方式來處理？請說明。 

    A：是, 白紙黑字定型化合約,清楚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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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動機] 

5、 您為誰購買生前契約？購買動機為何？ 

    A：先規劃自己 ,加上父親使用過，過程很圓滿! 自己也想規劃。 

6、 您認為它可以解決什麼問題？ 

    A：備不時之需!有準備就不會有罣礙。 

7、 為什麼會向您現在購買的這家禮儀服務公司購買？ 

    A：因為父親的朋友介紹聖恩行銷之國寶生前契約。 

8、 購買前後是否曾與契約當事人商議？他們的反應如何？ 

    A：父親是在購買後才告訴我們!我們兄妹的反應驚訝,透過父親講

解契約可轉讓。 

 

[得知途徑] 

9、 您從何處得知生前契約這樣的規劃服務？這些服務內容從何處

得知？ 

    A：1.朋友、問卷! 2. D.M. 合約書 

十、您相信或不相信這些說法的理由？ 

    A：相信,因為履約時很滿意。 

 

[業者相關服務] 

十一、業者是否告知可否轉讓或自由買賣？您覺得好或不好的理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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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A：1.是、2.很好、是一種創新規劃。 

十二、是否有人向您說明這項產品的內容與優缺點？請舉例。 

    A：1.是 2.預先規劃有利益回流消費者。 

十三、可否請您說明付款方式？ 

         A：父親買的是先付頭款再付尾款,尾款逐年遞減~此保單已停售,

自己是買新款契約。 

十四、您覺得這樣的收費合理或不合理的原因。 

    A：合理 

 

[自身權益問題] 

十五、如果未來使用產生爭議時,相關解決爭議的規定為何？ 

    A：先向單位主管反應,再向高階主管或負責人反應。 

十六、請說明業者所提供相關履約保證的內容為何？您是否做進一步

的查證工作？為什麼？ 

    A：1.ISO 認證、信託~。 2.網路。 

十七、會不會擔心未來的履約情形？請說明申訴管道? 

    A：有服務公司的合約及政府法令保障，安全性很高。 

十八、如果履約情形與您的認知不符合時,您會採取何種作為? 

    A：拒付尾款就好了!相信他們的獲利應該在服務完後的收益。 

【消費者個案二：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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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一、 姓名：陳○○                         編號：（研究者填寫）

N0：2 

二、性別：男 

三、出生年月日：民國 50 年 8 月 10 日（ 50 ）歲 

四、宗教信仰： 

1.□佛教    2.□道教    3.□基督教 4.□天主教  5.□一貫道   

6.□ 回教   7.□其他________ 

五、教育程度： 

1.□研究所以上  2.□大學    3.□高中 

4.□國中        5.□國小    6.□其他：目前就讀興大研究所 

六、婚姻狀況： 

1.□已婚  2.□未婚 3.□其他________ 

10、 職業 

1.□農業 2.□軍公教 3.□商業 4. □金融保險 5.□學生 6.□科技

電子業 7.□製造業 8.□服務業 9.□家管  10.□交通運輸業  11.

□自由業  12.□醫療業 13.□其他________ 

八、個人平均年所得：（約）新台幣 

1.□80 萬以上    2.□61 萬－80 萬   3.□41－60 萬  

4.□21－40 萬    5.□20 萬以下 

九、家庭平均年所得：（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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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萬元以上  2.□81－100 萬元  3.□61－80 萬元 

4.□41－60 萬元  5.□40 萬元以下 

十、家庭人口數：共__6__人 

 （含 65 歲以上老年人 2 人、成年人 2 人、未成年人 2 人） 

    

第二部份 訪談提問內容---消費者 

 

[經驗性問題] 

1、 在以往喪親過程中,您採用何種處理方式？請說明理由。 

  A：尚未經驗。 

2、 這樣的處理經驗，您的感覺如何？ 

  A：尚未經驗。 

 

[賦予生前契約的意義] 

3、 您認為這項產品具有怎樣的意義？ 

  A：信託。消除小銀行不具公信力之擔憂疑慮。 

4、 您是否接受用這種方式來處理？請說明。 

    A：訪談後從願意考慮、提升到願意夠買。 

[購買動機] 

5、 您為誰購買生前契約？購買動機為何？ 

    A：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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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定型化合約 2. 保險延伸,安家安葬風險之分散。 

6、 您認為它可以解決什麼問題？ 

    A：安心。 

7、 為什麼會向您現在購買的這家禮儀服務公司購買？ 

    A：除了生前契約規劃外,有別於其他公司的地方是永久會員,享有

生活上的多重福利! 

8、 購買前後是否曾與契約當事人商議？他們的反應如何？ 

    A：尚可。 

 

[得知途徑] 

9、 您從何處得知生前契約這樣的規劃服務？這些服務內容從何處

得知？ 

    A：問卷 

10、您相信或不相信這些說法的理由？ 

    A：剛開始半信半疑,經過訪談後更相信。 

 

[業者相關服務] 

11、業者是否告知可否轉讓或自由買賣？您覺得好或不好的理由為

何？ 

    A：是。 

12、是否有人向您說明這項產品的內容與優缺點？請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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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 

13、可否請您說明付款方式？ 

    A：訂金 4.5 萬，再送 4.5 萬代金,尾款 12.3 萬使用合約時才付款，

鎖住總價 16.9 萬。對抗通膨。 

14、您覺得這樣的收費合理或不合理的原因。 

    A：合理。 

 

[自身權益問題] 

十五、如果未來使用產生爭議時,相關解決爭議的規定為何？ 

    A：全省 24 家公司櫃檯。 

十六、請說明業者所提供相關履約保證的內容為何？您是否做進一步

的查證工作？為什麼？ 

    A：1.網路。2.經濟部。 

十七、會不會擔心未來的履約情形？請說明申訴管道? 

    A：1.不會。 2.殯葬法規。 

十八、如果履約情形與您的認知不符合時,您會採取何種作為? 

    A：聯合 20 萬個會員家庭採取商議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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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儀服務業者個案一：訪談內容】 

 

訪談說明書---禮儀服務公司 

 

親愛的主管：您好！ 

    本訪談是「生前契約之認知與購買心理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

目的在瞭解  貴公司目前於市面上所推出的生前契約之推廣情形。希

望透過這次的訪談能讓國人對生前契約作為增加更多認識與瞭解，並

為國內殯葬事業改革略盡心力。同時藉由您的珍貴訪談資料、期許能

促進我國殯葬禮儀服務事業邁入高品質的時代。在此、特別提出一些

問題向您請教，請您不吝提供寶貴的服務經驗。關於您的資料與意見、

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最後，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

訪談，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所 

指導教授 劉  騰  昇  博士 

研 究 生 吳  妹  祝  敬上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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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受訪者：英○○經理 

服務單位：國寶禮儀服務（股）公司 

受訪時間：99 年元月 15 日 

訪問者：吳妹祝 

訪問單位：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訪問時間：99 年元月 15 日 

 

第二部份  訪談問題 

1、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面對消費者最大的困難點在哪裡？ 

   A：保障性、消費者對理財及用錢的觀念未開。 

 

2、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行銷者帶給你最大的困擾是甚麼？ 

   A：商品內容不了解、解釋不明確。 

 

3、請問，在您的服務過程中最希望消費者配合的事情是甚麼？ 

   A：信任、相信專業、服務是有”價值”的，非價錢。 

 

4、請問，您認為行銷者最需要具備的行銷要件是甚麼？ 

   A：專業、用心、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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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印象最深刻的個案？ 

   A：有個本人親戚的案子，因為喪家為一知名企業主，自識頗高，

認為屆時一定會有很多人幫忙，直至案子發生，有名親家從事堪與工

作，跳出張羅四五百萬元之木元及數十萬元之棺木後，即告知隨便找

家禮儀公司來接手服務即可，當然最大利潤已入袋，而流程竟缺人張

羅…。 

6、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讓您感到溫馨的個案？ 

   A：一對老夫婦位自己心愛的兒子送終，因體認愛子是天上的星宿

天人化現度眾而安慰。化種種的哀傷為祝福、而順利圓滿的案子。 

7、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感到滿意的個案？您認為還有進

步的空間嗎？ 

   A、奶奶的案子、過程中大家都知道，禮儀過程是藉這樣的事來凝

聚家庭共識，並藉由此次因緣來教育孝眷人等、過程中大家都齊心向

佛修法，莊嚴佛事。 

   B、老一輩的長輩未能了解佛事的意義、參雜世俗的意見，較為可

惜。 

8、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感到不滿意的個案？您認為要如

何改善？ 

   A、客人計較服務價格，多方比價，甚至要求每樣用品均予以折扣，

甚至以低於成本價格承接，而且四處投訴。 

   B、讓客人了解佛法的意義，拜懺之功用、用以懺悔往昔造諸惡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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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請問，您認為生前契約與傳統禮儀社的服務最大的不同是甚麼？ 

   A：預購禮儀服務讓每一個人正面接受每個人都要接受的服務商品，

透過對繁複流程的整理規劃、去蕪存菁、標準式的契約服務、讓客戶

無需煩心莫名的禮俗、進而營造殯葬的文化，而傳統葬儀通常都是承

接突如其來的案子、家屬都是在慌亂中接受服務的，而世襲或師徒制

的訓練學習體系、很難落實服務執行之正確性及服務提昇、更遑論創

意了。 

10、在業界您的服務團隊市佔率名列前茅，請問，您的公司的優勢條

件是甚麼？ 

   A：生前契約預佔市場，擁有廣大的銷售通路及企業化經營之服務

網絡建構。 

11、請問您還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寶貴意見？ 

   A：敬謝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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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儀服務業者個案二】 

 

訪談說明書---禮儀服務公司 

 

親愛的主管：您好！ 

    本訪談是「生前契約之認知與購買心理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

目的在瞭解  貴公司目前於市面上所推出的生前契約之推廣情形。希

望透過這次的訪談能讓國人對生前契約作為增加更多認識與瞭解，並

為國內殯葬事業改革略盡心力。同時藉由您的珍貴訪談資料、期許能

促進我國殯葬禮儀服務事業邁入高品質的時代。在此、特別提出一些

問題向您請教，請您不吝提供寶貴的服務經驗。關於您的資料與意見、

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最後，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

訪談，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所

指導教授 劉  騰  昇  博士 

研 究 生 吳  妹  祝  敬上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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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受訪者：涂○○經理 

服務單位：國寶禮儀服務（股）公司 

受訪時間：99 年 3 月 2 日 

訪問者：吳妹祝 

訪問單位：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訪問時間：99 年 3 月 2 日 

 

第二部份  訪談問題 

1、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面對消費者最大的困難點在哪裡？ 

   A：主事者來自親友〝親情、地方風俗、社會價值〞的壓力； 

      下游廠商品質供不應求； 

      同業競爭。 

2、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行銷者帶給你最大的困擾是甚麼？ 

   A：與服務人員無法口徑一至，甚至於強烈干擾打擊。 

3、請問，在您的服務過程中最希望消費者配合的事情是甚麼？ 

   A：合乎當前政府機關的各項法令、政策。而非只顧殯葬風俗。 

4、請問，您認為行銷者最需要具備的行銷要件是甚麼？ 

   A：熱情。提升殯儀過程的熱情、改善社會風氣的熱情。 

5、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印象最深刻的個案？ 

   A：高雄 陳公榮雄先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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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讓您感到溫馨的個案？ 

A：南投厚德館 曾老先生案。 

7、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感到滿意的個案？您認為還有進

步的空間嗎？ 

   A：大榮貨運的個案，為公司丁經理出面協調，不到十分鐘達成共

識，原因是因為信任國寶禮儀的服務，此次是客戶第二次接受國寶禮

儀的服務。 

8、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感到不滿意的個案？您認為要如

何改善？ 

   A：為了省小錢，而忽略專業見議。 

9、請問，您認為生前契約與傳統禮儀社的服務最大的不同是甚麼？ 

   A：理念。對殯儀服務的認知，對禮、俗的瞭解，對家屬與往者服

務的心態。 

10、在業界您的服務團隊市佔率名列前茅，請問，您的公司的優勢條

件是甚麼？ 

   A：敝公司有優秀的銷售通路； 

      敝公司有好的文化； 

     敝公司重視各階消費者的心聲； 

      敝公司有不斷創新的勇氣； 

      敝公司有一群有理念有想法勇於付的中階幹部。 

11、請問您還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寶貴意見？ 

    A：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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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儀行銷業者個案一】 

 

訪談說明書---禮儀行銷公司 

 

親愛的行銷主管：你好！ 

    本訪談是「生前契約之認知與購買心理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

目的在瞭解 貴公司目前於市面上所推出的生前契約之推廣情形。希望

透過這次的訪談能讓國人對生前契約作為增加更多認識與瞭解，並為

國內殯葬事業改革略盡心力。同時藉由您的珍貴訪談資料、期許能促

進我國的殯葬禮儀服務邁入高品質的時代。在此、特別提出一些問題

向您請教，請您不吝提供寶貴的行銷經驗。關於您的資料與意見、僅

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最後，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訪

談，在此謹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 劉  騰  昇  博士 

研 究 生 吳  妹  祝  敬上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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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受訪者：吳○○社長 

服務單位：聖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時間：99 年 3 月 8 日 

訪問者：吳妹祝 

訪問單位：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訪問時間：99 年 3 月 8 日 

 

第二部份  訪談問題 

 

[推廣策略] 

1、生前契約在台灣僅占殯葬服務市場 2％，請問，在推廣上應以何種

方式行銷比較能達到理想的普及率？ 

A：由於生前契約在台灣觀念尚未成熟，認知不完全，加上國人忌諱

不願面對，公司以生活護照加上網路購物加盟為主，生前契約是附在

生活護照內行銷出去，避免碰觸到消費者的心錨! 

 

2、用這種行銷方式的結果，可以解決目前行銷上的何種問題？ 

A：附贈的免費力量：好比免付費的水果最甜同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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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培訓及行銷策略] 

3、對於產品的銷售，貴公司對行銷人員採取何種訓練方式？ 

A：每日早會分享，二早教育課程，及加盟商茶會。 

 

4、貴公司如何讓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進而產生購買的意願？ 

A：政府推廣，ISO 認證，信託，及專業的服務團隊！ 

 

5、遇到同業競爭時，貴公司會採取何種回應方式？ 

A：差異化—我會甚麼?    顧客導向—顧客要甚麼? 

 

6、目前貴公司的行銷重點為何？成交情形大致為何？ 

A：96~100 年進入加盟期，全方位推廣生活護照網路商店加盟! 

B:每月 2,000~3,000 件業績。 

 

7、貴公司生前契約市場佔有率有多少？ 

A：市場上服務件 80%，超過 20 萬家庭擁有生前契約! 

 

[服務部份] 

8、在行銷過程中、貴公司對產品提供怎樣的查詢服務？ 

 

A：專屬網站，全省 24 家分公司，200 家分社提供專業查詢查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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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9、貴公司對契約的內容如何善盡告知義務？ 

A：全省分公司櫃台，專業人員講解,合約附手冊說明，及 0800 專線，

專屬網站留言。 

[權益部分] 

10、貴公司對於消費者提出合約要求履行時，如何善盡監督禮儀公司

履行合約 服務事宜？ 

A：第一時間與禮儀師連絡告知行銷人員姓名，做好消費者與禮儀

師和行銷人員，三方在認知上的協調及應注意的事項~ 

 

11、貴公司對於履約之客戶、如何進行關係管理或售後服務？ 

A：“生活卡”是老菩薩留給家人最大的禮物，讓生者放心往生者安

心~ 

       

[其他] 

12、 請問您還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寶貴意見？ 

   A：適逢經營之神王永慶往生留下龐大遺產家人因為歸屬、遺產多

寡問題吵的不可開交，登上新聞頭版。 

   前例：水果大師陳查某，亦因家人爭家產，往生多年仍無法入土為

安，這都是往生者生前所始料未及!若事先安排規劃遺囑及生前契約，

即可避免遺憾，也不致造成茶餘飯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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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儀行銷業者個案二】 

 

訪談同意書---禮儀行銷公司 

 

親愛的行銷主管，你好： 

    本訪談是位瞭解 貴公司目前在市面上所推出的生前契約的推行

情形。希望透過這次的訪談能讓國人對生前契約作為多些認識與瞭解，

並為國內殯葬改革近些許心力。同時藉由您的珍貴訪談資料、期許能

促進我國的殯葬禮儀服務進入高品質的時代。在此、特別提出一些問

題向您請教，請就您在公司多年的珍貴經驗盡情敘述。關於您的資料

與意見、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最後，感謝您百忙之中、撥

控接受訪談，再此僅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照顧服務研究所 

                              指導教授：劉騰昇   博士 

                              研 究 生：吳妹祝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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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受訪者：羅○○總監 

服務單位：聖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時間：99 年 3 月 11 日 

訪問者：吳妹祝 

訪問單位：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訪問時間：99 年 3 月 11 日 

 

第二部份  訪談問題 

 

[推廣策略] 

1、 生前契約在台灣謹 2％市場，在推廣上以何種方式能達到理想普及

率？ 

    A：如一般保險公司先宣導生涯規劃的觀念 進而推廣生前契約商

品。 

 

2、 用這種方式銷售的結果，可以解決目前銷售上的何種問題？ 

   A：可讓健康人先擁有生前契約使用時可避免傳統葬儀社的機會。 

[人員培訓及行銷策略] 

3、 對於產品的銷售，貴公司對您的銷售人員採取何種訓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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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觀念教育、引導消費者認識生前契約、參加講座。 

 

4、 貴公司如何讓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進而有意購買產品？ 

   A：提供品保認證 用過服務的家庭見證。 

 

5、 遇到同業競爭時，貴公司會採取何種方式回應？ 

   A：耐心說明。 

 

6、 目前貴公司的銷售重點為何？成交情形大致為何？ 

   A：生前契約的重要性及增值空間。 

   B：成交比例大約為三分之一。 

 

7、 貴公司生前契約市場佔有率為何？ 

A：百分之八十。 

 

[服務部份] 

8、 在銷售過程中、貴公司對產品提供怎樣的查詢服務？ 

A：免付費諮詢電話及禮儀師現場說明服務。 

 

9、 貴公司對契約的內容如何善盡告知義務？ 

A：專屬網站，全省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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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益部分] 

10、 貴公司對於消費者合約提出使用時如何善盡監督禮儀公司履行

合約服務事宜？ 

A：到府關懷! 

11、貴公司對於履約之客戶有何關係管理或售後服務？ 

A：服務之後不定時的關懷及祭祀通知  

[其他] 

12、 請問您還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寶貴意見？ 

A：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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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開放問卷資料質性分析 

（1）業者為主訪談內容 

      A.了解面對消費者最大的困難點在哪裡？ 

業者 1：面對消費者最大的困難點，在消費者對理財及用錢

的觀念未開，主事者來自親友〝親情、地方風俗、社會

價值〞的壓力，使得家屬必須一再追加更添，增加不必

要的支出。 

          業者 2：其次下游廠商品質供不應求，專業廠商的輔導以求

品質改善。同業競爭，傳統禮儀社常出現價格戰吸引消

費者，使得整場服務流程無法順暢進行，增添不必要的

麻煩。 

B.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行銷者帶給你最大的困擾是甚 

麼？ 

業者 1：行銷者帶給業者最大的問題是，商品內容不了解、

解釋不明確。 

業者：與服務人員無法口徑一至，甚至於強烈干擾打擊。 

         C.請問，在您的服務過程中最希望消費者配合的事情是甚

麼？ 

業者 1：信任、相信專業、服務是有”價值”的，非價錢。 

業者 2：合乎當前政府機關的各項法令、政策。而非只顧殯

葬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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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行銷公司為主訪談內容 

A.了解為何生前契約推出 16 年市佔率卻只有 2%？ 

行銷者 1：生前契約推出 16 年市佔率卻只有 2%是由於生前

契約在台灣觀念尚未成熟，認知不完全，加上國人忌諱

不願面對，公司以生活護照加上網路購物加盟為主，生

前契約是附在生活護照內行銷出去，避免碰觸到消費者

的心錨。 

行銷者 2：如一般保險公司先宣導生涯規劃的觀念進而推廣

生前契約商品。 

        B.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策略 

   行銷者 1：差異化—我會甚麼?    顧客導向—顧客要甚麼? 

96~100 年進入加盟期，每月 2,000~3,000 件業績。消費

者即股東。 

   行銷者 2：耐心說明生前契約重要性及增值空間。成交比例

約為三分之一。 

         C.消費者提出合約要求履行時，如何善盡監督禮儀公司履行

合約服務事宜？ 

    行銷 1：第一時間與禮儀師連絡告知行銷人員姓名，做好 

    消費者與禮儀師和行銷人員，三方在認知上的協調及應注 

    意的事項。 

       行銷 2：到府關懷。 

     （3）消費者為主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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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為誰購買生前契約？購買動機為何？ 

消費者 1：先規劃自己,加上父親使用過，過程很圓滿。自 

己也想規劃。 

消費者 2：自己。1.定型化合約 2.保險延伸，安家安葬風 

險之分散。 

B.您認為它可以解決什麼問題？ 

 消費者 1：備不時之需!有準備就不會有罣礙! 

          消費者 2：安心。 

C.為什麼會向您現在購買的這家禮儀服務公司購買？ 

          消費者 1：因為父親的朋友介紹聖恩行銷之國寶生前契約。 

          消費者 2：除了生前契約規劃外，有別於其他公司的地方是 

可成為永久會員,享有生活上的多重福利。 

（4）三方訪談內容比較 

A.了解衍生問題： 

a.關於生前契約消費者仍停留在有生前契約觀念，但生前

契約常識仍然不足。 

b.來自親友〝親情、地方風俗、社會價值〞的壓力、傳統

禮儀社常出現價格戰吸引消費者，使得整場服務流程無

法順暢進行是台灣殯葬改革仍無法前進的原因。 

B.了解可解決方案： 

a.合乎當前政府機關的各項法令、政策。宣導生涯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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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推廣生前契約商品。 

b.服務的”價值”，非”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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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聖恩整合行銷傳播個案研究 

 
4.1 目標市場行銷分析 

4.1.1 目標市場描述 

聖恩90年消費者招商教材：生前契約（90~100年商機500~800億）往生

市場。 

聖恩92年消費者招商教材：生活護照－＞養生權契約（商機3000億）

安老市場。 

聖恩94年消費者招商教材：生活護照－＞互動電視購物－通路事業（商

機3兆）民生、厚生市場。 

聖恩96年消費者招商教材：生活護照－＞直販通路－通路事業（商機3

兆）民生、厚生市場。 

聖恩 98 年消費者招商教材：生活護照－＞加盟網路連鎖店事業－全方

位市場（商機無限∞）。 

 
圖 4.1 生活護照目標市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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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行銷要創新─市場區隔 

現有市場：目前上千家通路公司，分割現在每年3兆元民生消費       

          商品商機。 

預佔市場：生活護照，先受益消費者，分享預佔未來每年3兆元     

          商機。 

（2）經營要創新─消費者股東化 

消費者股東化，把消費者當合夥人 

例如：斯坦的店－＞你的店（消費者的店） 

把消費者當合夥人，共同創造利益、利益共享,所以生活護

照是唯一由消費者經營的商品。也是唯一可以讓消費者除了花

錢、方便、省錢（團購或經銷模式）以外，還可以賺錢的通路

（分享或招商更多消費者）。 

   （3）顧客導向－＞市場導向：商品力、價格力、價值力、服務力、     

        創新力。 

 

4.2 行銷策略建議 

4.2.1 SWOT 模型 

優勢（S）與劣勢（W） ：由企業競爭的角度來看，所謂的優勢

（ Strengths ）與劣勢（Weaknesses）即是企業與其競爭者或是潛在競

爭者（以某一技術、產品或是服務論）的比較結果，企業本身的優勢

就是競爭對手的劣勢，而競爭對手的優勢就是本身的劣勢，因此優劣

勢互為表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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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與威脅（T）：機會（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

一般是指外在環境分析，亦是互為表裡，一方之機會即是另一方的威

脅，其基本組成： 

 

 

圖 4.2 SWOT 模型 
 

聖恩生活護照SWOT 

（1）內部資源 

        A.優勢:a.科技來自人性(e化) 

               b.市場空間大 

               c.教育訓練 

        B.劣勢:a.對科技操作恐懼感 

               b.市場未成熟 

               c.未分等級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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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環境 

        A.機會:a.趨勢前先預佔 

               b.擁有基本客群 

               c.擁有基本供應商 

        B.威脅:a.服務的無形性容易造成模仿 

               b.客群流失（反漏斗行銷之重要性） 

               c.供應商.默契.涉入度 

     （3）創造優勢（Strengths) 

•生產（本身強）：無形服務。  

•銷售（本身強）：能力高低(視為業務或事業)的教育訓練。 

•人力（本身強）：團隊默契培養。 

•研發＋技術取得（本身強）：資訊部廣度深度機制建立。 

•財務＋投資＋租稅（本身強）：靈活度、現金流。  

•法務＋智權（本身強）：企圖心、風險判定的開放度。  

•商業模式（本身強）：整合資源 、利益共享。 

•行政管理（本身強）：涉入度(用人哲學) 

    （4）抓住機會（ Opportunities ) 

•社會（有利）形象、社會公義的參與度。 

•科技（有利）智慧卡－＞顧客關係管理。 

•經濟（有利）全球經濟風暴、風水輪流轉！消費者主導市場。 

•環境（有利）抗通縮。有價證卷的規劃，未來會跟著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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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有利）消費卷發放、政府振興經濟。 

•法律（有利）付出代價都要合法。 

•道德（有利）商道。 

•上游供應商（有利）默契..涉入度.配合打形象廣告 

•下游買家（有利）需求三部曲:基本需求.品質需求.超品質需求。 

 

4.2.2 BCG（Boston Consulting Group）矩陣分析 

    相對市場佔有率: (縱軸) 

    未來市場成長率: (橫軸) 

    金牛:高市場佔有率.低市場成長率 

    明日之星:高市場佔有率.高市場成長率 

    問號:低市場佔有率.高市場成長率 

    落水狗:低市場佔有率.低市場成長率 

四個象限中即可區分為四種不同類型的產品：  

分別為問號（Question Marks）、明星（Stars）、金牛（Cash Cows）     

與狗（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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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BCG 矩陣式意圖 
 

 

生活護照矩陣分析 

  （1）聖恩生活護照涵蓋四大產業: 

․往生:生前契約(明日之星)企業只要持續保有技術競爭優勢 

․養生:養生會館(問題小孩)該產品處於新興市場現階段競爭     

       力較弱。 

․厚生:醫療保健(金牛)金牛產品就是會產生現金流量（即可    

       擠出牛奶）的產品。 

․民生:日常消費(金牛)策略思考上即應該思考如何善用此現     

       金流量以目前生活護照之狀況(落水狗),應著重基本    

       規劃、基本消費、轉危機變商機企業如何讓問題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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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明日之星及金牛視企業的智慧,落水狗是否得救   

       要看企業的企圖心:別人不敢做天下是我們的! 

   （2）現金支持與後續討論： 

 回到BCG矩陣本身，BCG矩陣主要運用於企業產品佈局規劃，其

目標是將資源（通常是現金）進行有效配置。因此一般而言，策

略如下：(1)逐漸放棄或是賣出狗級產品；(2) 抓住金牛產品，並盡

量擠出現金；(3)投入現金（相對少量），並保持明星級產品的競

爭優勢，確保高市占率；(4) 挹注大量現金，將問題兒童產品提升

其競爭優勢，使其成為明星級產品。 

 

4.2.3 S 曲線 

 S曲線（S-Curve）：就是產品生命週期曲線，S曲線橫軸為時間， 

 縱軸為產品普及率或銷售量。根據S曲線劃分，一產品生命週期包  

 括起步期（Introduction Stage）、成長期（Growth Stage）、成 

 熟期（Maturity Stage）與衰退期（Decline Stage）等。 

   （1）生活護照S曲線： 

       92~95年為起步期，96~107年（2018年進入高齡社會）為成長  

    期，107年~成熟期。 

   （2）後續討論： 

       企業要持續成長，唯有保持.求知若飢，虛心若愚 (Stay Hungry,   

StayFoolish)心態:在對的時間以對的策略跨入另一產品線，建構良

好的環境與企業價值觀，吸引優秀人才，方是企業永續發展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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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競爭主軸。 

圖 4.4 S 曲線圖 
 

 

4.3 行銷通路 

4.3.1 行銷與銷售 

   （1）引導商品與勞務從生產者到達消費者或使用者之一切商業行 

動過程稱之行銷通路。 

A.銷售：工廠－＞  銷售與促銷－＞  銷售的利潤 

B.行銷：目標市場－＞  顧客需求－＞  整合行銷－＞  滿意

的利潤 

（2）聖恩開發公司產業的行銷觀通路點： 

 A.以市場為導向： 

 生命是：生生不息的產業，生、老、病、死是四大內需產業。 

         聖恩致力於根留台灣的產業以”福利工程”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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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食、衣、住、行、育、樂六大民生需求! 以”便利工 

        程”為依歸。 

B.以平衡市場(生態)為目標： 

滿意顧客(改革台灣生活文化)、實現個人通路事業夢想為宗旨。

達到通路生活化，生活通路化；建構全民化通路事業，創造一

個均富的世界。 

C.消費者革命： 

消費者即經營者，利益回流消費者是這一波市場走向。 

利潤＋成本＝售價…………生產者導向 

售價＝利潤＋成本…………消費者導向（即市場導向） 

 

4.3.2 消費者購買心理與市場區隔理論 

    （1）消費者購買心理 

A.行銷組合之 7P 

產品由工廠（make）到市場（market）進行商品銷售的過程稱 

為行（marketing）。而所謂行銷組合之 7P 是指：商品(Product)、  

價格(Price)、推廣(Promotion)、通路(Place)、人員(Personnel)、 

環境設施(Physical Assets)、服務流程(Process Management)。 

B.福祉市場行銷觀點適合弱勢團體及銀髮族產品行銷之 7P 

行銷組合之 7P 應用到弱勢團體和銀髮族消費者的做法如下： 

a.商品(product)：包含客製化、具備獨特的功能或是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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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易化和自動化高科技的產品。 

b.價格(Price)：包含以市場導向（顧客導向）定價格其市場

接受售價=成本＋利潤、非以生產導向定價格其成本＋利潤=廠

商售價。 

c.推廣(Promotion)：包含有形的商品推廣於無形-服務（服務

帶動業務）、無形商店、有形商品-網路推廣。推廣五要素廣告

(A.D)、促銷(S.P)、人員銷售(P.S)、公關(P.R)、直效市場(DM)

又稱整合行銷傳播（I.M.C）。 

d 通路(Place)： 

․消費者何處買、生產者何處賣、更細分通路：女生通路、

大人通路、小孩通路……。聖恩平台全方位產業、 多

元化商品。 

․通路結合：平台與平台結合、整合資源利益共享。尤其

面對金融風暴更需要做改變與創新及調整。 

․例如：西湖渡假村休閒安養應結合預防醫學、目前與媚

登峰結合美容 SPA，媚登峰預防醫學（常春藤）計畫結

合中。 

e.人員(Personnel)： 

人員銷售經驗、對顧客的喜好、都能投以最好的服務態度

是最重要的素。例如：顧客關係管理、聖恩客製化,人對

人、一對一關係行銷。 

f.環境設施(Physical Assets)： 

不像產品，他是必須經歷感受就像一個個案被認證。例：



105 

舒適空間、溫暖色系。聖恩讀卡機隨時隨所處地域,可下

單的網路訂購！ 

g.服務流程(Process Management)： 

流程牽涉提供服務給人，決定顧客滿意度。例：化繁為簡、

聖恩 IPTV 機上盒電視互動隨選功能,老人與小孩都會操作

工具。 

C.市場區隔 S（ Segmentation ）調查－＞分析－＞剖化。 

選擇目標族群 T（Market Targeting ）1、評估每一區隔的 

吸引力並選擇目標市場 2、考量公司本身的資源條件與既定 

目標。 

         市場定位 P（ Positioning ）1、為每一目標區隔發展定位   

         觀念 2、找出潛在競爭優勢－＞選擇競爭優勢－＞發出競爭    

         優勢的訊息。  

         a.銀髮族人生畢業典禮（往生）： 

           例如：國寶生前契約：平民化、分眾市場：預佔市場、 

           現貨市場。 

          溝通模式：（認知階段）展露－＞接收－＞認知反應（情  

          感階段）態度－＞意圖－＞（行為階段）。 

b.銀髮族養生會館（養生）： 

           例如：聖恩西湖渡假村全國首創休安合一銀髮族養生會    

                 館：分期規劃、量化、分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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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模式：（認知階段）展露－＞接收－＞認知反應（情  

          感階段）態度－＞意圖－＞（行為階段）。 

 

     c.銀髮族預防醫學（厚生）： 

           例如：聖恩生活護照結合生化科技廠商透過營養師為會  

                  員定期定聚安排預防養生課程：平民化、量化、 

                  大眾市場。 

           效果層級模式：（認知階段）知曉－＞了解－＞（情感 

           階段）喜歡－＞偏好－＞信服（行為階段）購買。 

d.銀髮族民生消費（民生）： 

           例如：聖恩生活護照結合廠商：平民化、量化、大眾市場。 

            AIDA 模式：（認知階段）注意－＞（情感階段）興趣 

 －＞渴望（行為階段）－＞行動。 

 

4.3.3 市場導向 

（1）生活護照： 

A.每一個人只要傳達少數的人，就可以結合成廣大消費族群，

共創利益，利益共享 ,完全無風險，人人都可以參與，幫助

別人成就自己，造福大眾,大同世界進而世界大同! 

B.安全無風險、免投資、省小錢、賺大錢 

消費者:免費餐點 滿意買單(擁有護照即擁有生前契約即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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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活卡,後兩者是免費獲得。)經營者:體驗 傳達 擁有通

路。 

C.方法: 

a.先拿獎金1件*8,000=＄8,000， 

  2件*8,000=＄16,000，  

  3件＊8,000＝＄24,000。 

          b.再拿紅利2件＄5,000,3件＄15,000 

          c.參拿加值金＄45,000 (代金) 

          d.生活規劃(生活卡)與生命保障（生前契約） 

          e.永續分紅（21世紀誰擁有通路誰擁有財富） 

D.執行： 

認同不代表想擁有，擁有不代表會做（推廣），做了不代

表永續經營、但只要不斷以市場利益（消費者導向）運作，

非生產者導向，相信企業可以立於永續，生生不息! 

（2）市場利益顧客導向（消費者導向） 

面對眾多的同業競爭者，要能夠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保

有特色與優勢，唯有將企業的第二曲線拉出是最迫切需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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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觀 點

 
圖 4.5 市場利益顧客導向（消費者導向）示意圖 
 

․魚的觀點－＞消費者觀點至ABCD線的距離,一眼看出B是最短

的距離。 

․ABCD線的觀點－＞生產者導向至魚的距離，必須花費更多力氣

與時間方能看出最短距離。（李福斯，2009） 

    企業可以立於永續，生生不息：以利他（消費者）觀點為市場依

歸，不管廠商、通路商、消費者，他們都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就是消費

者、生活就要消費，消費就要賺錢，整合資源、利益共享競合理論是

可以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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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5.1.1 關於本研究的主要結論 

     本研究發現： 

（1）政府方面： 

政府的立場是認為殯葬法規定的 75%信託不夠：主要是認為業者

吸收太多資金，所以立法是出於對消費者的保護，然而卻形成對業者

推廣上的阻礙！為此政府應另訂辦法力挺生前契約之推廣。 

  （2）業者方面： 

而業者認為 75%信託太高，剩下的 25%部份只夠管銷費用，不包

括利潤在內：推廣工作是屬於社會福利之工程，須要更多的時間與金

錢，尤其是尚未成熟的觀念，所以業者的整合行銷更顯得重要。所以，

社會大眾應給業者更多的掌聲！更何況沒有經濟收益如何永續營？ 

  （3）消費者方面： 

根據生前契約的屬性，其溝通模式可以表示如下：（認知階段）

展露－＞接收－＞認知（情感階段）態度－＞意圖－＞（行為階段）

行為。目前由國內生前契約的市佔率只有 2%來看，消費者的認知顯然

不足，因此其態度和意圖也不夠強烈，導致購買行為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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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關於生前契約的結論 

因為生活護照的流行,透過生活護照的擁有,便擁有生前契約。生前

契約是家家必備人人必須商品，一定要支付的費用，消費者預付費用，

可享全方位商品的便利且又省錢，就像捷運悠遊卡預先儲值，享有便

利及優惠一樣。而業者因為創造附加價值,而預佔生、老、病、死市場,

一元化系統全方位產業，進而將觀念未開的生前契約行銷出去，達到

人手一張生前契約，自然擁有、自然形成的大工程，無須強迫推銷。 

消費者因為購買生活護照可與業者共同經營四大產業商機、建構通路、

做永續的事業。 

永續性是一種過程或狀態的特徵，表示該過程或狀態可以無限期

地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上述所意含的優先選擇將是讓這些系統能

夠無限期地具生產性，或是能夠「永續的/可持續的」。（劉騰昇，2009）

舉例來說永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要的是經濟系統的發展

能夠無限地持續，永續是生活與生命及社會國家、宇宙萬物的根基。

根基來自不斷的循環，商業模式的循環延續生活與生命的生生不息。

中國傳統社會鄙視商人,將人的職業依士、農、工、商排列組合，經過

幾個世紀，地球村、國際化才意識到行銷的重要，”知識經濟”著重在

如何運用知識創造經濟,整合行銷成為市場生態必備要件、工具、模型。 

聖恩集團”生活護照”的創新,帶領市場方向,及改變市場生態,以16

年的歷史，創造通路商、廠商、消費者，三者在市場上共生、共存、

共好，三好、三贏的局面，此機制是值得研究記錄的、值得經濟部頒

發生活創意獎，以獎勵業者多年來未台灣經濟發展的努力。 

Ps：經濟部頒發生活創意獎，研究生採訪聖恩集團副總時，所透漏的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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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5.2.1 關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業者整合行銷，生、老、病、死的全生涯規劃工程之推廣的落實

與企業企圖心，加上政府對老人經濟產業之新興產業的免稅鼓勵，學

術界對老人福祉產業的關住都是台灣邁向老化社會的當務之急! 

 

5.2.2 關於生前契約的發展建議 

（1）生前契約的立意在於改革殯葬產業的陋習,以及保障消費者自

主選擇的權利：因為生前契約的必要性，及偶發性，消費者更需要預

先規劃保障自己的權力。 

（2）為提升社會安全體制健全的重要革新：每一位民眾都有未雨

稠繆、預付、預存、預先規劃的概念，而不是先享受後、卻無法付款，

而要社會、政府來買單。 

（3）根據統計資料顯示，美國、日本民眾購買生前契約商品比率

分別高達70﹪及50％，那是因為政府鼓勵的緣故，在美國甚至有些州

政府列為強制險，可見政府的努力是不遺餘力的！這是我國政府與業

者應該借鏡的地方。 

（4）臺灣目前購買率不到2%，如何形成社會輿論、成為人人規劃

的標的，是否政府亦將安家險與安葬險分開推行，將安葬險仿美國列

為強制險是被期待的。 

（5）期許台灣政府視野更廣,及台灣每一位國民，勇敢面對生死觀，

素質提昇，迎頭趕上國際觀及國際水準，從購買生前契約商品比率看

到成果!進而肯定業者多年來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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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前契約出發，衍生生活護照產業，透過護照的多元，讓生

前契約提早使每個國民擁有，而生前契約的必要性，面對死亡的不得

不，是生活護照的支持，此完美組合必須要有共同目標與理念!正如同

世界大同前必先大同世界。 

（7）生命光碟問卷，為顧客管理之升級與相關產業之衍生性商品

研發、提供業者作為行銷輔具。 

研究者本著客觀的角度及同體大悲的心情出發,希望有助於創造人

類、國家社會福祉的產業能如雨後春筍般的被推廣和普及。 

 

5.2.3 關於如何有效行銷的建議 

  （1）加強各級學校與社會的生死教育。 

    由於生前契約不像一般產品之於客戶在(情感階段)的表現以渴 

望、喜歡、偏好來採取行動；而是以態度、意向來決定消費行為。 

    所以政府除了制定法令之外，更應該積極在學校和社會推廣國內

生死教育，讓民眾普遍認知生死的無常性和不確定性，任何重視生命

尊嚴和死亡尊嚴的人都應該及早為自己的生死大事預作規劃。 

    因為心中有正確的生死認知就能破除無明，對生死大事就不會產

生害怕心理！也不會避諱不談生死大事！這樣就有利於生前契約的推

廣，同時也符合死亡權利與生命尊嚴和死亡尊嚴的時代潮流。 

(2)透過意見領袖對生前契約的支持以形成公眾輿論 

另外業者也可以透過公關方式取得公、私部門具有社會影響力的

人士公開表示對生前契約的認同，希望以此來形成公眾輿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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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能透過生死教育的普及和公眾輿論的形成來進行生前契約行銷

就無須太多廣告或促銷。因此對專業人員和消費者進行生死教育，再

配合公眾輿論的形成，「送行者樂章」第一部談論死亡電影就是最好

的生前契約有效市場行銷。 

（3）政府、業者與消費者三方的強力合作以共創三贏 

總之，透過上述政府、業者與消費者三方的認知和合作必能創造

出三贏。我們的基本假設建立於：「認知」為經驗與知識的結合，乃

是自我保護的抵抗力；認知不夠代表涉獵不夠深入，容易產生從眾心

理、人云亦云而落入情緒化狀態，只有正確而深入的認知可以將情緒

提升為情境，當情境對了，態度意圖才會外顯，這時想要的行為就會

執行（to do）。例如：媽媽叫小孩念書，小還總是慢條斯理，等一下..。

老師說明天考試及格就請吃麥當勞，反之勞動服務；人物、環境、時

間都對了，理性、感性兼具的情境也對了，事情也就容易辦成。例如：

媽媽叫小孩洗碗，小還總是慢條斯理，等一下..。老師說幫媽媽作家事，

蓋一個乖寶寶印章，聯絡簿請媽媽簽名，人物、環境、時間都對了，

事情也就辦成了。 

「涉入」不但是興趣的來源也是感性的，而知識與經驗是理性的部份。 

媽媽的作法：高理性區，紅色代表。老師的作法：理性感性兼具區綠

色代表。 

以下為涉入度模型： 

H1：高理性、高感性區 

L1：低理性、低感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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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涉入度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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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預試問卷委託函 

 

某某經理： 

 

公私迪吉、諸事順遂為頌! 

    素聞您在土銀領導有方是一位創新有風格的老闆，向來為

銀行界所讚譽，令人衷心敬佩、特別請您協助進行問卷調查施

測、萬分感激!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為中部地區一般民眾以土銀、合庫

行員及南開科大研究生，均屬高知識份子、探討態度、認知、

意願實踐等三部份。試圖打破從眾心理。茲寄上問卷 30 份 

    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不勝感激！ 

耑此順頌商安!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照顧服務研究所 

                              指導教授：劉騰昇   博士 

                              研 究 生：吳妹祝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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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調查研究問卷 

 
生前契約的認知及購買心理之研究--以中部地區為例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胡適說：今日預備明日，這是真穩健；生時預備死時，這是真曠 

達；父母預備兒女，這是真慈愛。 此份問卷是有關生前契約的認知及

購買心理之調查，您回答的內容僅作為本次研究的參考使用，我們會

對您的資料加以保密，敬請放心填寫。在您開始填寫這份問卷之前，

請先閱讀下列說明，以便您對問卷的認知及作答有所了解。 

生前契約就是一張往生服務的終生保單，它是延續人壽保險的功

能，並提供對家庭責任完整保障的契約。生前契約收費可分期繳付或

一次付清並有利息回饋。可自由轉讓,理賠服務非現金不受通貨膨漲影

響亦是一種投資工具。有別於一般傳統家族式經營之禮儀社服務方

式。 

本次研究是針對生前契約的認知及購買心理作調查研究以利整個

生前契約市場的健全發展，滿足民眾對生前契約的真實需要，衷心感

謝您的填寫。 

敬祝   平安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暨服務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劉騰昇 博士 

                        研 究 生：吳妹祝 敬上 



119 

 

 

第一 部份：差異化 

請將您的意見在適當方格中打√ 

生前契約行銷 4p 

產品（品質） 

Q01 生前契約經過 I.S.O. 9001.9002 品質認證，所以專業有保證？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價格 

Q02 生前契約採用”預約”服務方式，並鎖訂價錢而無通膨的風險，有別

於傳統禮儀社的”現貨服務”， 

    所以能滿足及早規劃往生大事的需求？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推廣 

Q03 國人一向忌諱談論“死亡”，而生前契約生命光碟、預立遺囑、預約

服務、理財功能多樣化有助於推廣事先規劃往生大事的觀念？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通路（服務） 

Q04 生前契約因為有全省據點、全年無休、隨傳隨到的團隊服務，所

以比傳統禮儀社多為定點家族經營式的服務優點較多？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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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       

Q05 您認為生前契約大數法則，以及定型化合約白紙黑字，所以履行

合約的變數較少？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自主性 

Q06 預購生前契約可避免親朋好友或外來意見太多的介入與干擾，較

能滿足自己決擇的尊嚴？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Q07 預購生前契約可選擇自己所要的告別方式，所以能滿足終生”愛“不

留遺憾的需求？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合法性 

Q08 生前契約是合法契約，又有殯葬及信託等相關法規和政府單位的

監控，所以可放心安心使用？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安全性 

Q09 預購生前契約可以”轉讓”，又能夠規避未知通膨風險，所以是一種

投資理財工具？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保障性 

Q10 生前契約信託保證，當企業經營不善時，將由銀行另覓服務公司

完成履約保證，所以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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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不同意 □沒意見 

 

第二部份：態度、認知與實踐 

請依您的認知在適當的方格中打√ 

「態度部份」 

01 您認為往生服務應由誰預約規劃比較好？ 

  □(1)家屬   □(2)自己  □(3)政府(社會成本) 

02 假如往生服務可以預約的話，您希望怎麼辦比較好？ 

  □(1)簡明莊嚴尊貴  □(2)鋪張浪費  □(3)沒想過 

03 人生無常而往生是不可避免的大事，您希望以甚麼方式來為自己或

家人因應這件大事？ 

  □(1)存款  □(2)保險  □(3)生前契約 

3-1 由於錢可能隨”時間”變小，所以靠存款或保險理賠比較無法達到安

家與安葬的風險分散功能 

□(1)同意  □(2)不同意  □(3)不了解 

「認知部份」 

04 相較於意外險 1/18 機率、癌症險 1/4 機率，而往生險有 100/100 機

率，所以生前契約需求 

 □(1)非常重要  □(2)重要  □(3)不重要 

05 全國目前僅十家合法業者，請問您知道的有幾家？ 

 □(1)一家  □(2)二家  □(3)三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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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依規定，生前契約業者必須將 75%的契約費用交付信託，您知道嗎？ 

 □(1)知道  □(2)不知道  □(3)有聽過，但不了解 

07 您知道甚麼是信託嗎？ 

□(1)知道  □(2)不知道  □(3)有聽過，但不了解 

7-1 信託依規定專款專用不得移作它途使用，您知道嗎？ 

□(1)知道  □(2)不知道  □(3)有聽過，但不了解 

7-2 信託是以購買契約本人名義存款於信託銀行安全信託，您知道嗎？ 

□(1)知道  □(2)不知道  □(3)有聽過，但不了解 

08 您知道何謂定型化合約嗎？ 

□(1)知道  (2)不知道  □(3)有聽過，但不了解 

8-1 定型化合約記載人、事、物的服務內容，您知道嗎？ 

□(1)知道  □(2)不知道  □(3)但不了解 

8-2 定型化合約指定宗教儀軌，分中式與西式，您知道嗎？ 

□(1)知道  □(2)不知道  □(3)但不了解 

09 你認為傳統禮儀社會變相收取額外費用嗎？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沒意見 

10 你認為傳統殯葬業具有改革的必要,您同意嗎？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沒意見 

11 在看過本問卷的說明前，您對生前契約這項商品的瞭解程度為何？ 

 □(1)聽過且了解  □(2)有聽過，但不了解  □(3)沒聽過（選 3 請跳

答第 13 題） 



123 

「實踐部分」 

12 你透過何種管道得到生前契約的資訊？ 

 □(1)報章媒體  □(2)行銷人員  □(3)網路  □(4)保險經代人 

13 您不願意購買生前契約所考慮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1)經濟不許可  □(2)不清楚商品內容  □(3)擔心被騙！□(4) 

忌諱 

14 目前台灣一場葬禮的平均費用是三十七萬左右，而生前契約的價格

則平均在十五萬上下，就經濟面而言您會選擇： 

 □(1)傳統禮儀社  □(2)喪葬互助會  □(3)ISO(品質效度)認證生前

契約 

15 在看過本問卷的說明後，您願意購買生前契約嗎？ 

 □(1)願意  □(2)可以考慮  □(3)不願意   

16 您願意購買生前契約所考慮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1)保障  □(2)儲蓄  □(3)投資  □(4)以上皆是 

17 您每年繳交之保險費多寡？  

 □(1)5 萬以下  □(2) 5-10 萬  □(3) 10-20 萬 

18 您透過何者購買保險？ 

 □(1)保險業務員  □(2)保險經代人  □(3)銀行 

 

第三部份： 受訪者基本資料 

Q1：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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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女 

Q2：年齡 

□ 20﹏29歲  □30﹏39 歲  □40﹏49歲  □50﹏59 歲  □60 歲

以上 

Q3：婚姻狀況 

□ 已婚  □未婚 

Q4：家庭狀況 

4-1□與父母同住   □父母單獨居住   □父母皆已往生 

4-2□尚未有子女   □已有子女       □不打算生小孩 

Q5：教育程度 

□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Q6：職業 

□軍公教 □金融保險 □學生 □服務業 □其他 

Q7：目前每月收入 

□ 30,000 以下  □30,001～60,000  □60,001～100,000 以上 

Q8：居住地 

□ 台中市  □台中縣   □南投縣  □其他 

Q9：宗教信仰 

□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回教  

□其他           

Q10：家庭人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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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  □3 人  □4 人以上 

本問卷至此已問答完畢，非常謝謝您熱心的填寫，如對此議題有

任何疑問之處，十分歡迎您的指教，由衷感謝您的參與。若您需要本

研究摘要報告，或是生前契約的相關資料，（關懷篇）禮儀常識。 

請您詳填以下資料，待本研究完成後，盡速寄送給您，謝謝！ 

聯絡姓名： 

聯絡電話： 

地址： 

E-mail 信箱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填寫 

祝您 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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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訪談內容---消費者 

 

第一部分  基本資料 

一、姓名：___________                           編號：（研究

者填寫） 

二、性別：___________ 

三、出生年月日：民國____年____月____日（    ）歲 

四、宗教信仰： 

1.□佛教    2.□道教    3.□基督教  

4.□天主教  5.□一貫道  6.□回教   

7□其他________ 

五、教育程度： 

1.□研究所以上  2.□大學    3.□高中 

4.□國中        5.□國小    6.□其他________ 

六、婚姻狀況： 

□ 已婚  □未婚  □其他________ 

11、 職業 

1.□農業 2.□軍公教 3.□商業 4. □金融保險 5.□學生 6.□科技電子

業 7.□製造業 8.□服務業 9.□家管  10.□交通運輸業  11.□自由業  

12.□醫療業 13.□其他________ 

八、個人平均年所得：（約）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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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萬以上    2.□61 萬－80 萬    3.□41－60 萬      

4.□21－40 萬    5.□20 萬以下 

九、家庭平均年所得：（約）新台幣 

1.□101 萬元以上  2.□81－100 萬元 3.□61－80 萬元 

4. □41－60 萬元  5. □40 萬元以下 

十、家庭人口數：共_________人 

 （含 65 歲以上老年人____人、成年人____人、未成年人_____人） 

    

第二部分 訪談提問內容---消費者 

經驗性問題 

12、 在以往喪親過程中,您採用何種處理方式？請說明理由。 

13、 這樣的處理經驗，您的感覺如何？ 

賦予生前契約的意義 

14、 您認為這項產品具有怎樣的意義？ 

15、 您是否接受用這種方式來處理？請說明。 

購買動機 

16、 您為誰購買生前契約？購買動機為何？ 

17、 您認為它可以解決什麼問題？ 

18、 為什麼會向您現在購買的這家禮儀服務公司購買？ 

19、 購買前後是否與曾契約當事人商議？他們的反應如何？ 

得知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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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從何處得知生前契約這樣的規劃服務？ 

  

十、這些服務內容從何處得知？您相信或不相信這些說法的理由？ 

業者相關服務 

十一、業者是否告知可否轉讓或自由買賣？您覺得好或不好的理由為

何？ 

十二、是否有人向您說明這項產品的內容與優缺點？請舉例。 

十三、可否請您說明付款方式？ 

十四、您覺得這樣的收費合理或不合理的原因。 

自身權益問題 

十五、如果未來使用產生爭議時,相關解決爭議的規定為何？ 

十六、請說明業者所提供相關履約保證的內容為何？您是否做進一步

的查證工      

      作？為什麼？ 

十七、會不會擔心未來的履約情形？請說明申訴管道? 

十八、如果履約情形與您的認知不符合時,您會採取何種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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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訪談內容---禮儀行銷公司 

 

親愛的行銷主管：你好！ 

    本訪談是「生前契約之認知與購買心理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

目的在瞭解 貴公司目前於市面上所推出的生前契約之推廣情形。希望

透過這次的訪談能讓國人對生前契約作為增加更多認識與瞭解，並為

國內殯葬事業改革略盡心力。同時藉由您的珍貴訪談資料、期許能促

進我國的殯葬禮儀服務邁入高品質的時代。在此、特別提出一些問題

向您請教，請您不吝提供寶貴的行銷經驗。關於您的資料與意見、僅

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最後，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訪

談，在此謹至十二萬分的謝意！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 劉  騰  昇  博士 

研 究 生 吳  妹  祝  敬上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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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受訪者： 

服務單位： 

受訪時間：  年  月  日 

訪問者：吳妹祝 

訪問單位：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訪問時間：  年  月  日 

第二部份  訪談問題 

 

[推廣策略] 

1、生前契約在台灣僅占殯葬服務市場 2％，請問，在推廣上應以何種

方式行銷比較能達到理想的普及率？ 

2、用這種行銷方式的結果，可以解決目前行銷上的何種問題？ 

[人員培訓及行銷策略] 

3、對於產品的銷售，貴公司對行銷人員採取何種訓練方式？ 

4、貴公司如何讓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進而產生購買的意願？ 

5、遇到同業競爭時，貴公司會採取何種回應方式？ 

6、目前貴公司的行銷重點為何？成交情形大致為何？ 

7、貴公司生前契約市場佔有率有多少？ 

[服務部份] 

8、在行銷過程中、貴公司對產品提供怎樣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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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貴公司對契約的內容如何善盡告知義務？ 

[權益部分] 

10、貴公司對於消費者提出合約要求履行時，如何善盡監督禮儀公司

履行合約服務事宜？ 

11、貴公司對於履約之客戶、如何進行關係管理或售後服務？ 

附錄 5：訪談內容---禮儀服務公司 

 

親愛的主管：您好！ 

    本訪談是「生前契約之認知與購買心理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

目的在瞭解  貴公司目前於市面上所推出的生前契約之推廣情形。希

望透過這次的訪談能讓國人對生前契約作為增加更多認識與瞭解，並

為國內殯葬事業改革略盡心力。同時藉由您的珍貴訪談資料、期許能

促進我國殯葬禮儀服務事業邁入高品質的時代。在此、特別提出一些

問題向您請教，請您不吝提供寶貴的服務經驗。關於您的資料與意見、

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最後，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

訪談，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所 

指導教授 劉  騰  昇  博士 

研 究 生 吳  妹  祝  敬上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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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服務單位： 

受訪時間：  年  月  日 

訪問者：吳妹祝 

訪問單位：南開科技大學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 

訪問時間：  年  月  日 

第二部份  訪談問題 

1、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面對消費者最大的困難點在哪裡？ 

2、請問，在您的服務經驗中，行銷者帶給你最大的困擾是甚麼？ 

3 請問，在您的服務過程中最希望消費者配合的事情是甚麼？ 

4、請問，您認為行銷者最需要具備的行銷要件是甚麼？ 

5、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印象最深刻的個案？ 

6、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讓您感到溫馨的個案？ 

7、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感到滿意的個案？您認為還有進

步的空間嗎？ 

8、請您談一談在您的服務經驗中，最感到不滿意的個案？您認為要如

何改善？ 

9、請問，您認為生前契約與傳統禮儀社的服務最大的不同是甚麼？ 

10、在業界您的服務團隊市佔率名列前茅，請問，您的公司的優勢條

件是甚麼？ 

11、請問您還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寶貴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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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業者的話—聖恩集團 

 

壹、副總經理的話（教材） 

生 活 護 照(新事業、新商品、架通路、做老闆) 

 

一、 前言： 

景氣好還是有人虧錢，景氣不好有人賺大錢，所以說沒有不景氣，

只有不爭氣，但是要爭氣總要先有方向，俗話說男怕入錯行、女

怕嫁錯郎，選擇行業永遠是最重要的方向。台灣在金融風暴後，

失業率高漲，長期不景氣的環境之下，還有什麼新事業可以讓我

們賺大錢呢？現在就為各位介紹一個剛開始、未來一定會流行的

新事業也是新商品－生活護照。 

二、 生活護照是什麼樣的新事業－網路連鎖店 

1. 什麼是網路連鎖店，就是由網路公司免費提供工具，讓台灣所

有消費者的家庭都可以成為家庭賣場，把家庭賣場連鎖串連起

來就是網路連鎖店。把家庭賣場連鎖起來的工作，因免店舖、

免庫存、免專業，所以是人人皆可經營的事業，與懂不懂網路

完全沒關係。 

2. 為什麼要經營網路連鎖店？因為它是賺大錢的時機性事業。我

們都知道現在是網路的時代，網路購物已經成為消費的新趨勢，

在長期經濟不景氣、百業蕭條之下，只有宅經濟一枝獨秀，網

路購物商機 10 年前只有 3.6 億，今年突破 3000 億，未來每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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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幾兆，當大家爭先恐後做網路購物(網路商店)的時候，只有

我們做網路連鎖購物(網路連鎖店)，就像大家都在做珍珠，只有

我們在做珍珠項鍊，您說這是不是賺大錢的時機性事業。 

3. 我們如何快速的把家庭賣場串連起來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消

費者加盟股東化，共享連鎖店的分紅利益。消費者加盟首先考

量的就是風險，如果有一個全新的商品不僅人人需要而且物超

所值，那麼就可以讓所有消費者快速加盟而且零風險，現在就

為各位介紹這個新商品－生活護照 

三、 生活護照三大特色－保障、省錢、賺錢即三大福利 

★福利一保障：立即獲得一份國寶生前契約，什麼是生前契約？

就是一張往生服務險的尊嚴保單，理賠服務是由全國最大的國寶

禮儀公司，有 ISO9002 的認證，生前契約市佔率達到 80％，理

賠內容從臨終關懷、接體、一直到火化、晉塔、用豪華禮車的接

送，莊嚴、尊貴、簡明的流程，讓往生者風風光光的走，為人生

劃下完美句點的尊嚴保障，同時讓家屬安心、放心，免於慌亂無

助甚至受到二次傷害。這張保單總價 16.9 萬，公司幫我們出 4.6

萬優惠福利，尾款剩 12.3 萬繳不繳服務終身有效，沒有繳尾款等

到要服務時再補繳就好了。這張保單除了保障之外還有三大功能

➊保值－可對抗通貨膨脹，未來生前契約服務漲價我們永遠只要

付 12.3 萬。➋保本－可自由轉讓給他人使用，第一年度提出使用

可拿回 5.6 萬，多賺 1 萬，第二年多賺 6000 元，第三年多賺 3000

元，第四年以後拿回 4.6 萬。➌增值－繳尾款付款輕鬆可分 10

年期繳，而且每年 2000 元回饋抵用金，最高連續增值 30 年。生

前契約你說那一個家庭用不到呢？早買晚買一定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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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二省錢：立即護得一張生活卡公司送我們 4.5 萬代金儲值

在生活卡晶片內，生活卡終身有效。持生活卡在家庭賣場購物簡

單、安全、服務有保障、免運費宅配到家，家庭賣場包含了食、

衣、住、行、育樂全方位的商品，等於把大賣場搬到自己的客廳

來，家庭賣場內保健、美容兩大類會員價最便宜，其他日常用品

會員價比照大賣場，過去沒有家庭賣場，我們需要民生用品習慣

到大賣場、藥粧店舖、網路購物、電視購物或業務員…等中間商

購買，這些中間商賣保健、美容商品價差大約賺 20~60％，一般

民生用品價差大約 3~20％，現在持生活卡在家庭賣場購物，除了

方便之外中間商本來要賺的價差，由公司送給我們的代金代替支

付價差，換句話說持生活卡在家庭賣場購物所有商品都是大盤商

價格，只要付進貨成本就好了，你說這張生活卡有沒有價值！使

用一次就省一次所以又叫做省錢卡，這張生活卡有那一個家庭用

不到呢？早用晚用一定用的到。 

★福利三賺錢：不能透過生活卡代金購買的商品，家庭賣場提

供福利商品如產壽險、塔位、銀行聯名卡、威寶電訊手機、休

閒園區…等所有家庭一定需要的商品，過去這些商品當我們需

要時，佣金就給業務員賺走了，現在以最優惠的條件、最高的

獎金直接回饋會員當福利，自己買自己賺，服務左鄰右舍”加減

賺才不窮”，生活護照的會員這輩子透過福利商品所賺的錢一定

超過 4.5 萬，甚至好幾倍的 4.5 萬。 

當我們瞭解生活護照商品內容後，就知道它是人人需要、家家必

備而且 

物超所值的商品，您說透過它是不是就可以把家庭賣場連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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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也是加盟網路連鎖店事業零風險的保障。 

四、 如何連鎖？架構通路？ 

加盟股東化，利潤中心制。分析如何賺？賺多少？賺多久？ 

第一次加盟創業 4.5 萬，第二次儲值付（4.5－0.8 紅利回流）＝

3.7 萬，給 9 萬代金，每儲值一張護照消費省 5.3 萬。 

三組家庭在您的推廣下加盟網路連鎖店，朋友省錢一輩子、您展

店成功就像高清愿賺一輩子分店紅利。 

 

五、 為何通路分紅一定賺的到？ 

     生活護照四大特性： 

1. 必需性：人人需要、家家必備，本來就須要的商品，提早買還

可作為加盟創業的基金，”一兼二顧，摸蛤兼洗褲”。 

2. 趨勢性：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必需品，沒賺到錢至少先省到錢，

還可以做為家庭生活的守護神，您說生活護照會不會像早期的

保險一樣，將來人手一張，要賺錢就要賺時機頭。 

3. 永續性：做通路組織最怕的是商品失去競爭力、退流行，那組

織也就崩盤了，生活護照的三大特色保障、省錢、賺錢，永遠

不會退流行，不怕有競爭者，現在已經很有魅力了，未來只會

愈來愈好，是永續性的事業。 

4. 獨特性：現在是網羅人才、整合人脈最好的時機，也是抓網路

商機最好的時機，每年 3000 億網路商機 99.9％的人看的到賺

不到，生活護照是全民運動一起抓網路商機最適合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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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結論 

     “時機若是看的出，賺到肥滋滋，時機若是看不出，賠到白輸輸” 

當機會來臨的時候只要把握時機，抓住商機就可以開創人生的

新契機。 

 

貳、總經理的話：（教材） 

關於聖恩經營理念 

 薪資永遠趕不上物價的波動:在財富兩極化的M型社會，有錢的人

會愈來愈有錢、沒錢的人也會愈來愈窮，努力工作固然重要，但

是有限的薪資永遠趕不上物價的波動，努力不一定會成功，成功

除了要努力之外，還要懂得把握時機、做對行業，才能輕鬆致富，

投資創業是M型社會邁向成功唯一的方法。 

 消費中賺錢、在賺錢中消費: 投資就會有風險、創業就要有本錢，

但是擁有「生活護照」可以讓我們投資零風險、創業零成本。「生

活護照」把我們日常生活的消費轉化為投資創業的本錢，讓我們

可以在消費中賺錢、在賺錢中消費。  

 掌握商機動脈、顛覆傳統行銷模式:聖恩洞悉現有消費通路及創業

環境的快速轉變，為順應潮流趨勢、掌握商機動脈、顛覆傳統行

銷模式，我們以「通路生活化、生活通路化」的新思維，發展全

生涯的通路事業。聖恩通路是所有廠商建立品牌、行銷商品最好

的通路，也是會員發展個人事業最佳管道。 

 建構全民化的通路事業創造一個均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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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恩全生涯」期許透過「生活護照」，建構全民化的通路事業，

引領流行趨勢，改革消費文化，提昇生活品質，縮短貧富差距，

創造一個均富的社會。 

 

叁、董事長的話： 

生活護照－＞生前契約－＞北海服座－＞保險等產業的推廣都是

觀念推廣，是最難的事業，我们只要用心經營，把如此好的商品告訴

我們的客戶,讓他們都能透過這些全生涯規劃，擁有美麗人生、富裕生

活！ 

生前契約對社會的影響力：明顯改革台灣殯葬文化，重寫生命禮

儀歷史，以往被傳統業者牽著鼻子走：鋪張浪費、廣開雜項、多索紅

包、世俗壓力、不肖罪名等金錢與精神上的兩難、殯葬法通過前更有

業者為利益，官商勾結阻擋殯葬法通過！感謝聖恩全體股東會員為生

前契約寫歷史。現在生前契約：品質尊貴、定型化合約、專款信託、

維持產業秩序，以更開闊的態度結合生活護照（人民守護神）繼續為

台灣2,300萬人民，生活與生命的福祉而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