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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保險、生前契約、信託三合一是為當前商業保險理財新趨勢，故「金

融整合行銷」是保險業務發展重點，有鑑於國人投保率逐年攀增，壽險

公司無不費盡思量，想提高投保附加價值，於是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的商

品便應運而生，保險範疇也正式延伸至生、老、病、死、傷、殘、終，

全方位服務。 

  本研究係以現有國內五家壽險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產品為研究範

圍，因受限人力、物力及時間之因素，無法全面深度訪問擴及國內三十二

家壽險保險公司。商品設計部門主要對結合生前契約的產品之設計觀念及

行銷意願，逐一發掘障礙因素。另以已購壽險或生前契約消費者為對象實

施問卷調查，以對生前契約認知及滿意度、銀行信託認知、保險結合生前

契約現況發展這三個因素，依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比對其相關性。經研

究後發現消費者對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需求確具有需求性與期待性，保

險及生前契約業者大部份對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發展亦看好其融合

性。唯業者在產品研發行銷仍受限保險法及消費者對商品混淆不一缺乏認

同度，仍有待政府主管機構提出正式規範。 

關鍵字：金融整合行銷、生前契約、附加價值、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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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insurance, pre-need contract, and trust is currently a 
new trend of business insur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refore, “financial 
integrated marketing” is the focal point of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business.  
In view of the countrymen’s rate of insurance covering’s increasing 
substantially year by year, all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hink about and do all 
they can to boost the value-added for taking out an insurance policy without 
exception; hence, the commodities combining insurance and pre-need contract 
have come with the tide of fashion, and the insurance categories have formally 
extended to the omnibearing services of birth, age, illness, death, injury, 
disability, and last stage of life.   
     The research took five domestic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combining 
pre-need contract products as the research scope; because of being limited by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ime, the research could not do the 
comprehensively in-depth interview and expand to the thirty two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aiwan.  The commodity design department mainly aimed at 
the design concept and marketing intention of products combining pre-need 
contract, and explored and discovered the obstacle factors one by one.  
Moreover, the research took the consumers that already bought the life 
insurance or a pre-need contract as the subjects to do the questionnaire, in 
order to do the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compare the correl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three factors of the cognition of and satisfaction with pre-need 
contract, bank trust cognition,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combining pre-need con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nsumers indeed have demand and expectancy for the commodities 
of insurance combining with pre-need contract, and most of insurance industry 
and pre-need industry proprietors are optimistic to the blending development 
of commodities combining insurance and pre-need contract.  However, the 
proprietors’ product R&D and marketing are still restricted by the Insurance 
Law, and the consumers are confused and lack the recognition for the 
commodities, waiting f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formal standards.   
Key words: Financial integrated marketing, Pre-need contract, Value-added,   

B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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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古今中外，「死亡」是大家一直避而不談的話題，即使到了科技昌明

的時代也是相同；僅管孔夫子有云：「未知生，何知死？」對於身後事，

中國人向來諱言。但身處不景氣時代，在活人錢愈來愈難賺的情況下，卻

有一批人在「身後事」這塊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領域中尋得龐大商機。 

根據內政部 98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死亡人口達十四萬三千

人次，殯葬平均費用約在三十七萬元。累計每年可造就的商機達到五百三

十億元。更值得探討的是，這個市場隨著台灣高齡化社會來臨，不但不受

景氣影響，更逐年緩步成長。在台灣，民眾雖然視死亡是人生的大事，但

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不同的是，他們以正面、積極的心態來面對死

亡的問題，所以每個人在安排身後事看作是完整生涯規劃的一部份，並將

「生前契約」視為每個人生命中和保險同等重要的契約之一。生前契約源

自歐美先進國家，在美國已有近七十年的歷史，普及率已達到 90%；而同

處於亞洲地區的日本，生前契約的發展早已是企業化經營，普及率也達到

70%，特別是面對未來社會逐漸走向「老年化、少子化、都市化、專業化」

趨勢，準備生前契約已是成為重要民生課題之一「在生前為自己規劃好身

後事」，是國外先進國家人民的普遍做法，相信也將是台灣未來社會發展

的一項新趨勢；特別在十年前經歷 921大地震、去年八八水災等天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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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已經認知到人生無常，必須為自己和家人做更多的保障措施，相信

把，「生前契約」納入生涯規劃的一部份，這一生的旅程才無遺憾。 

國內保險公司近年來處於低利率環境，壽險保單的保費居高不下影

響，加以今年 2月保險法第 107條修正 15歲以下兒童死亡喪葬費用保險

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擅長銷售保障型商品的壽險業務員生存空間大受影響，雖然陸續開放銷售

外幣保單，推出還本型終身醫療保險，但國內各項投資管道均無法確保基

本營運開銷，保險公司研究部門對新產品多元化的研發工作已刻不容緩：

如能以購併殯葬禮儀公司、策略聯盟方式，銷售「生前契約」未嘗不是一

大商機！除延續我國保險業的服務範圍外，更可讓國人對「生前契約」的

信賴度大大提昇。 

保險、生前契約、信託三種組合是現代人商業保險理財新趨勢，故「金

融整合行銷」是保險業務發展的重要關鍵。保險公司一向標榜可提供保戶

生、老、病、死、傷、殘、全方位服務，但唯獨缺少「終」這部份；若能

由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將保險服務延伸至殯葬服務，真正落實陪伴保戶走完

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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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本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列舉如下： 

一、 探討人口基本資料變數及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對生前契約、保險

信託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等產品消費者認知程度之差異性。 

二、 提出國內保險公司與銀行信託、殯葬禮儀公司對於結合保險、生前

契約、信託行銷等所遭遇的困難、障礙及建議事項。 

基於上述論點，吾人實有必要在這金融整合行銷的時代，從消費者

與經營者雙向角度去發掘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行銷之影響因素，作一深

入之探討。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流程 

本研究所設定之範圍為國內五家壽險保險公司，所得之結論亦適用於

壽險保險公司。自確定欲研究主題後，便開始相關資料之蒐集，並加以研

讀比對，而確立研究目的及研究重點，並從五家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之

商品其構面因素進行研究，期能探討消費者認同程度，同時本研究以問卷

的方式加以進行研究調查，進而分析、比對，以求得出結論。本研究之觀

念性架構如圖 1-3-1所示： 

 
 
 
 
 



 

 4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資 料 蒐 集 與 文 獻 探 討 

                            ↓ 

研  究  範  疇  界  定 

                            ↓ 

確立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 

                            ↓ 

問  卷  設  計  與  修  正 

                            ↓ 

問 卷 調 查 與 回 收 

                            ↓ 

資料分析比較與探討 

                            ↓ 

結  論  與  建  議 

 
1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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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論文共分五章，依序是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相關理論及文獻回

顧，第三章研究設計與方法，第四章研究成果，第五章結論與建議。茲將

主要架構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共分四小節，分別敘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

流程以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  相關理論及文獻回顧 

共分三小節，分別由相關文獻中了解生前契約之意義、市場趨勢

分析，保險、生前契約信託發展過程，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現況發

展，並探討其相關因素，以求印證於國內保險業中。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針對本研究之各研究構面提出研究假設，並製成問卷後，分別向

國內購買壽險、生前契約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此外亦對本研究

欲採用之統計方法加以介紹。 

第四章  研究成果 

將問卷結果與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假設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加以整理、歸納，並彙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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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提出結論，並對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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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生前契約的意義 

一、什麼是生前契約 

「生前契約」所指的就是在生前為自己的身後事做好妥當的安排，以

及須有殯葬業者配合，因此，雙方所訂定的，即為「生前契約」。主要內

容是關於葬禮的種種事宜，包括事前的諮詢，儀式的安排和各項所需物品

的準備，以及事後的後續關懷。簡單的說就是為自己或家人「身後事」買

一份保單，瞭解生命的真諦，已是時代的趨勢。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風行數十年的生前契約，是一種生前訂定的服務型契約，讓每一個人都可

以在死前為自己或親人的往生大事預作規劃。並可協助個人去檢視與澄清

對死亡的錯誤觀念，同時解決面對死亡之不正確與不健康的想法，也可算

人生的最後一張保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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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消費者在生前依照個人的需要選定將來服務內容並預

約付費，將來的「身後事」即由承辦喪葬服務公司依照契約內容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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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在葬禮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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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為決定葬儀式內容；第二階

段則為制定葬儀費用之支付方法」(引自碑文谷創，1996)。 

將個人的身後事，以專業的個別化或「套裝」的方式提供葬儀相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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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消費者在生前即可與殯葬業者訂好約，由買方自主預先決定『將來往

生時喪禮的方式及相關服務』，一但身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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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相關事項履行完成，不僅使消費

者能如願地有完自己圓滿的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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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生前契約(Pre-need Contract) 指的是一位消費者或購買者選一個殯儀

館(Funeral Home)簽訂一份合約，此合約明定殯儀館同意在購買者死後，

提供喪禮或墓地的商品。每個州的相關法令，都要求殯葬業者必須向購買

者收取的費用，全部或部分存入信託帳戶(Stalter，2001)。 

往生契約的概念源自於十九世紀英國的遺囑信託，當時有關遺產的保

管、分配與身後事的處理，均以信託的方式委託受委託人處理，二十世紀

已普遍為歐洲及美國所接受，至今已有百年歷史(北川慶子，2001)。 

生前契約即是在生前為自己或家人「身後大事」預作安排，生前契約

廣義指生前信託、遺囑、殯葬契約均包括在內，預立生前契約目的旨在避

免留給所愛的家人不可預期的財產負擔、身後工作壓力、面對老化時的心

情會更加平靜，同時自己規劃人生句點，使生命得到尊嚴且安心的落幕(陳

培豪，2002)。 

    「生前契約」在此為殯葬生前契約之簡稱，簡單說法就是為身後事買

一份保單。一般國人都認為人從→出生→死亡斷氣，就算了結。就像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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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人一出事理賠就算了事。但身後事呢？實不知尚遺留一個大家都忌

諱提的事，就是喪禮和晉塔〈土葬〉之費用，這更是 98%國人最無奈最不

懂的事。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平均喪葬費用 37.6萬，而民眾家庭約有 40%

一時都無法拿出這筆費用，勢必造成家屬一大負擔。「生前契約」在國外

已行之多年，有幸台灣目前亦有數家企業，為台灣殯葬改革作努力，同時

成立殯葬禮儀公司，為台灣殯葬改革事業邁向文明的一大步(王明宏，

2002)。 

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第十二項所定義：「生前殯葬契約服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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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條例之規定，只要雙方事先約定，在一方死亡時由他方負責

殯葬服務，就算是生前殯葬契約(內政部民政司，2002)。 

    「生前契約」這個殯葬業新興產品的名詞，最早發源於美國，在美國

依其型態將其分為「生前預約」及「生前契約」兩種，若該殯葬內容是依

個人之需求、構想提出的，或是依據傳統、現有的喪葬處理方式完全不變

或多少有點改變的在生前予以交代，稱為「生前預約」。若是由殯葬公司

主動構想不同的喪葬處理方式，再由當事人或家屬按照個人的需求予以選

擇購買，稱之為「生前契約」。購買者選擇期望的商品與服務並同意為此

產品，以一次或分期之方式繳納款項，賣方則在購買者死亡後提供此商品

與服務(尉遲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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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地區生前契約的特性(李自強，2002)： 

  1.契約標的都詳列服務內容，並載明使用之用品、人力等實際內容， 

   但亦缺乏客戶之自由選擇空間，較類似「定型化契約」。   

  2.一般契約簽訂購買人，均可自由指定契約使用人，即可自由轉讓且 

     不限期間，不增添費用。            

  3.契約服務地點涵蓋較廣，幾乎採用連鎖經營模式，有採直營店，亦 

     有採用加盟經營的方式。 

  4.普遍因政府並無相關直接之管理法令，因此契約履行之保障並不確 

     定，唯賴企業之自我要求與期許，對消費者無法提供足夠之保障， 

     亦無法造成新競爭者之進入障礙。 

三、生前契約與傳統殯葬業之比較 

  生前契約的業者強調，一通電話全國365 天 24 小時專人全程服務，

雖然是一種廣告詞也有誇大灌水之嫌，不過從往生契約概論(黃有志、鄧

文龍，2001)書中，所列的一般葬儀社與往生契約之比較，如(表 2-1-1)；

即彙整生前契約的相關資料與傳統葬儀社比較，可看出傳統的殯葬服務業

存在有許多的不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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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一般葬儀社與往生契約的比較 

項目/種類 一般葬儀社(家庭式經營) 往生契約(企業式經營) 

經營方式 社裡需有人在店時才服務，碰

到偏遠地區會造成時間之延誤

全年無休，24小時臨終關懷專
線，能及時提供服務，使喪家免

於恐慌無助。 
服務品質 素質參差不齊，甚多兼差人

員，破壞奠儀莊嚴。 
公司的服務人員，均受專業化之

訓練，穿著、舉止得體，並能以

人本精神之態度服務。 
慎終 以老舊之車改裝靈車運送。 使用高級的禮車，讓往生者能莊

嚴、尊貴的走完人生之最後一

程。 
服務地點 限於葬儀社的附近。 一張契約全省服務(大型企業)可

以在緊急時，隨時幫助需要幫助

的人。 
保障 糾紛多，無申訴管道。 一切依契約內容，服務具法律、

安全等多重保障。 
願景 只能被動的等待使用市場。 具投資、備用、使用三大市場。

資料來源：引自黃有志、鄧文龍，2001，往生契約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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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國內生前契約的發展，是企業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及改革傳

統殯葬文化陋習而催生；在此前提之下，或許有其理念發展性與需求性，

以下(表 2-1-2)僅就生前契約與傳統殯葬業做一概括的比較。 

表 2-1-2  生前契約與傳統葬儀社之比較 

生前契約 傳統葬儀社 
專業、企業化的永續經營 缺乏企業化經營理念 

價格透明化、可轉讓可增值 價格多元化、多為家庭事業      

經政府考試領有證照之禮儀師 無標準流程、傳統土公仔、形象差 
客戶導向的服務方式 無主導向的服務、商業化利益掛帥 

臨終關懷、追思服務、尊重往生者 往生者沒有尊嚴、家屬不安、不以人倫

為首要 
一律不加收紅包 巧立名目、樣樣收紅包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製 

四、為何要購買生前契約 

  「時間」是現金價值的最大殺手，若沒有妥善的理財規劃，貨幣的價

值往往隨著時間的經過而貶值：生前契約是透過契約的訂定，將身後禮儀

的各項費用事宜依約定日後執行之依據，可避免因通貨膨脹而導致的費用

上漲(表 2-1-3)依據驗證要為夠買生前契約。 

表 2-1-3  生前契約可鎖住價格不受通貨膨漲(以每年通貨率 4%估算)影響 

年代/項目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年齡 30歲 40歲 50歲 60歲 70歲 80歲 
保險金額 100萬 100萬 100萬 100萬 100萬 100萬 
喪葬費用 37.64萬 55.7萬 82.47萬 122.07萬 173.76萬 257.2萬 
生前契約 以購買時之價格不受市價浮動影響 
資料來源：龍巖人本業務基礎班學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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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家庭遭受喪親之變故，家屬傷心慌張失措之餘，難免任人予取

予求。因此，周全積極的人生規劃，為無可避免的生、老、病、死，預先

安排生命的最終儀式，保有人生最後的尊嚴，生前契約就成為人生中不可

或缺的安心保障。 

表 2-1-4 有生前契約的狀況與無生前契約的狀況比較 

無生前契約的狀況 有生前契約的狀況 

措手不及 
一般家庭平均花費在 20~50 萬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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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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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做好萬全的準備，感到生命

的無常，無希望，對人生抱持

消極的態度。 

生活樂觀 
積極 

以正面的健康態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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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大財務 
面對各項龐大的財務，經濟上

產生巨大的壓力，留給家人不

可預期的財務負擔。 

財務無後

顧之憂 

完全的生涯規劃，將死

亡視為生命中的一部

分，以預立遺屬的方

式，將財產做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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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資訊及物品做多方面的選

擇，顯得素質高低不齊，專業

程度受到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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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憑供方以
孝心或面子為由，哄抬價格。 

貨比三家 
不吃虧 

採價格統一化、資訊

化、公開化的透明做

法，依個人生前意願作

慎重的選擇。 

無法規劃 不夠週到，不符合喪家的要
求，也未必為亡者所期望。 尊嚴圓滿 

平常理智的時候做決

定，已事先詳細的確實

規劃，自己的決定自己

的喪禮形式，完整導演

自己的人生，尊嚴落幕。

資料來源：龍巖人本業務基礎班學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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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營殯葬服務業及生前契約業者之相關法令 

 現行法規彙整根據(蔡麗卿，2003)在「台灣大都會地區生前殯葬服務

契約之消費者行為研究」所作之整理，以及相關資料之蒐集分析後，可彙

整如下：目前我國所頒定殯葬設施的相關法令，以民國 44 年公佈的「墓

地改善計畫」為開始，繼而陸續有「台灣公墓公園化 10 年」、「墳墓設置

管理條例」、「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台灣北部區域殯葬設施 10

年計劃」、「端正社會風俗-改善殯葬設施及葬儀計畫」、直到民國 91 年公

佈之「殯葬管理條例」。 

   

  「殯葬管理條例」自民國72 年公佈「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以來，對

殯葬法令的重大修定。除了傳統設施及殯葬禮儀相關制度的修改外，政府

首次將「生前契約」列入法律規範內，針對「生前契約」可能引發問題加

以規範。以下將92年7月1日內政部公告「殯葬管理實施條例」中與「生

前契約」相關的條文詳列如下列(表 2-1-5)。另 95年 6月 27日內政部公告

「殯葬服物定型化契約範本」做為殯葬業「生前契約」之依據，區分自用

型及家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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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生前契約」相關的條文 

 
資料來源：內政部，「殯葬管理實施條例」 
 
 

條款 條文內容 
 

第 2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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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條 

殯葬服務業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標準展示

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備置收費標準。 

 
 

第 43條 

殯葬服務業就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與消費者訂定書面契約。書

面契約未載明之費用，無請求權；並不得於契約訂定後，巧立名目，

強索增加費用。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官應訂定

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殯葬服務業應將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本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交付消費

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依第一項規定與消費者訂約。 
 

第 44條 
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

其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 75%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
理。前項之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中央主管機構對於

第一項書面契約，應訂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 45條 

成年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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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之。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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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4條 
增修條文 

第 44條第 2項之一定規模如下： 
一、具備殯葬禮儀服務能力之殯葬服務業。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3000萬元以上。 
三、最近 3年內平均稅後損益無虧損。 
於其服務範圍所及之直轄市、縣﹝市﹞均置有專任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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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前契約市場趨勢分析 

  事實上殯葬服務業者表示以國外生前契約市場發展情形來看(表

2-1-6)，美國 50 年前推出生前契約，目前普及率高達 90%左右；日本 30

年前推出生前契約，目前普及率約 70%左右；反觀國內，推行 16 年目前

普及率只有不到 5%局面，以國外生前契約市場發展最被認同的依據(表

2-1-7)，是當壽險投保率達 70%以上生前契約市場就可成型，台灣 2009

年投保率已超過 204%按比例推算，生前契約市場應可以比照日本市場，

未來至少也有70%以上的規模，所以此一行業被業者視為壽險業延伸。 

 

             表 2-1-6 美、日、台生前契約市場發展 

 
說明 美國 日本 台灣 

喪葬費用 
(市場價格) 

10,000美元 220萬日圓 約 37.6萬 
(內政部統計) 

生前契約價格 
(預售價格) 

8500美元 80~100萬日圓 15~45萬 

價差 1500美元 120~140萬日圓 30萬以上 

 
行銷業者方式 

保險公司列入保險業

業務規範。 
互助會葬儀社與保

險公司異業結盟。

直銷公司或生前契

約公司和保險公司

異業結盟之模式。 
 

市場概況 
全國總投保人的 90%
加入生前契約，有

98%的喪儀業有生前
契約的營運。 

市場占有率約為人

口數的 70%，有
60%的民眾認同並
開始接受生前契

約。 

市場占有率目前只

約 5%，市場空間還
很大。 

資料來源：龍巌人本業務人員教育訓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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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保險業及生前契約市場占有率比較表 

國別 保      險 生  前  契  約 
美國 1901年開始，投保率 137%以上 1967年推出生前契約，目前普及率約 90%
日本 1893年開始，投保率 445%以上 1975年推出生前契約，目前普及率約 70%
台灣 1947年開始，投保率 204%以上 1994年推出生前契約，目前普及率約 5%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製 
 

第二節 保險信託與生前契約信託 

一、保險信託起源 

保險信託簡言之就是指將保險理賠金交付信託，於十九世紀初首先由

美國發展起來，乃結合保險與信託二種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於彌補保險制

度之不足；例如，未成年或弱智子女，面對父母雙亡而有大筆保險理賠金，

如何妥善管理運用以應日後教養照護之需問題。依先進國家發展經驗來

看，經由二種制度之結合運用確實能克服上述問題，故保險信託業務，在

世界各國雖運用架構或稍有差異，但正逐漸迅速發展。 

我國保險金融信託業務，肇始於民國 87年華航大園空難及民國 88年

921大地震等重大意外事件，有多起父母不幸雙亡，留下孤苦無依之未成

年子女，所遺留下之巨額保險金遭到保險金受益人之監護人的不當挪用及

侵占，或者是親屬覬覦巨額保險金而互相爭奪未成年受益人的監護權。 

這樣的結果不僅破壞了原先父母投保保險的本意，反而無法妥善照顧

保險金受益人，使未成年或無行為能力之保險金受益人又陷入另一個困

境，造成社會的問題。因此社會大眾開始重視如何能確保投保之人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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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險發生之後，確實可以照顧到原本希望照顧的受益人之問題。因此，

「保險信託」商品因應而生，於民國 90 年 3 月間主管機關正式核准信託

業者開辦本業務。 

二、保險信託定義 

保險信託係指由保險公司與銀行聯手合作，提供兼具「保險」與「信

託」的金融服務商品，當信託契約成立時，以「保險金」為信託財產，而

成立信託契約。一般係由保險受益人(即信託委託人)和受託人(通常是銀行)

簽訂契約，當被保險人身故發生理賠或滿期保險金給付情事時，由保險公

司將保險金交付於保險受益人於受託人處所設立之帳戶，並依約定銀行依

委託人約定之方式管理及運用(如：定存、基金等)，並將信託利益交付予

信託契約之受益人。讓要保人落實購買保險的真正目的，除了保障受益人

外再增添加一份保險，讓受益者與理賠金都能得到雙重守護。 

自 89 年信託業法通過後，便開始有銀行推出「保險信託」產品，意

旨當保險公司保戶發生理賠情況時，便產生一筆為數不小的理賠保險金，

而保險金信託即是為此筆金額提供適當的管理及運用。目前市場上已經有

結合信託與保險的保險金信託商品；這種商品的主要特點有二，第一是具

有隱匿信託財產的功能；當委託人把財產交付信託後，信託財產在法律上

以及外觀上雖然是屬於受託人的財產，但實際上卻是由受益人享有信託財

產的利益。所以，對受益人來講，雖然不是信託財產的名義上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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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是真正享有信託財產利益的人；尤其對保險金額較高的人壽保險單，

且已指定子女為受益人的要保人而言，隱匿保險金是重要的利基。第二是

信託財產具有高度的獨立性；信託財產在法律上雖然屬於受託人，但是為

了保護受益人的利益，因此信託法規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人對

信託財產都不能強制執行。 

三、保險信託相關法令 

保險信託發展十幾年以來一直無法推展，就是卡在稅賦問題上，因為

保險金一旦交付信託，再由父母給子女，變成他益信託，就要視為「財產

或贈與」行為課稅；因此，信託業者就轉個彎，等到父母往生後，保險金

變成子女的財產後，再由子女擔任保險金信託的委託人受益人，以迴避「原

先免稅的保險金變有稅」的規定。但這種自益信託其實保障不夠，自益信

託的委託人有權力隨時終止信託契約，萬一弱勢子女的法定代理人，有意

將信託財產「占為己有」，也可以代未成年或是身心障礙子女行使委託人

權利，解除信託契約。 

＊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業務，保險契約得約定保險金一次或分期給付。人 

身保險契約中屬死亡或殘廢之保險金部分，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 

預先洽訂信託契約，由保險業擔任該保險信託之受託人，其中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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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被保險人、未成年人、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限。 

前項信託給付屬本金部分，視為保險給付。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業務應設置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 

前項信託財產為應登記之財產者，應依有關規定為信託登記。 

第四項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者，保險業設置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產名 

義表彰；其以信託財產為交易行為時，得對抗第三人，不適用信託法第 

四條第二項規定。 

保險業辦理保險金信託，其資金運用範圍以下列為限： 

一、現金或銀行存款。 

二、公債或金融債券。 

三、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用方式。 

＊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三  

保險業經營保險金信託業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其營業及會計必須獨 

立。 

保險業為擔保其因違反受託人義務而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所負之損害賠償 

、利益返還或其他責任，應提存賠償準備。 

保險業申請許可經營保險金信託業務應具備之條件、應檢附之文件、廢 

止許可、應提存賠償準備額度、提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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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前契約信託 

(一)國內生前契約的合法業者之探討 

  1.選擇國內生前契約合法業者須具備以下七點： 

  (1)業者是否依殯葬管理條例提撥固定金額於合法的信託機構 

  (2)業者是否於契約內容外要求額外增加收費項目 

  (3)是否有提供完整實際履約圖片或照片 

  (4)有提供經營團隊服務經驗年資參考 

  (5)改善殯禮文化是否全程拒收紅包 

  (6)企業化經營應具備 ISO認證 CIS識別系統 

  (7)業者是否提供完整諮詢及客訴管道服務 

  消費者如果要選擇生前契約，可以實際去看業者選擇的地址與環境，

檢視過去的業者經營績效，也可向地方政府殯葬管理處查詢，合法經營生

前契約業者，必須依照上述之法令規定，消費者睜大眼睛仔細檢視，以免

無辜受損、屆時無法請求履行。 

  2.生前契約服務的主要十家合法業者： 

  包括台北市：金寶軒事業、萬安生命科技、慈恩園寶塔誠業、龍巌人

本服務、蓮華往生事業。台北縣：國寶服務。高雄市：陽光禮儀、寶山生

命科技。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第2項之規定「一定規模」且交付信

託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業者名單(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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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交付信託之生前契約、殯葬服務契約業者名單 

編

號 
公司名稱 地址 信託業者名稱

1 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 2段 158號 彰化商業銀行

2 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 2段 162號 1
樓 

華南商業銀行

3 慈恩園寶塔誠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段
333號 17樓 

華南商業銀行

4 龍巌人本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 2段 166號 臺灣工業銀行

5 蓮華往生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 2段 55號 新光商業銀行

6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新海路 425號 第一商業銀行

7 陽光禮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五福山路 63號 4樓 日盛商業銀行

8 寶山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 75號 12
樓之 8 

第一商業銀行

9 展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建國北路 3段 96號 6樓 復華商業銀行

10 品安殯葬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臥龍街 188巷 8號 1樓 新光商業銀行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 http://moi.gov.tw/dca/index.asp  

(二)生前契約信託相關法令： 

生前契約信託依據內政部民國 92年 7月 1日頒布「殯葬管理實施條例」

第 44條內容如下： 

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其

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 75%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前項之

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中央主管機構對於第一項書面契約，

應訂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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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現況分析 

一、保險業者結合生前契約的發展過程 

2003 年底起已有壽險業者陸續加入經營生前契約市場的行列，業界

亦對此發展持樂觀態度。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姑且不論其實際經營績效，

保險公司是為民眾最能信賴之生前契約經營者，生前契約搭配壽險商品來

行銷，應是目前最可以且最能讓消費者接受的方式之一。對保險公司而

言，可提高保戶對保險公司的依賴，達成真正由出生到死亡整個人生過程

的完滿服務，同時也是壽險市場的一項新利基；對於保戶而言，能夠減少

購買生前契約時的疑慮，等同是多了一項保障(蔡橋宗，2003)。 

保險公司在商品同性質過高的環境下，創造差異化商品除了可提供多

元性商品選擇外，更增加自己的競爭優勢，目前在台灣 32 家保險公司之

中，幸福人壽是最早將生前契約與定期險搭配銷售的業者，接著富邦、國

華人壽與蓮華往生；康健、國華人壽與金寶山；國寶人壽與北海整合，新

光人壽與陽光生命亦推出此項服務。 

除了國寶殯葬服務是人壽集團的事業外，大部份結盟業者都是提供殯葬服

務和墓地與靈骨塔位等，目前市場上已有三張終身型及一張年金型，壽險

連結生前契約的保單；分別是富邦人壽及國華人壽與蓮華往生、金寶山；

健康人壽與金寶山策略聯盟合作推出，另外與年金保險連結生前契約是國

寶人壽與北海福座公司，新光人壽則推出松柏長青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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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來保險觀念普及，「慎終」不再是國人禁忌的話題，甚至提

前規劃自己的人生最後一場儀式，成為越來越多人可以接受的觀念。相對

於目前台灣平均每場喪葬費用 37 萬元，壽險業者設計透過保險結合生前

契約的服務選擇，讓民眾可以透過保單就買到一份比市價低、服務內容完

整的生前契約。 

現代人長壽、晚婚、遲育、大家庭瓦解、少子，甚至不婚族、頂客族比重

越來越高的社會潮流激盪下，未來夫妻兩人除了養育子女外，極可能還要

同時扶養 4個老人；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出生率逐年降低；經建會也指

出，青壯年對老年人口的扶養比將從目前的 13.2%急遽攀升到 140 年的

63.8%，也就是每 1.6 個人要養一個老人；在台灣有 60%以上的銀髮族，

擔心身後事會造成子女的經濟負擔，其喪葬費用相對較省的鄰近國家日

本，也有 53%銀髮族希望死後不帶給家人的困擾，加上近來老人遭棄養時

有所聞，更突顯出事先規劃退休養老以及身後事的重要性，社會福利制度

崩潰危機勢必大增。(張震華，2007) 

二、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定義 

保戶投保壽險時同時一起簽訂保險、保險金信託及生前契約三項合

約，用指定身故理賠金額購買生前契約；在被保險人身故時，由銀行信託

部門依殯葬業者執行後家屬確認書，來撥款支付生前契約費用，可確保殯

葬服務品質，這種安排除了能依保戶的生前意願來完成身後事外，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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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漲之因素，造成殯葬費用提高之風險及被殯葬業者倒帳之風險，對

消費者而言，應該是最佳之購買生前契約方式，而連結保險的趨勢正方興

艾起(張震華，2007)。 

1.保險結合生前契約，是指當客戶在購買保險的同時，也簽訂保險契約、

生前契約及保險信託，並指定身故保險金的一定金額來購買生前契約，可

讓自己身後事和財產規劃更加完整。 

2.保險結合生前契約，是事先約定保戶在身故後，保險理賠的保額中，撥

出固定金額，支付殯葬費用。對保戶來說，繳保險費用是本來的支出，百

年後再將保險理賠金轉為殯葬費，不需先拿出錢來，負擔較輕，透過保險

信託機制以保單結合生前契約服務，強化生前契約的觀念，提高保險的附

加價值，同時擔任信託金保管銀行的保管費用，也由保險公司及保戶合理

分擔付費，讓保戶投保附加生前契約保單，可確保其喪葬的方式及固定的

價格，不會因通貨膨漲而漲價。 

3.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是消費者將可因此項保障而有身故後的殯葬禮儀

服務，不需額外購買生前契約服務，同時透過信託機制，未來不必擔心生

前契約公司的存廢。 

4.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是保險理賠金轉換殯葬禮儀服務，打破過去

終身壽險的保險金只能留給後代子孫使用的限制，讓保險不僅可以照顧自

己，也可以免除子孫負擔，透過保險結合的客製化殯葬禮儀服務選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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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策劃自己人生最後一場畢業典禮，免除喪葬費用逐年高漲的煩惱。 

    透過保險規劃身後事的好處，是因為殯葬管理條例新制已經規定，業

者販售生前契約如預先收費，應將收費總額的 75%交付信託管理，但對民

眾而言，還是有 25%的資金曝露在風險下。如果客戶透過購買保險附加簽

訂保險金信託的方式，則不用擔心殯葬業經營問題。主要是藉由購買終身

壽險保單，將受益人連結信託機構，依信託契約將保險金運用於殯葬禮儀

服務費用，有別於其他生前契約產品。   

    據一項調查顯示 93%的民眾聽過生前契約，但僅有 13%的民眾買過生

前契約，其原因在於一般民眾對生前契約執行較不具信心。這項調查也顯

示，有購買生前契約意願之保險公司保戶佔38%，與保險結合的生前契約

比一般傳統的生前契約更受到肯定，有59%的民眾認為由保險公司銷售的

生前契約保單是較有保障的。(由於生前契約真正履約的時間可能須在

二、三十年以後，因此消費者選購生前契約時，需要評估殯葬業者的財務

結構是否能永續經營) 

    終身保險與生前契約結合則讓保險理賠轉化為實際服務的價值，一般

的保單只理賠金錢，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則是事先約定保戶在身故後，由

保險理賠的保額中，撥出固定金額，支付殯葬費用，對保戶來說，繳保險

費用是本來的支出，百年後再將保額轉為殯葬費用，不需先拿出錢來。最

重要的是可自己策劃人生最後一場的畢業典禮，免除子孫負擔、且避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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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殯葬禮儀無法妥善安排的疑慮，透過保險結合客製化殯葬禮儀服務的選

擇，禮儀服務費用固定，客戶將可免除喪葬費用逐年高漲的煩惱。客戶投

保保險，只要預繳信託手續費，保戶不須再另外準備一筆錢購買生前契

約。且客戶愈早投保，保費愈便宜，不分年齡繳款均相同，而且保費繳款

方式更彈性，可以選擇月繳、年繳，也可以買10年期、20年期或是終身，

但是單獨購買生前契約則需分一年至五年繳款。 

    四年前國內壽險業曾掀起一波與生前契約公司策略聯盟的熱潮，但經

過調查，這波熱潮並未替壽險公司業務員帶來明顯的收入。再者，壽險業

務員賣出這類生前契約初期只能領到少數的手續費，必須等到保戶身故後

才能領到佣金，也降低保險業務員銷售生前契約誘因。 

    目前國內與生前契約業者合作的壽險公司，包括富邦、國華、國寶、

康健、新光人壽等五家業者，模式是未來保險金給付時，將部分撥給生前

契約業者，使其提供殯葬禮儀服務、物品、車輛、冷殮、奠禮、火化、晉

塔等身後禮儀服務。五家保險公司中，除國寶人壽是與同一集團的國寶服

務公司合作，富邦、國華、康健、新光都是對外尋求異業結盟合作，富邦、

國華不約而同都與蓮華往生與金寶山合作，康健人壽則與金寶山合作，並

透過東森購物台通路行銷。新光人壽則與陽光生命合作，鎖定 65 歲以上

的原保戶做延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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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買一般生前契約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的差異 

一般生前契約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可依繳費方式、繳費期間內履約時、

總繳金額、信託方式的比較(表 2-3-1)，發覺有許多的不同點；一般想要為

自己身後事提前預約作準備的人，大都會先去買生前契約，單獨購買一般

生前契約其繳費方式，必須要在 1~5年內繳清所有費用，不分年齡大小繳

納款均相同，以生前契約公司或個人名義與銀行約定 75%交付信託，繳費

期間內履約時再補足尾款，才可執行合約內容，一般市面上生前契約大約

是 15萬元至 50萬元，做為未來買方身故時，各種殯葬過程的服務支出。 

而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的方式是透過固定繳交保費，除了可以享受壽險的保

障，期滿又可以領回保險金，愈年輕買保費越便宜，而且保費繳款方式更

彈性，可以選擇月繳、季繳、半年繳、年繳，也可以買 10年期、20年期

定期或是終身，還可以分 10、20 年期繳費，信託方式則以被保險人名義

與銀行約定 100%合約金額自益信託，總繳保費金額小於或等於直接購買

生前契約的費用，繳費期間內履約時不需再繳任何費用，若身故則可確定

撥款給殯葬禮儀服務業者，更加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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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與一般生前契約比較表 

比較方式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一般生前契約 

 
繳費方式 

投保壽險繳費年期繳費別方式，

(可分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選擇性多，繳費輕鬆 

 
可躉繳，或分期(1~5)年繳清 

繳費期間 
內履約時 

不需再繳任何費用 需再補足尾款，才可執行合約內容

 
總繳金額 
 

依保單年期及繳費別 
總繳金額≦履約金額 

 
總繳金額＝履約金額 

信託方式 以被保險人名義與銀行約定
100%合約金額自益信託 

以生前契約公司或個人名義與銀行

約定 75%交付信託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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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探討國內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產品與消費者認知程度之

相關性，經第二章深入探討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後，已對相關議提有了初

步瞭解。本章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定義、研究假設、問卷設計與樣本

來源、抽樣對象與抽樣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人口

基本資料變數及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對保險公司生前契約、保險信託與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等產品消費者認知程度之影響及分析，研究架構如圖

3-1-1所示： 

 
 
 
 
 
 
 
 
 
 
 
 
 
 

2圖 3-1-1 研究架構圖 

人口基本資料變數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 

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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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變數選擇與操作定義 

本研究問卷使用的各項變數形態及操作性定義(表 3-1-1)說明如下： 

(一)受訪者個人基本特質 

本研究在問卷中共設計 8個問題，以便了解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月平均收入」、

「居住地」及「宗教信仰」等，作為人口統計變數。 

(二)對生前契約的認知程度變數 

針對生前契約的認知程度，藉以評估消費者對生前契約議題的看法，

其中包含兩大主題，第一主題計有 2題，主要是瞭解消費者對生前契約的

瞭解程度，第二主題計有 6題，主要是瞭解消費者對購買生前契約區隔的

相關資訊等。 

(三)對保險信託的認知程度變數 

針對保險信託的認知程度，藉以評估消費者對保險信託議題的看法，

共設計 5個問題，其中包含主題，如「保險信託了解程度」、「保險信託定

義」等，主要是瞭解消費者對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的相關資訊等。 

 (四) 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產品行銷認知程度變數 

針對結合生前契約產品行銷的認知程度，藉以評估消費者對結合生前

契約產品行銷議題的看法，共設計 12 個問題，其中包含主題，如「商業

保險理財趨勢」、「保險公司挑選」等，主要是瞭解消費者對結合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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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行銷認知程度的相關資訊等。 

表 3-1-1變數形態及操作性定義表 

類別 變數名稱 變數型態 操作型定義 
性別 名義尺度 分為男、女等。 
年齡 順序尺度 分為20~29、30~39、40~49、50~59、60歲以上等。

婚姻狀況 名義尺度 
分為已婚有子女、已婚未有子女、未婚單獨居住、未

婚與父母同住等。 

教育程度 名義尺度 分為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等。

職業 名義尺度 
分為學生、家管、軍公教、農漁牧、工商製造業、金

融保險服務業、其他等。 

月平均收入 順序尺度 
分為 30,000元以下、30,001~40,000元、40,001~60,000
元、60,001~100,000元、100,001元以上等。 

居住地 名義尺度 
分為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南投縣市、雲林縣、苗栗

縣、其他等。 

個 

人 

基 

本 

特 

質 

宗教信仰 名義尺度 
分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貫道、回教、

民間信仰、無、其他等。 

生前契約了解程度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提撥 75%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資訊來源 
名義尺度 分為報章平面廣告、電視宣傳廣告、業務人員、網路、

購物頻道、親朋好友等。 

辦理殯葬服務業者 
名義尺度 分為傳統殯葬業者、靈骨塔業者、生前契約業者、土

公仔(鄉下居多) 等。 

生前契約主要功能 
名義尺度 分為減輕家人負擔、投資增值、身後事自己決定、為

長輩預作準備、其他等。 

業者接受意願 
名義尺度 分為殯葬業者、保險公司、保險經代人、銀行、傳銷

業者、農會、購物頻道等。 

接受合理服務費用 順序尺度 
分為 10~20萬、21~30萬、31~40萬、41~50萬、50
萬以上等。 

生 

前 

契 

約 

認 

知 

程 

度 

購買「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預算 
順序尺度 

分為 15萬以下、15~24萬、25~34萬、35~44萬、45
萬以上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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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變數形態及操作性定義表（續） 

類別 變數名稱 變數型態 操作型定義 

保險信託了解程度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保險信託定義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保險信託特點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應設信託專戶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保 

險 

信 

託 

認 

知 

程 

度 

保險業經營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沒聽過也都不了解、有聽過但沒有概念、有聽過

並有些概念、了解、非常了解等。 
現代商業保險理財

新趨勢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保險公司挑選優良

生前契約公司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商品購買意願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家人免除金錢煩惱

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生命規劃完整保有

最後尊嚴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往生不再補繳任何

費用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避免生前契約公司

倒閉風險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保值功能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免收頭期款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保險公司創造商品

差異化服務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達到殯葬全方位規

劃服務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結 

合 

生 

前 

契 

約 

產 

品 

行 

銷 

認 

知 

程 

度 

讓身後事和財產規

劃更加完整認知 
量尺尺度 

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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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所提出變數之選擇與定義，針對中部地區保險及生前契約

消費者進行研究，探討各變數與實證後產生之結果的關係，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一：消費者對保險公司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人口基本特質變數上具有

顯著差異。 

假設二：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在人口基本特質變數上具有

顯著差異。 

假設三：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人口基本特質變

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消費者對保險公司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消費者購買生前契約區隔

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在消費者購買生前契約區隔

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六：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消費者購買生前

契約區隔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問卷設計與樣本來源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主題係探討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行銷之研究採問卷調查方

式進行研究，而問卷係參考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文獻所附之問卷並經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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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比較編製而成，其中量表有關詢問認同程度或看法時採用李克特五點

尺度 (Likert 5-point scale) 的評分方式，分數 1到 5表示「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或「沒聽過也都不了解」到「非常了解」，其主要原因是

受訪者在作答時比較清楚而且容易回答。而有關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中

其的回答方式則採用單選題方式，以讓消費者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看

法。 

本研究問題計分為生前契約、銀行信託、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與個人基

本資料四個部分。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在問卷調查資料來源以保險及生前契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另運用深度訪談保險公司，及生前契約公司業務發展設計部門主管及行銷

主管級人員，對保險產品與生前契約結合行銷之看法意願，彼此延伸服務

行銷策略合作之理念、利基點、預期衍生之障礙因素。作為研究分析資料

來源。 

第四節 抽樣對象與抽樣方法 

一、抽樣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保險公司的在中部地區（包括：台中縣市、彰化縣市、

南投縣市、雲林縣、苗栗縣等）的有效購買保險及生前契約消費者為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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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二、抽樣方法及問卷發放方式 

針對研究對象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本研究主要是委由保險公司中部

地區各通訊處營業分處業務人員針對其負責購買保險及生前契約消費者

予以發放，問卷發放方式是由業務人員親自請消費者填寫問卷。 

三、發放時間及樣本數量 

本研究發放問卷時間為民國 99年 5月 15日至 7月 15日進行問卷發

放。實際發放樣本為 500 份，扣除填答不完整及任意填寫之無效問卷計

47份，有效問卷數為 45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0.6﹪。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研究假設之驗證需要，將所蒐集

之資料，利用 SPSS 10.1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茲將所使用的統

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對於研究架構中個別變數運用敘述性統計分析方法，以說明各個變數

之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等。 

二、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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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亦稱可靠度)是指一份測驗所得的分數之可信度或穩定性，也是

同一群受測者在同一份測驗上測驗多次的分數要有一致性，所以信度是指

測量的一致性程度，如果同一份測驗前後兩次測驗的結果不同，就表示這

份測驗的信度差；本研究將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作為判斷信度的依

據。 

三、效度分析 

效度(亦稱正確性)是指一份測驗能真正測量到它所要測量的能力或特

質的程度，也就是要能到達測量的目的，才算是有效的測驗，此種有效的

程度就成為效度；本研究採因素分析法以主成份因素分析法及最大變異數

轉軸法之方式萃取主要構面因素，以取得累積解釋變異量，作為判斷效度

的依據。 

四、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用來瞭解不同消費者人口統計變數及消費者購買生前契約區

隔變數資料中對其所採行的變數中的各因素是否有顯著差異，並運用多重

比較法來進行事後檢定。其中性別部分採取獨立樣本 t檢定，而年齡、婚

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月平均收入、居住地及宗教信仰等採取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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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雖力求嚴謹與完整，然而仍有一些困難無法 

服，以致造成研究上之限制，茲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係以現有國內五家壽險保險公司產品為研究範圍，因受限人

力、物力及時間之因素，無法全面深度訪問及國內三十二家壽險保

險公司業務發展設計主要對結合生前契約的產品之設計觀念及行銷

意願，發掘障礙因素。因此資料統計數據無法做到全面性分析之限

制。 

二、 由於本研究係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所需資料，然而採用此研究方法

最大的限制便是問卷結果已受測驗者主觀意識、情緒等因素，而有

所影響，其次，受測者恐因個人因素而在填答時有所隱瞞，此亦為

無法克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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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樣本結構分析，第二節為樣本敘述統計量，

第三節為信度與效度分析，第四節為差異性分析，第五節為研究假說驗

證，驗證本研究假說是否成立。後根據分析結果將於第五章中提出結論與

具體建議。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受訪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月平均收入、居住

地及宗教信仰等人口變數及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樣本分配說明如下： 

一、人口基本特質變數樣本分配 

本研究樣本之各人口統計變數的分佈情形整理如表 4-1-1，並說明如

下。  

1. 性別：男性多於女性，男性 52.3%，女性 47.7％。 

2. 年齡：以 30~39歲為最多，佔 42.2%，其次為 20~29歲佔 38.4%。 

3. 婚姻狀況：以已婚有子女為最多，佔 47.9%，其次為未婚與父母同住佔

33.1%。 

4. 教育程度：以專科大學為最多，佔 53.2%，其次為高中高職佔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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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金融保險服務業為最多，佔 32.0%，其次工商製造業為佔 26.0

％。 

6. 月平均收入；以 30,001~40,000元為最多，佔 41.9%，其次為 30,000元

以下佔 33.3%。 

7. 居住地；以台中縣市為最多，佔 43.3%，其次為彰化縣市佔 28.0%。 

8. 宗教信仰；以佛教為最多，佔 31.6%，其次為無佔 21.4%。 

二、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樣本分配： 

1. 資訊來源：以電視宣傳廣告為最多，佔 36.0%，其次為報章平面廣告佔

27.4%。 

2. 辦理殯葬服務業者：以生前契約業者為最多，佔 44.4%，其次為靈骨塔

業者佔 35.3%。 

3. 生前契約主要功能：以為長輩預作準備為最多，佔 36.2%，其次為身後

事自己決定佔 31.6%。 

4. 業者接受意願：以保險公司為最多，佔 47.7%，其次為殯葬業者佔

29.6%。 

5. 接受合理服務費用；以 21~30萬為最多，佔 42.8%，其次為 31~40萬佔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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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預算；以 15~24萬為最多，佔 45.5%，其次

為 25~34萬佔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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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訪者人口基本特質變數次數分配表 

基本資料 人數(人) 百分比(%) 
男 237 52.3性別 
女 216 47.7
20~29歲 174 38.4
30~39歲 191 42.2
40~49歲 70 15.5
50~59歲 16 3.5

年齡 

60歲以上 2 0.4
已婚有子女 217 47.9
已婚未有子女 22 4.9
未婚單獨居住 150 33.1

婚姻狀況 

未婚與父母同住 64 14.1
國小國中 6 1.3
高中高職 158 34.9
專科大學 241 53.2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48 10.6
學生 50 11.0
家管 84 18.5
軍公教 40 8.8
農漁牧 11 2.4
工商製造業 118 26.0
金融保險服務業 145 32.0

職業 

其他 5 1.1
30,000元以下 151 33.3
30,001~40,000元 190 41.9
40,001~60,000元 77 17.0
60,001~100,000元 29 6.4

月平均收

入 

100,001元以上 6 1.3
台中縣市 196 43.3
彰化縣市 127 28.0
南投縣市 24 5.3
雲林縣 73 16.1

居住地 

苗栗縣 33 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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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訪者人口基本特質變數次數分配表（續） 

基本資料 人數(人) 百分比(%) 
佛教 143 31.6
道教 90 19.9
基督教 58 12.8
天主教 11 2.4
一貫道 33 7.3
回教 12 2.6
民間信仰 5 1.1
無 97 21.4

宗教 

其他 4 .9
 總計 453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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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受訪者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次數分配表 

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 人數(人) 百分比(%) 
報章平面廣告 124 27.4
電視宣傳廣告 163 36.0
業務人員 76 16.8
網路 6 1.3
購物頻道 15 3.3

資訊來源 

親朋好友 69 15.2
傳統殯葬業者 80 17.7
靈骨塔業者 160 35.3
生前契約業者 201 44.4

辦理殯葬

服務業者 

土公仔(鄉下居多) 12 2.6
減輕家人負擔 21 4.6
投資增值 107 23.6
身後事自己決定 143 31.6
為長輩預作準備 164 36.2

生前契約

主要功能 

其他 18 4.0
殯葬業者 134 29.6
保險公司 216 47.7
保險經代人 58 12.8
銀行 12 2.6
傳銷業者 25 5.5
農會 3 .7

業者接受

意願 

購物頻道 5 1.1
10~20萬 41 9.1
21~30萬 194 42.8
31~40萬 138 30.5
41~50萬 55 12.1

接受合理

服務費用 

50萬以上 25 5.5
15萬以下 18 4.0
15~24萬 206 45.5
25~34萬 158 34.9
35~44萬 56 12.4

購買「保

險結合生

前契約」

預算 
45萬以上 15 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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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樣本敘述統計量 

樣本平均數代表消費者對該問題的看法，將不同層面的受訪者利用平

均數進行比較。從表 4-2-1得知，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等方面，其

樣本問項的平均值大於 2.5，而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則在 2.01~2.63 之間，保

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 2.19~3.63之間，三者中以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的平均值較高，代表多數的受訪者對於此構面瞭解程度較高。 

表 4-2-1 受訪者樣本問項平均數及標準差 

構面 問卷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生前契約了解程度 2.51 0.824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提撥 75%認知 2.51 0.794
保險信託了解程度 2.17 0.871
保險信託定義認知 2.14 0.788
保險信託特點認知 2.01 0.800
應設信託專戶認知 2.19 0.833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保險業經營認知 2.63 0.870
現代商業保險理財新趨勢認知 3.36 1.044
保險公司挑選優良生前契約公司認知 3.41 1.055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購買意願 3.28 1.058
家人免除金錢煩惱認知 2.19 0.829
生命規劃完整保有最後尊嚴認知 2.38 0.870
往生不再補繳任何費用認知 3.27 1.010
避免生前契約公司倒閉風險認知 2.43 0.869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保值功能認知 3.11 1.043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免收頭期款認知 2.64 0.847
保險公司創造商品差異化服務認知 2.30 0.782
達到殯葬全方位規劃服務認知 2.53 0.876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 

讓身後事和財產規劃更加完整認知 2.39 0.8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6

第三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根據Wortzel (1979)建議，若 Cronbach’s α係數小於 0.35為低信度，

表示結果不可信；Cronbach’s α係數大於 0.35小於 0.7為中信度，表示結

果尚可，為最常見的信度範圍；若 Cronbach’s α係數的數值須大於或等

於 0.7則屬於高信度。 

表 4-3-1 為問卷各構面信度分析表，可以看出本研究所產生各構面之

信度皆達高信度水準。 

表 4-3-1 問卷各構面信度分析表 

構面  問項數量 Cronbach’s α係數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2 0.848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5 0.815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12 0.7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問卷設計方向的測量之正確性，即檢驗衡量工具可正確地測

得研究者所欲測量的特質之程度。首先在經過相關文獻探討，並與指導教

授的討論之後完成修改，在內容上大致可符合本研究目的。因此，本問卷

在內容效度應具備良好效度。建構效度部份，以因素分析作為本研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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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驗，用以測定各因素之解釋變異量，並以累積解釋變異量來表示每個

構面所具備的解釋能力。茲將結果列於表 4-3-2，可以看出累積解釋變異量

皆超過 50%以上，顯示問卷的建構效度在每個構面皆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 

表 4-3-2 問卷各構面因素分析表 

構面 問卷題目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生前契約了解程度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提撥 75%認知 

1.737 86.860%

保險信託了解程度 
保險信託定義認知 
保險信託特點認知 
應設信託專戶認知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保險業經營認知 

2.909 58.183%

現代商業保險理財新趨勢認知 
保險公司挑選優良生前契約公司認知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購買意願 
家人免除金錢煩惱認知 
生命規劃完整保有最後尊嚴認知 
往生不再補繳任何費用認知 
避免生前契約公司倒閉風險認知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保值功能認知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免收頭期款認知 
保險公司創造商品差異化服務認知 
達到殯葬全方位規劃服務認知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 

讓身後事和財產規劃更加完整認知 

3.894 57.1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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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差異性分析 

一、性別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由表 4-4-1可以看出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

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性別上沒有差別，可以解釋為

性別對於研究問項的構面都沒有差異。 

表 4-4-1 不同性別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男 3.52532 0.768413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女 3.45139 0.738445

1.042 0.298

男 2.63122 0.436710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女 2.60000 0.382890
0.806 0.421

男 2.54081 0.393176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 女 2.59337 0.417281
-1.380 0.168

註：*表示 p值<0.05 

二、年齡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2為年齡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

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保險結

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具顯著差異外，其餘皆未呈現顯著差異。事後檢定

發現，50~59歲>20~29歲；50~59歲>30~39歲；50~59歲>40~49歲；50~59

歲>60歲以上。可見在 50~59歲這個年齡階層中對於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的認

同程度最高，可能是比較有切身的需求在經濟能力上也能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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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年齡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5.148 4 1.287 2.287 0.059 
組內 252.058 448 0.563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組間 1.294 4 0.324 1.924 0.105 
組內 75.345 448 0.168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組間 4.860 4 1.215 7.847 0.000*** 
組內 69.371 448 0.155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50~59歲>20~29歲

50~59歲>30~39歲

50~59歲>40~49歲

50~59歲>60歲以上

*：p＜0.05  **：p＜0.01 ***：p＜0.001 

三、婚姻狀況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3為婚姻狀況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

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外。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部份為未婚與父母同住>已婚有子女；未婚與父母同住>已婚未有子女；未

婚與父母同住>未婚單獨居住。在「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為已婚有子女>未

婚單獨居住；未婚與父母同住>未婚單獨居住。可見隨著產品類型的不同，

不同婚姻狀況受訪者的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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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不同婚姻狀況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19.582 3 6.527 12.334 0.000***
組內 237.623 449 0.529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未婚與父母同住>已婚有子女；未

婚與父母同住>已婚未有子女；未

婚與父母同住>未婚單獨居住 

組間 2.470 3 0.823 4.983 0.002**
組內 74.170 449 0.165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已婚有子女>未婚單獨居住；未婚

與父母同住>未婚單獨居住 

組間 11.026 3 3.675 26.108 0.000***
組內 63.205 449 0.141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已婚未有子女>已婚有子女；已婚

未有子女>未婚與父母同住；未婚

單獨居住>已婚有子女；未婚單獨

居住>未婚與父母同住 

*：p＜0.05  **：p＜0.01 ***：p＜0.001 

四、教育程度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4為教育程度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生

前契約認知程度」具有顯著差異外，其餘皆未呈現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

現，在「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中各群組間差異並未呈現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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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6.356 3 2.119 3.792 0.010*
組內 250.849 449 .559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群組間差異未呈現顯著 

組間 .315 3 .105 .617 0.604
組內 76.324 449 .170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組間 .851 3 .284 1.735 0.159
組內 73.381 449 .163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p＜0.05  **：p＜0.01 ***：p＜0.001 

五、職業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5為職業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

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構想

皆未呈現顯著差異。 

表 4-4-5 不同職業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2.425 6 0.404 0.707 0.644 
組內 254.780 446 0.571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組間 1.143 6 0.191 1.126 0.346 
組內 75.496 446 0.169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組間 1.044 6 0.174 1.060 0.386 
組內 73.187 446 0.164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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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月平均收入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6為每月平均收入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

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

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

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部份為 30,000元以下>60,001~100,000元；30,001~40,000元>60,001~100,000

元；40,001~60,000元>30,000元以下；40,001~60,000元>60,001~100,000元。

在「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為群組間差異未呈現顯著；在「保險結合生前契

約認知程度」為 60,001~100,000 元>30,001~40,000 元；60,001~100,000 元

>40,001~60,000元。可見隨著產品類型的不同，不同每月平均收入受訪者的

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表 4-4-6 不同每月平均收入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18.773 4 4.693 8.818 0.000***
組內 238.432 448 0.532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30,000元以下>60,001~100,000元 

30,001~40,000元>60,001~100,000元

40,001~60,000元>30,000元以下 

40,001~60,000元>60,001~100,000元

組間 1.672 4 0.418 2.497 0.042*
組內 74.968 448 0.167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群組間差異未呈現顯著 

組間 7.441 4 1.860 12.479 0.000***
組內 66.790 448 0.149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60,001~100,000元>30,001~40,000元

60,001~100,000元>40,001~60,000元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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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居住地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7為居住地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

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構

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均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程度」部份為

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台中縣市>南投縣市；台中縣市>雲林縣。在「保險信

託認知程度」為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台中縣市>雲林縣；南投縣市>彰化縣

市：苗栗縣>彰化縣市；苗栗縣>雲林縣；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彰化縣市>台中縣市；彰化縣市>苗栗縣；南投縣市>台中縣市；南投縣市>

彰化縣市：雲林縣>台中縣市；雲林縣>彰化縣市；雲林縣>南投縣市。可見

隨著產品類型的不同，不同居住地在受訪者的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表 4-4-7 不同居住地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39.616 4 9.904 20.392 0.000 
組內 217.589 448 0.486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台中縣

市>南投縣市；台中縣市>雲

林縣 

組間 6.092 4 1.523 9.672 0.000 
組內 70.547 448 0.157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台中縣

市>雲林縣；南投縣市>彰化

縣市：苗栗縣>彰化縣市；苗

栗縣>雲林縣 
組間 13.054 4 3.263 23.898 0.000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組內 61.178 448 0.137   

彰化縣市>台中縣市；彰化縣

市>苗栗縣；南投縣市>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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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縣市；南投縣市>彰化縣市：

雲林縣>台中縣市；雲林縣? 

彰化縣市；雲林縣>南投縣市

程度 縣市；南投縣市>彰化縣市：

雲林縣>台中縣市；雲林縣? 

彰化縣市；雲林縣>南投縣市

*：p＜0.05  **：p＜0.01 ***：p＜0.001 

八、宗教信仰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8為宗教信仰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

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均未有顯著差異。 

表 4-4-8 不同宗教信仰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6.754 8 .844 1.497 0.156 
組內 250.451 444 .564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組間 1.301 8 .163 .958 0.468 
組內 75.338 444 .170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組間 1.369 8 .171 1.043 0.403 
組內 72.862 444 .164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p＜0.05  **：p＜0.01 ***：p＜0.001 

九、資訊來源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9為資訊來源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

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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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程度」部

份為報章平面廣告>網路；電視宣傳廣告>報章平面廣告；電視宣傳廣告>

網路；業務人員>網路；購物頻道>報章平面廣告；購物頻道>網路；親朋好

友>報章平面廣告；親朋好友>業務人員；親朋好友>網路。在「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為電視宣傳廣告>報章平面廣告；業務人員>報章平面廣告；業務

人員>電視宣傳廣告：網路>報章平面廣告：網路>電視宣傳廣告：網路>業

務人員：購物頻道>報章平面廣告：購物頻道>電視宣傳廣告：購物頻道>

業務人員：親朋好友>報章平面廣告：親朋好友>電視宣傳廣告：親朋好友>

業務人員；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為報章平面廣告>電視宣傳廣

告；報章平面廣告>親朋好友；業務人員>親朋好友；網路>報章平面廣告；

網路>電視宣傳廣告；網路>業務人員；網路>購物頻道；網路>親朋好友。

可見隨著資訊來源的不同，不同資訊來源受訪者的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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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不同資訊來源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42.580 5 8.516 17.736 0.000***

組內 214.625 447 .480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報章平面廣告>網路；電視宣傳廣告>

報章平面廣告；電視宣傳廣告>網路；

業務人員>網路；購物頻道>報章平面

廣告；購物頻道>網路；親朋好友>報

章平面廣告；親朋好友>業務人員；親

朋好友>網路 
組間 38.929 5 7.786 92.292 0.000***

組內 37.710 447 .084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電視宣傳廣告>報章平面廣告；業務人

員>報章平面廣告；業務人員>電視宣

傳廣告：網路>報章平面廣告：網路>

電視宣傳廣告：網路>業務人員：購物

頻道>報章平面廣告：購物頻道>電視

宣傳廣告：購物頻道>業務人員：親朋

好友>報章平面廣告：親朋好友>電視

宣傳廣告：親朋好友>業務人員： 

組間 9.867 5 1.973 13.705 0.000***

組內 64.364 447 .144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報章平面廣告>電視宣傳廣告；報章平

面廣告>親朋好友；業務人員>親朋好

友；網路>報章平面廣告；網路>電視

宣傳廣告；網路>業務人員；網路>購

物頻道；網路>親朋好友 

*：p＜0.05  **：p＜0.01 ***：p＜0.001 

十、辦理殯葬服務業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10為辦理殯葬服務業者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

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

出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

程度」部份為傳統殯葬業者>土公仔(鄉下居多)：生前契約業者>傳統殯葬

業者；生前契約業者>靈骨塔業者。在「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為生前契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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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傳統殯葬業者；靈骨塔業者>傳統殯葬業者；土公仔(鄉下居多)> 傳統

殯葬業者；土公仔(鄉下居多)> 靈骨塔業者；土公仔(鄉下居多)>生前契約

業者；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為傳統殯葬業者>生前契約業者：

靈骨塔業者>生前契約業者；土公仔(鄉下居多)> 傳統殯葬業者；土公仔(鄉

下居多)> 靈骨塔業者；土公仔(鄉下居多)>生前契約業者。可見隨著資訊

來源的不同，不同資訊來源受訪者的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表 4-4-10 不同辦理殯葬服務業者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42.648 3 14.216 29.750 0.000*** 
組內 214.557 449 .478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傳統殯葬業者>土公仔(鄉下

居多)：生前契約業者>傳統殯

葬業者；生前契約業者>靈骨

塔業者 
組間 9.684 3 3.228 21.647 0.000*** 
組內 66.955 449 .149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生前契約業者>傳統殯葬業

者；靈骨塔業者>傳統殯葬業

者；土公仔(鄉下居多)> 傳統

殯葬業者；土公仔(鄉下居

多)> 靈骨塔業者；土公仔(鄉

下居多)>生前契約業者 
組間 6.739 3 2.246 14.945 0.000*** 
組內 67.492 449 .150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傳統殯葬業者>生前契約業

者：靈骨塔業者>生前契約業

者；土公仔(鄉下居多)> 傳統

殯葬業者；土公仔(鄉下居

多)> 靈骨塔業者；土公仔(鄉

下居多)>生前契約業者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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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生前契約主要功能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11為生前契約主要功能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

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

出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

程度」部份為身後事自己決定>減輕家人負擔；為長輩預作準備>減輕家人

負擔；為長輩預作準備>投資增值；為長輩預作準備>身後事自己決定；其

他>減輕家人負擔；其他>投資增值；其他>身後事自己決定；其他>為長輩

預作準備。在「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為長輩預作準備>投資增值；為長輩預

作準備>身後事自己決定；其他>投資增值；其他>身後事自己決定；在「保

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為減輕家人負擔>身後事自己決定；減輕家人負

擔>為長輩預作準備；減輕家人負擔>其他；投資增值>為長輩預作準備；投

資增值>其他；身後事自己決定>為長輩預作準備；身後事自己決定>其他。

可見隨著生前契約主要功能的不同，不同生前契約主要功能受訪者的認同

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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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 不同生前契約主要功能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64.613 4 16.153 37.575 0.000*** 
組內 192.592 448 .430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身後事自己決定>減輕家人

負擔；為長輩預作準備>減輕

家人負擔；為長輩預作準備>

投資增值；為長輩預作準備>

身後事自己決定；其他>減輕

家人負擔；其他>投資增值；

其他>身後事自己決定；其他

>為長輩預作準備 
組間 8.404 4 2.101 13.794 0.000*** 
組內 68.235 448 .152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長輩預作準備>投資增值；為

長輩預作準備>身後事自己

決定；其他>投資增值；其他

>身後事自己決定 
組間 10.548 4 2.637 18.551 0.000*** 
組內 63.683 448 .142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減輕家人負擔>身後事自己

決定；減輕家人負擔>為長輩

預作準備；減輕家人負擔>其

他；投資增值>為長輩預作準

備；投資增值>其他；身後事

自己決定>為長輩預作準

備；身後事自己決定>其他 

*：p＜0.05  **：p＜0.01 ***：p＜0.001 

十二、業者接受意願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12 為業者接受意願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

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出

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程

度」部份為殯葬業者>保險經代人；殯葬業者>銀行；保險公司>殯葬業者；

保險公司>保險經代人；保險公司>銀行；傳銷業者>殯葬業者；傳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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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傳銷業者>保險經代人；傳銷業者>銀行；傳銷業者>購物頻道。

在「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為保險公司>殯葬業者；銀行>殯葬業者；傳銷業

者>殯葬業者；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為保險經代人>殯葬業者；

保險經代人>保險公司；保險經代人>傳銷業者；銀行>殯葬業者；銀行>保

險公司；銀行>傳銷業者。可見隨著業者接受意願的不同，不同業者接受意

願受訪者的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表 4-4-12 不同業者接受意願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84.141 6 14.023 36.139 0.000*** 
組內 173.065 446 .388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殯葬業者>保險經代人；殯葬

業者>銀行；保險公司>殯葬

業者；保險公司>保險經代

人；保險公司>銀行；傳銷業

者>殯葬業者；傳銷業者>保

險公司；傳銷業者>保險經代

人；傳銷業者>銀行；傳銷業

者>購物頻道 
組間 5.313 6 .885 5.537 0.000*** 
組內 71.326 446 .160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保險公司>殯葬業者；銀行>

殯葬業者；傳銷業者>殯葬業

者 

組間 17.186 6 2.864 22.394 0.000*** 
組內 57.045 446 .128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保險經代人>殯葬業者；保險

經代人>保險公司；保險經代

人>傳銷業者；銀行>殯葬業

者；銀行>保險公司；銀行>

傳銷業者 

*：p＜0.05  **：p＜0.01 ***：p＜0.001 

十三、接受合理服務費用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13為接受合理服務費用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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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異分析。可以看

出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前契約認知

程度」部份為 10~20萬>31~40萬；10~20萬>41~50萬；21~30萬>31~40萬；

21~30 萬>41~50 萬；31~40 萬>41~50 萬；50 萬以上>41~50 萬。在「保險

信託認知程度」為 21~30萬>31~40萬；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為 31~40萬>10~20萬；31~40萬>21~30萬；41~50萬>10~20萬；41~50萬

>21~30萬；41~50萬>31~40萬；50萬以上＞10~20萬；50萬以上＞21~30

萬。可見隨著接受合理服務費用的不同，不同接受合理服務費用受訪者的

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表 4-4-13 不同接受合理服務費用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43.086 4 10.771 22.537 0.000*** 
組內 214.119 448 .478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10~20萬>31~40萬；10~20

萬>41~50萬；21~30萬

>31~40萬；21~30萬>41~50

萬；31~40萬>41~50萬；50

萬以上>41~50萬 
組間 4.090 4 1.022 6.314 0.000*** 
組內 72.549 448 .162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21~30萬>31~40萬 

組間 15.326 4 3.831 29.139 0.000*** 
組內 58.906 448 .131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31~40萬>10~20萬；31~40

萬>21~30萬；41~50萬

>10~20萬；41~50萬>21~30

萬；41~50萬>31~40萬；50

萬以上＞10~20萬；50萬以

上＞21~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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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p＜0.001 

十四、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預算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分析 

表 4-4-14 為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預算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

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之差

異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在「生

前契約認知程度」部份為 15萬以下>15~24萬；15萬以下>25~34萬；15萬

以下>35~44萬；15萬以下>45萬以上；15~24萬>25~34萬；15~24萬>35~44

萬；15~24萬>45萬以上；25~34萬>35~44萬；25~34萬>45萬以上。在「保

險信託認知程度」為 15 萬以下>25~34 萬；15~24 萬>25~34 萬；在「保險

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為 25~34萬>15萬以下；25~34萬>15~24萬；35~44

萬>15萬以下；35~44萬>15~24萬；35~44萬>25~34萬；45萬以上>15萬

以下；45萬以上>15~24萬；45萬以上>25~34萬。可見隨著購買「保險結

合生前契約」預算的不同，不同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預算受訪者的

認同程度最高族群皆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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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4 不同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預算受訪者在問卷各構面之差異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78.787 4 19.697 49.457 0.000***
組內 178.418 448 .398   

生前契約認

知程度 

總和 257.205 452

   

15萬以下>15~24萬；15萬以下

>25~34萬；15萬以下>35~44

萬；15萬以下>45萬以上；15~24

萬>25~34萬；15~24萬>35~44

萬；15~24萬>45萬以上；25~34

萬>35~44萬；25~34萬>45萬以

上 
組間 6.370 4 1.592 10.153 0.000***
組內 70.269 448 .157   

保險信託認

知程度 
總和 76.639 452    

15萬以下>25~34萬；15~24萬

>25~34萬 

組間 20.101 4 5.025 41.590 0.000***
組內 54.131 448 .121   

保險結合生

前契約認知

程度 

總和 74.231 452

   

25~34萬>15萬以下；25~34萬

>15~24萬；35~44萬>15萬以

下；35~44萬>15~24萬；35~44

萬>25~34萬；45萬以上>15萬

以下；45萬以上>15~24萬；45

萬以上>25~34萬 

*：p＜0.05  **：p＜0.01 ***：p＜0.001 

十五、小結 

本小節將各背景變項在各研究構面的顯著情形作一摘要表，以供參考

比較。如表 4-4-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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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5 不同背景變項在各研究構面的差異分析之顯著情形摘要表 

構面 
背景變項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保險結合生前

契約認知程度 
性別    
年齡   *** 
婚姻狀況 *** ** *** 
教育程度 *   
職業    
月平均收

入 
*** * *** 

居住地 *** *** *** 
宗教信仰    
資訊來源 *** *** *** 
辦理殯葬

服務業者 
*** *** *** 

生前契約

主要功能 
*** *** *** 

業者接受

意願 
*** *** *** 

接受合理

服務費用 
*** *** *** 

購買「保險

結合生前

契約」預算 

*** *** ***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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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假說驗證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驗證情形如表 4-5-1所示。可以看出多數假設經驗

證後均為部份背景變數成顯著，故為部份成立。而消費者購買生前契約區

隔變數在所有變數構面均為顯著差異，故均為成立。 

 

                  表 4-5-1 研究假設驗證情形 

假設說明 驗證情形 
假設一：消費者對保險公司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人口

基本特質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部份成立 

假設二：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在人口

基本特質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部份成立 

假設三：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

度在人口基本特質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部份成立 

假設四：消費者對保險公司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消費

者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假設五：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在消費

者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假設六：消費者對保險公司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

度在消費者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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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生前契約、保險信託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等產品消費者認知程度現況： 

在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等方面，其樣本問項的平均值絕大部分

大於 2.5而且標準差較小，表示受訪者較能產生共識。而保險信託認知程

度絕大部分小於 2.5，表示受訪者的共識度較低。 

二、人口基本資料變數在生前契約、保險信託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等產品

消費者認知程度之差異性。 

（一）、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

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在性別上並沒有存在差異性。 

（二）、年齡在問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具顯著差異外，其餘

「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皆未呈現顯著差

異。 

（三）、婚姻狀況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四）、教育程度在「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具有顯著差異外，其餘「保險

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未呈現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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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五）、職業在問卷各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皆未呈現顯著差異。 

（六）、每月平均收入在問卷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

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七）、居住地在問卷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

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有顯著差異。 

（八）、宗教信仰在問卷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

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未有顯著差異。 

三、購買生前契約區隔變數在生前契約、保險信託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等

產品消費者認知程度之差異性。 

（一）、資訊來源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程度」

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二）、辦理殯葬服務業者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

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三）、生前契約主要功能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

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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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者接受意願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認知

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五）、接受合理服務費用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保險信託

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顯著差異。 

（六）、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預算在所有構面「生前契約認知程度」、

「保險信託認知程度」及「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認知程度」均具有

顯著差異。 

四、業者訪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行銷綜合意見： 

(一)、保險公司業者對「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行銷之利基點： 

    各保險公司業者現行販售「保險結合生前契約」之商品利基點不同，

以主張帶動終身壽險保單為主軸佔占 80%其餘 20%則以延伸客戶服

務為主。 

(二)、保險公司業者對「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行銷之障礙因素： 

    1、現行以異業結盟販售商品，保險業務人員因大部份佣金制度限制

需客戶履約後方能領取，導致行銷意願缺乏主動性。 

2、現行「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需訂立保險契約、信託契約、生

前契約，內容繁雜業務員專業知識須加強教育，商品應朝單一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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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簽訂方式，業務員行銷容易，客戶也較能認同。 

3、較具規模之生前契約業者已培訓業務系統通路，具備全國性服務

據點，且其市占率高，不願異業結盟販售其生前契約商品；現行

以異業結盟販售之生前契約商品業者，其通路、服務據點、市占

率均規模較小。消費者認同度較低。 

(三)、生前契約業者對「保險結合生前契約」行銷看法： 

    1、生前契約業者持保留態度，較傾向生前契約單獨業務系統通路及

結合各種行銷管道，配合政府法令行之。 

2、較具規模之生前契約業者意願以併購方式結合保險公司行銷其商

品，規模較小之生前契約業者則採異業結盟販售其商品意願較

高，唯亦同意以併購方式結合保險公司行銷其商品。 

3、現行生前契約依法需提撥 75%信託，對佣金制度有極大衝擊，行

銷及禮儀教育訓練費用約佔 40%；迫使生前契約業者發展替代方

案行銷(生前契約業者以行銷塔位增訂履約得以更換殯葬禮儀執

行契約)規避政府需提撥 75%信託法令。 

(四)、保險業者對「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看法： 

1、目前市場上行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是妥協下產物，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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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保費限制、無法真正發揮保障價值。 

    2、保險業者均抱正面積極之態度，唯受限法令規範，期望以修法發

展正式之「殯葬保單」。讓「殯葬保單」回歸本質「沒有現金價值」

不須因提存保單價值準備金而使保費偏高。「殯葬保單」受益人為

被保險人，應不具轉移性不能將保單轉付他人。 

 

第二節  建議 

以下針對研究結論，分成對保險業者的建議及未來研究事項。  

一、對保險業者的建議 

（一）、從本研究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保險信託認知程度普遍較為不足，

其可能原因在於消費者對於保險公司在推論此項產品仍著重在

保險保障部份，所以建議保險業者可以針對此項加強對消費者的

文宣廣告等，或由業務人員教育訓練著手對其負責客戶或準客戶

加以宣導。 

（二）、從本研究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保險公司的信賴程度仍然較其他通

路來得高，也是消費者最能信賴之業者，故保險結合生前契約來

行銷，已是目前發展的趨勢。對保險公司而言，提高消費者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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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的信賴感，達成從出生到死亡的人生一條龍的服務，也是

保險市場的重大利基；而對消費者而言，降低購買生前契約時的

疑慮並且結合信託產品，等於是多重保障。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針對消費者行為進行研究 

本研究針對保險公司生前契約、保險信託與保險結合生前契約等產品

消費者認知程度進行探討，但對於消費者行為模式未加以探討，未來可針

對此部份進行深入探討。 

（二）、以整合行銷傳播的理論探討行銷模型的發展  

整合行銷傳播目前已被廣告業者及廠商所大量運用，其帶來的效益包

括：品牌形象提昇、業績目標達成。所謂「整合行銷傳播」，就是整合各

種不同的傳播工具，透過不同的媒體、傳. 播技術和行銷活動，傳遞出相

同的訊息給目標族群。由於保險結合生前契約是屬於整合型的商品，故可

以結合保險公司及生前信託業者的角度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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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行銷之研究問卷調 

敬啟者您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有關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的調查，本研究純屬學術上參考使用，對您

的資料絕對保密，敬請放心填寫；在您開始填寫這份問卷之前，請先花些許時間閱讀下列資

訊說明，以便您接下來對問卷的認知及選項的勾選。 
   
  人的一生必經生、老、病、死四個階段，買人壽保險除了能規避人身風險外，同時也可

以透過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組合，有尊嚴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 
 
  生前契約：指當事人往生之前，先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購好身後殯葬禮儀的安排。 
  保險信託：指透過銀行將保險金信託。 
  保險結合生前契約：指當購買壽險的同時，簽訂保險契約、生前契約及個人信託，   

           指定身故保險金一定金額購買生前契約。 
  本次研究主要針對已購買人壽保險或生前契約人員，對生前契約、保險信托的認知及滿

意程度，及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之商品行銷調查，再次衷心感謝您的配合。 
 
 敬祝 
       心 想 事 成 ！              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研究所 
                              指導老師：賴本隊 教授 
                              研 究 生：黃  富 敬上 

 
 
第一部分 生前契約的認知調查 
請以您個人的意見回答下列問題，若有符合及在“□”內做ˇ選 

 
1.您認為您對「生前契約」產品的了解程度為何？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2.您知道合法生前契約業者必須提撥75%金額於合法信託機構(銀行)？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3.您對於生前契約的資訊來源其主要取得管道為何？ 
□報章平面廣告 □電視宣傳廣告 □業務人員 □網路 □購物頻道 □親朋好友 

4.在您居住環境中其辦理殯葬禮儀服務的業者主要以何種為多？ 
□傳統殯葬業者 □靈骨塔業者 □生前契約業者 □土公仔(鄉下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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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認為購買生前契約的主要功能 ？ 
□減輕家人負擔 □投資增值 □身後事自己決定 □為長輩預作準備 □其他______ 

6.請問您對於下列銷售生前契約的業者，何者的接受意願為最高？ 
□殯葬業者 □保險公司 □保險經代人 □銀行 □傳銷業者 □農會 □購物頻道 

7.目前內政部統計台灣平均每件殯葬禮儀服務的費用為 37.5萬元，您可接受的合理殯
葬禮儀服務費用為多少？ 

□10~20萬 □21~30萬 □31~40萬 □41~50萬 □50萬以上 
8..您認為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的預算範圍？ 
□15萬以下 □15~24萬 □25~34萬 □35~44萬 □45萬以上 
 
第二部分 保險信託認知調查 
請以您個人的意見回答下列問題，若有符合及在“□”內做ˇ選 

 
1.您對於「保險信託」商品了解的程度有多少？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2.您知道「保險信託」是由銀行依委託人約定之管理及運用(如定存、基金等)?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3.您知道「保險信託」的特點是具有隱匿信託財產功能？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4.您知道保險業辦理「保險信託」，應設信託專戶並以信託財產名義表彰？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5.保險業經營「保險信託」業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其營業及會計必須獨立？ 
□沒聽過也都不了解 □有聽過但沒有概念 □有聽過並有些概念 □了解 □非常了解 

 
第三部分 保險公司結合生前契約商品行銷之看法調查 
請以您個人的意見回答下列問題，若有符合及在“□”內做ˇ選 

 
1.您認為保險、信託、生前契約三種組合，是現代商業保險理財新趨勢？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您覺得由保險公司來挑選優良生前契約公司，較具保障？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您願意購買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商品，由保險金信託來支付自己殯葬費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您同意透過保險金信託支付「生前契約」殯葬禮儀服務費用，讓家人免除金錢上煩
惱？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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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認為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可將生命規劃更完整，保有人生最後的尊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6.您同意繳交保費期間如往生，不再補繳任何費用可享「生前契約」殯葬禮儀的服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7.您同意未往生前可隨時終止信託契約，以避免「生前契約」殯葬禮儀公司倒閉風險？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8.您認為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可對抗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達到保值功能？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9.您同意保險結合生前契約可免收頭期款，以被保險人名義與銀行簽訂信託？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0.您認為保險公司銷售人生最後一張保單「生前契約」，可創造商品的差異化服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1.您覺得「生前契約」公司在結合靈骨塔位或墓地服務，可達到殯葬全方位規劃服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2.您認為將保險、信託、生前契約的組合，可讓身後事和財產規劃更加完整？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第四部分 受訪者基本資料 
請依個人實際狀況，若有符合即在“□”內做ˇ選 

 
1.性別：□男性 □女性 
2.年齡：□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3.婚姻狀況：□已婚有子女 □已婚未有子女 □未婚單獨居住 □未婚與父母同住 
4.教育程度：□國小國中 □高中高職 □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 
5.職業 
□學生 □家管 □軍公教□農漁牧□工商製造業 □金融保險服務業 □其他 

6.目前每月平均收入 
□30,000元以下 □3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100,000元 
□100,001元以上 
7.居住地 
□台中縣市 □彰化縣市 □南投縣市 □雲林縣 □苗栗縣 □其他______ 

8.宗教信仰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回教 □民間信仰 □無  

□其他______ 

問卷調查至此再度感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