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場：91/05/16（四）   9：30—11：30 AM 

        主講人：國泰人壽  李長庚 副總經理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陳家聲 所
長 

        講  題：『國泰人壽之未來發展』 

背景介紹：壽險事業是一種關係社會大眾的服務業，企業主

除了要採取穩健長遠的經營態度外，更應重視社會

責任的履行。因此，國泰人壽名譽董事長蔡萬霖先

生於多年前提出「四大經營理念」作為本公司經營

的最高指導原則。國泰人壽也在長年的經營後，成

為人壽業的龍頭。而隨著金融產業多元化與全球化

的發展，以及國內金融機構購併、整合法源之制訂，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正式成立，國泰金控架構起一個功能完整的

經營平台。藉由遍佈全省之營業據點與銷售人員，

發展共同行銷 (cross-selling) 的策略，提供客戶一站
購足(one-step shopping) 的服務。 

 

 

 

 

 

 

 

 

 

 

 

 



 



國泰人壽之未來發展 

 
國泰人壽  副總經理 

李長庚 

陳家聲 所長： 

很高興有機會邀請國泰人壽李副總經理與大家分享他的想法，國泰人

壽是國內壽險業的龍頭，目前也正推動國內金融環境的改變，李副總又是

推動國泰成立金控公司幕後最大的推手，相信他對國內產業環境與相關金

融市場的發展都有深入的瞭解。學生對國泰感受最大的部分應該是每個學

期由國泰提供的獎學金，另外，國泰集團也推動了很多文教、社會等活動，

對於國內社會的關注程度很高，而我們舉辦孫運璿管理講座也是希望找到

國內優秀的產業到此共同分享他們的觀念與作法。 

幾年前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台灣似乎免於侵襲，對我們是福？是禍？

韓國當時受到很大的傷害，但是最近韓國的發展相當亮麗，而國內金融環

境表面上雖然不錯，但最近幾個月，國內銀行業經常在打銷呆帳，而且都

是好幾百億，相信這樣的現象是一項警訊，國內金融環境面對國際產業競

爭，尤其是 WTO 對產業政策的開放，我們所要面對的已不只是國內的競
爭。目前國內保險業已開放二十幾家公司，對於保險與金融產業都是相當

大的刺激，雖然政府亦鼓勵自由化與全球化，但我們開放的程度似乎還是

慢了點，例如在保險所能做的投資組合方面，過去可能是不動產或儲蓄，

但目前這些投資所能獲得的利潤不斷萎縮，保險業在面對國際產業的競爭

以及獲利空間有限的情形下，如何在產品上進行突破，是一項非常重要的

因素，國泰人壽蔡董事長為了推動金融與保險環境的改變，也常在政府相

關活動中提出建議。 

今天很高興能邀請李副總與我們分享國泰人壽的看法，接下來便將時

間交給李副總，歡迎李副總！ 

 

李長庚 副總經理： 

學習是人生中很重要的歷程，例如唸研究所，唸完後會覺得這是人生

中新的一段生活，因為唸完研究所後沒人知道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就像

唸完大學沒人知道你是哪個高中畢業的一樣，是人生全新的開始，所以有

機會重新唸書是非常有意義的過程。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國泰人壽在過去幾年間如何因應金融環境的改

變與一些作法，希望能以互動的方式與大家溝通。 

今天的報告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國內外的金融環境及發展趨勢，

第二為國泰人壽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中，所累積的基本優勢，接下來則是

在金融環境改變之中，我們有何機會，最後則是過去所採用的辦法。 

國內外的金融環境及發展趨勢 

對於金融環境的改變，若以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後作為比較，

韓國約有五、六千萬人口，台灣則為兩千多萬人口，香港約為六百萬，新

加坡約為三百萬人口，以整個市場的人口數來說，台灣應該有機會比新加

坡、香港還好；若以每人的平均所得來看，我們會比韓國有機會，因此，

台灣是發展金融服務業相當好的據點，在九七年金融風暴之前，台灣四平

八穩，而九七年之後，韓國撐得非常辛苦，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看到很多穿

西裝的韓國人在街頭排隊等便當，但這樣的例子現在已經不在，韓國目前

金融產業的發展和台灣不太一樣，對於整個市場與金融環境的改變，台灣

金融業所要思考的應該是如何因應環境改變，以保持領先的競爭地位，或

是找到競爭的利基市場，這是每個從業人員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就資料來看，全球整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台灣金融業的過度競

爭可由很多方面來看，若由台灣金融業家數來看，台灣貨幣金融機構家數

約為七千多家，若加上保險業的服務據點，亦即可以進行金融服務的據點

約有一萬多個，因此台灣的金融服務業比便利商店還方便，而現在電話

費、停車費、瓦斯費等代收費用幾乎都可由便利商店繳交，這麼多的金融

服務據點加上非金融服務但可從事金融服務的據點，因此，服務據點非常

多。若以從業人員來看，去年第四季為止，台灣本國銀行加外商銀行，以

及基層金融機構，約有十一萬八千多人，一台灣兩千兩百多萬人口計算，

平均每個銀行從業人員只服務約一百九十幾人；以壽險公司來說，去年壽

險工會登記人數約為三十萬兩千多人，因此，平均每位通過壽險從業人員

考試的人員，在所有人口中所能涵蓋的約只有七十幾個人，若扣除年紀很

大，不能賣他保險的，以及不知什麼是金融商品的人，一個從業人員所涵

蓋的人口數非常有限，因此過度競爭的狀況讓台灣金融產業的 ROE 在亞
洲市場上是最低的。 

以產業面來看，台灣是產業集中度最差的國家，以新加坡為例，新加

坡政府明顯表示只要二家銀行，因此，新加坡銀行合併至今只剩三家銀

行，現在大家正在猜哪一家會被合併，最後新加坡國內銀行只剩兩家，而

台灣前五大本國銀行的市場佔有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幾，香港前五大本國銀

行的集中率是百分之八十幾，韓國是百分之七十幾，新加坡則是百分之九

十幾；台灣產業生態中，集中度較高的只有壽險公司，前五大約有百分之



七十八的市場佔有率，其餘沒有產業集中度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因此市場

商品結構類似，競爭也都是價格競爭。 

一九八七年開放之前，只有八家壽險公司，當時銀行存款率約為百分

之九點七五，壽險保單的保證利率為百分之六，放款利率約為百分之十

三，因此資產負債管理很容易，資產報酬率都遠高於保單的負債成本；一

九八七年市場開放之後，新進業者需要快速取得市場，因此新進業者幾乎

都以百分之八的保證利率和舊業者的百分之六競爭，保單利率由百分之六

到百分之八，保費大約貴了百分之四十幾，相同的保障、相同的商品結構，

國泰人壽保單比新進外商保單貴了百分之四十幾；壽險公司有三種策略可

以取得市場佔有率，第一為服務取勝，但服務取勝並不容易，必須教導

sales，以及後勤系統的支持、理賠效率、服務效率等，服務品質必須能區
分才能打出口碑；其次為短期促銷，例如到泰國、日本開海外觀光會，透

過這樣的活動激勵從業人員，這樣的活動一次付清，公司的負擔也只有一

次，沒有後續負擔，而服務為長期發生，服務系統建立、人員素質提升後，

服務品質會逐漸改善，是打長期戰；最後，最快的方法是價格競爭，保單

都是二、三十年的終生保障，作用一直往後累積，前期較看不出影響。 

我們的數理人員很清楚，當保單為百分之六與百分之八的競爭時，我

們的市場將流失，但當利率環境改變時，我們將有較強的財務結構，因此

我們寧可忍受市場佔有率由百分之五十五降到百分之三十幾；也因此，

四、五年前有很多人打電話來詢問國泰是不是快倒了，所有排名一路下

滑，公司內部各項效率指標都向下，經營階層壓力非常大，但我們仍堅持

不需透過價格競爭，為價格競爭會讓市場結構產生很大的轉變，而這兩年

利率快速下跌後，目前銀行存款只剩百分之二點五，當時保單為百分之

八，甚至為百分之十，當客戶源源不絕進來，例如一年湧進了兩千多億的

保費收入，若成本比目前所有資產報酬率高該怎麼辦？台灣整體壽險公司

預定利率大約會趨於七點二五到七點五之間，國泰人壽一直堅持不打價格

戰，寧可忍受市場佔有率的流失，到目前為止我們的保單利率大約維持百

分之六，當利率大幅下跌時，我們就能比別人活的久，因此，如何求取長

期生存、長期發展，是困難的，例如四、五年前的我們，外勤營業人員由

三萬六千人降到兩萬五千人，市場佔有率由百分之五十五降到最低時的百

分之十一，經營階層面臨相當大的壓力。 

台灣目前社會環境的改變有很大部分是因為法令推動的改變，而金融

整合的過程是一個微笑曲線，競爭會加速，當漸漸有人受不了，被擠出市

場時，效率才會慢慢發展，因此，競爭態勢不會因為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

而和緩，未來兩、三年間，反而會比過去激烈。未來要如何競爭？必須靠

資源整合、規模經濟，必須靠跨業行銷降低成本、創造營收綜效；如何讓

公司轉型、質變社會形象與所提供的內容，便是我今天報告的主要內容。 



在 UBS 的研究報告中，由一九八六年產品線可看出，每個領域都有
一些較突出的市場領導者，但當我們看到同樣這些公司兩千年的產品線

時，可以發現金融板塊已大幅遷移；以前是井水不犯河水，但目前的金融

機構知道在環境改變的過程中必須進行成本節約，必須創造更高的綜合效

益，背後的含意便是整個金融市場的資源在牽動，也就是人才、know how、
行銷通路的整合，誰能在新的領域取得領先、創造更好的效益，誰的淨利

就會成長，這些不只在國外發生，很快的，在台灣也將實現。 

若以個人的金融性資產來看，台灣在一九九八、九九的變化不大，但

若將一九九九年的台灣與美國相比較，兩者結構不大相同，若將來台灣會

跟著美國的腳步，金融資產將會往那個方向移動？也就是，身為一位金融

從業人員，當要思考未來發展時，需朝哪個方向移動資源，才能在市場結

構變化的過程中取得較為領先的地位？美國在一九八０年代時，銀行存款

占很大的比重，但二００一年時，存款比例逐漸下降，百分之三十幾的金

融機構資產移到了共同基金以及退休金當中，保險公司則持平，但美國自

一九八０年代便開始發展投資型商品，因此很多保險公司已跨入共同基金

與退休金部分。 

台灣壽險業概況 

亞洲的壽險公司因為法規而受到限制，regulation是金融產業變動中，
很大的推動力量，過去台灣有很多法規限制，例如保險法，台灣的保險法

有很多和三民主義一樣偉大，是台灣所獨見而創獲者，保險法自民國五十

八年國光人壽倒閉、六十二年修法之後，政府很怕保險公司倒閉，便加了

很多奇怪的法規，舉例來說，七十九年之前，保險公司所有股票投資，其

投資標的必須為過連續三年的稅後淨利達百分之六以上，七十九年之後則

改為三年平均為百分之六以上，我曾向當時的邱部長表示全世界沒有其他

國家有這樣的立法，另外，學理告訴我們，股票是看未來，而非過去，若

一家公司連續三年稅後淨利在百分之六以上，表示景氣連續好三年，因此

這便是強迫我們買在最高點，而下跌時卻又不能買；若依照理論，應該低

點買高點賣，但保險法卻逼迫保險公司必須買在最高點，而低點時卻因不

合規定而必須賣出；更有趣的是，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有些公司出了問

題，而這些出問題的公司中，有將近百分之七十幾符合過去三年稅後淨利

達百分之六的這項條件；因此，第一、各國立法中從未有這樣的立法，第

二、學理上不合，第三、這項立法在實務上根本不管用，而這項立法卻經

過二十幾年之後才刪除。 

值得欣慰的是，過去二年內，台灣在壽險業的法規限制上有非常大的

突破。去年我參加法國的一場論壇，很多法國朋友問我台灣的保險公約有

什麼好看，我們的法規是最嚴苛的，我回答他們，若是一年半前問我，我

的回答是 Yes，但在過去一年半中，台灣保險相關法令的限制有相當大的



改變，例如之前壽險公司的銀行存款仍佔相當大的比重，目前的大額定存

最多百分之二點五，但預定利率為百分之六點多或七點多，而台灣二十年

期的公債利率為百分之三點多，也就是說，若有一張二十年期保單，預定

利率為百分之七，你買了二十年的公債，百分之三點五的殖利率，就表示

你斷頭二十年，你的保單收入是未來二十年的資金，若買了二十年的公

債，便是鎖住損失百分之三點五，連續二十年；我曾向政府表示，為何不

開放我們到國外投資？這樣根本無法讓保險公司進行資產負債管理，當台

灣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的流動性投資時，為何不能到國外投資？這樣的

情形直到前年二月份才開始改變，到了去年二月份才讓我們進行這樣的投

資，因此，我們便快速的將海外資產由百分之三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如此

便可鎖定未來的成本，當利率為百分之六點一時，事實上只佔總資產的百

分之九十，因此，以公司的資產報酬率來說，我們只要達到百分之五點五

便可損益兩平，若扣除費差，整個公司的資產報酬率只要百分之四點四便

可達損益兩平，若在海外可拿到百分之六或六點五，我們便可鎖住未來二

十年，每年有百分之二點多或三點多的利差，但在國內根本不可能如此，

因為根本達不到百分之四點四的損益兩平點。 

台灣以前的保單貸款是中信局、台灣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等四

家銀行兩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再加一個百分點為保單利率，但是，

如果保戶拿著保單向保險公司借錢，最近兩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平均約為百

分之二點多，加上百分之一，即可以百分之三點多的利率向保險公司借

錢，但保險公司付給保戶的二十年保證利率為百分之六點一，等於是法令

規定鼓勵所有的保戶吃保險公司豆腐，這是很奇怪的，還好法令已於去年

七月份修改。現在可根據不同資產結構、保單結構，以及當時的保單利率

加減碼，最高可加一個百分點，如此保險公司的收益就會改善。 

剛才所提的例子都很簡單，但是立法部分卻沒人敢改變，而過去兩年

半間，政府官員體會到加入 WTO 之後，本土業者必須與外國業者競爭，
因此必須改變，而改變的過程中，法規是一項很大的誘因。我們認為自己

比大陸進步，但以投資型商品為例，我們去年才通過，而大陸在前年就開

始賣了，我曾跟一位大陸人士表示，非常佩服大陸敢開放投資型產品，第

一、大陸沒有完整的會計制度，第二、大陸沒有分離帳務的觀念，第三、

大陸的資本市場是很有趣的市場，第四、消費者根本不清楚何為投資型金

融商品，若是我們，根本不敢開放。他回答，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們就

要加入 WTO 了，若我們的業者什麼都不會，只要市場開放，這個市場一
定被外資拿走，因此，雖然一定會發生問題，但為了讓本土業者有免疫力，

仍要開放。整個市場快速發展一定會出問題，但仍須強迫取分，因此他們

一面開放一面學習、一面面對所有問題，而當大陸跳過這個門檻之後，我

們就跟不上他了，因此，我們雖自認比對岸同胞進步，但其實不盡然。大

陸有四大銀行，所有的董事長與總經理大約都是四十幾歲，他們政府正執



行年輕化、知識化政策，因此目前大陸的主事者，很多都只有三十幾歲，

而且學歷都非常好，我問他們這樣是否會有反彈，他們表示會，但他們會

強迫退休。而我們較好的部分是這兩年在立法上有很大的改變。 

另外一個較大的壓力來自全球，全球化是透過新市場的佔有與開拓帶

來新的效益，但除非市場太大，否則一定會擠壓到原市場的業者，因此會

讓競爭白熱化。以前抱怨法規限制太多，績效不好可以說是法規限制太

嚴，而當法規開放後，便沒有藉口了，以前大家都把錢放在存款時，績效

分不出好壞，而法規開放後，投資組合的運用以及投資績效就會不一樣，

績效表現將有很大差距，壓力也將產生。另一方面，因全球化而有新的業

者加入，必須開始思考通路上、產品上的競爭，我們可以看到產業在成長、

商品在改變、通路在改變，因此，既有業者必須思考在產業轉變的過程中，

該定位在哪裡，該如何透過通路的競爭，提供消費者快速、安全、方便的

服務與商品。 

以台灣壽險業的開放來看，自一九八七年前的八家，到現在的三十

家，以後的家數將逐漸減少；產品結構方面，目前約有百分之七十幾仍為

壽險，但隨著去年保險法的修正，將來產品結構必定會改變，因此，進行

資產負債的管理時，隨著法規的改變、市場的開放，其他部分將會增加。

另外，台灣金融業的生態由剛開始的高度管制，到市場開放，在到目前的

金融改革；今年銀行需打銷約兩千三百億的呆帳，產業競爭如此激烈，大

家打的是同質性的商品，因此打得很辛苦，例如銀行的信用卡業務，台灣

發展了很多，但真正由信用卡上賺錢的沒有幾家，但韓國信用卡業務的年

報酬率大約在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之間，如同剛才所說，市場的大小有一定

的程度，但我們的家數實在太多，規模太小，因此都在進行同質性的競爭，

再加上台灣房地產的低迷，因此所有問題都爆發了；當外部環境改變時，

很多問題都會浮現，但這是好現象，例如九七年之後韓國非常辛苦，但也

因為這樣的機會讓韓國致之死地而後生，因此，若呆帳問題不能解決，外

國投資人對我們不會有信心，例如我們最近正進行海外信用評等，別人便

會問我們的逾放比是台灣標準或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只要三個月不繳息便

是逾放，而台灣的逾放不包括協議性只繳息不還本的部分，因此沒有人知

道台灣的逾放比到底是多少，當看不清時，投資人根本不敢投資金融股與

銀行股，當水位退了，底下的爛泥巴浮現，在爛泥巴清除之後，如果仍是

清澈的水，投資人才敢進來，魚才會開始生長，才會有魚可釣，因此，台

灣清理逾放是對金融業改變的好過程。有人曾問我，金融控股公司是否能

改變這樣的狀況？其實不一定，東西懷了就是壞了，必須重新清理。 

在立法方面，金控法主要是異業結合，透過金控法，才能由壽險公司

轉換、購併銀行，企業合併法是規範金控法沒有規範的部分，公司法則是

以上沒有規定的部分，例如部分交換、移轉；金控法三十六條規定，可以



投資不同的金融機構，亦可投資非金融機構，但每個事業不得超過百分之

五，且非金融事業之總投資不得超過資本額的百分之十五。 

國泰金控之現況與市場機會 

國泰人壽在過去四時年中累積了很多資源，包括了市值與總資產等，

在上市公司的市值部分，國泰人壽約為全世界第十一大的保險公司，在亞

洲及歐洲部分，排名約為第三名，透過這些優勢，我們累積了很多資源，

包括客戶、通路、行銷體系等。 

在匯通銀行部分，經過這兩年的積極推展，目前發卡部分約有一百五

十萬張流通卡及一百一十萬信用卡客戶，且於前年一次打銷四十五億元的

呆帳，因此，西元兩千年時，匯通銀行稅後淨損為三十六億，去年則淨賺

十一億元，也就是處理掉爛的東西之後，才能讓好的東西浮現。 

目前國泰金控中包括了三家公司，國泰人壽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股份轉換的方式轉型為國泰金控公司，未來將透過國泰金控進行競爭；國

泰目前既有的客戶數超過台灣市場的人口，將利用這些優勢及財務優勢跨

入異業發展，我們亦持續引進新的 know how，希望未來能進入亞洲市場，
並期望在五年後成為亞洲內具有份量的金融機構。其實台灣金融業者有很

大的機會可以跨入亞洲市場，如果透過如交銀、中銀的整合，整合後的總

資產、市值將讓我們有力量在亞洲發展一些購併的行為，因此，雖然台灣

的金融機構有很多壞帳，但不需妄自菲薄，我們仍有很大的份量。 

市場有機會也有挑戰，以國泰人壽為例，每年給保戶的理賠金、紅利

等各項支付，大約有一千一百多億，每年保費收入大約為兩千兩百多億，

因此，公司每年的現金流入與流出大約為三千三百多億。有些客戶在二、

三十歲時購買保險，但五、六十歲時因年紀太大，不是無法買保險，就是

保費太貴，而保險公司只能從事人身保險的業務，所以只能每年看著一千

多億流失，而轉換為金控公司後，我們便可提供很多產品，讓客戶的錢留

在集團內。目前台灣的金融總資產約為二十六兆，保險業約佔百分之十一

點二，大約為二點六兆，國泰人壽約佔壽險公司總資產的百分之四十二，

而國泰人壽的客戶金融性總資產約為十點四兆台幣，目前國泰人壽的總資

產約為一兆一千六百億，因此，未來我們希望將客戶原本放在其他金融機

構的資產轉到國泰金控旗下的公司，我們也有一些因應措施，例如行銷通

路，我們大部分依賴傳統壽險行銷通路，目前也正開發其它不同的通路，

而金融商品的屬性各不相同，只有壽險商品含有較高的通路費用，在行銷

體系中，壽險業務人員的成本較貴，因為壽險屬於被動性、door-to-door
的銷售行為，除旅遊險外，很少主動性購買，而銀行則屬於據點性的行銷；

金控法規定銀行分行可進行全方位的理財行為，而目前國泰人壽約有五百

個服務據點，其中壽險公司有功能性的限制，無法從事全方位的服務，因



此，我們在第二層進行較為簡易的整合性分行，第三層則是兩萬八千個

sales，我們希望架構一個三層式的行銷通路，其他如電話行銷部分，我們
的 call-center 也將建構完成，根據過去幾年的經驗，電話行銷的銷售額和
sales差不多，這也是行銷通路的改變。 

商品方面，未來的金融商品將會由自己組合，即我們只提供基本元

件，客戶則根據不同的需要組合成不同的形式。資訊整合方面，我們也進

行了大約三年，國泰人壽的資訊系統為 IBM 系統，約有三萬九千多個程

式；保險公司所要求的是長期、穩定的系統，及時性並不是很重要，重要

的是穩定性與可靠性，也因此讓我們在效率上、時間的回應上較差，最後，

我們希望開發一個新系統，若此系統可涵蓋原本基礎資料的大部分結構，

則可以嘗試轉換；我們先由 CRM 開始，即新系統的基本設計可涵蓋原系
統每個單一客戶及保單資料的百分之八十二，因此，未來將原本的 main 
frame 轉換為三層式時，只有百分之十八可能出現問題；目前國泰人壽的
資訊系統與匯通不同，將來轉換會是很大的工程，因此我們希望資訊系統

是開放式的，才容易整合未來購併機構的資訊系統；CRM 部分，今年九

月份應可全部建置完成，call-center 約在今年六月份建置完成，希望明年
底可完成整個三層式的架構，如此未來購併時將不會有太大的困難；而客

戶基礎是我們一項很大的優勢，如何加工此客戶基礎、如何提升服務品

質，以及風險的控管等，都是很大的 function。保險司根據保單數的統計，
國泰人壽約有七百萬保戶，但有些保戶是重複的，扣除重複部分及產險

後，我們約有八百六十萬客戶，我們希望透過通路、客戶的移轉，讓資源

轉換較為順利，例如匯通的一百五十萬信用卡客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為

國泰人壽的保戶；國泰投信的基金，約有百分之七十八為國泰人壽的保

戶，因此，既有資源可以讓未來金控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共同利用。 

國泰人壽在保險業有一定的地位，但在證券資產管理方面，都還很

小，這將是我們未來購併的方向；目前國泰人壽在總資產、營收、獲利方

面，約佔國泰金控的百分之九十，因此國泰人壽與國泰金控的印象有些重

疊，我們希望未來在市場結構、營收結構、獲利結構上，透過購併來發展，

以達成較為完整的金融服務平台。以上是我的報告。 

 

Q＆A 

Q1：李副總曾說，當利率為百分之六點一時，透過海外資產的經營，若
扣除費差，國泰的資產報酬率只要百分之四點四便可達損益兩平，可

否說明其中的關係？ 

李長庚 副總經理： 



資產負債表上，負債主要為準備金，理賠準備金約佔總資產的百

分之九十，因此資產的運用只要拿出對等的百分之九十，但目前是百

分之百運用，總資產涵蓋兩部分，一為股東權益，一為負債，而負債

的理賠金佔總資產的百分之九十，轉換為總資產報酬率時，只要達到

原本的百分之九十，便可涵蓋負債方面給保戶的保障，也就是，即使

犧牲股東的權益，若要確保報戶獲得百分之百的清償，只要總資產的

九折即可。 

壽險公司的資產運用主要為追求利差，另外還包括死差與費差，

時差是根據政府所公布的生命表，由各公司依據本身不同的經驗設計

產品，若公司的經驗值很高，估算死亡率時會比較精確，原本預計的

死亡率與實際死亡率的差異便是保險公司死差的來源，這部分通常很

穩定；費差部份則是經濟規模的問題，例如要建設一套 CRM系統，
國泰人壽可以花費兩億，但小公司就花不起，因此我們可以規模贏別

人，國泰人壽有兩萬八千位 sales，平均分攤這兩億成本，而小公司可
能是兩千人分攤一億的成本，小公司的單位成本就高了很多，因為經

濟規模的關係，目前只有幾家較大的保險公司有費差益，大部分的保

險公司為費差損，若比較每家公司費用佔總收入的部分，國泰人壽的

比例是最低的，我們每一佰元的保費收入，大約只有十八元為費用，

若為小公司，大約為百分之三十二到三十八，因此，若利率為六點一，

以總資報酬率估算，除以零點九，大約為五點五，國泰的死差與費差

約有一點一個百分點，所以公司的資產運用報酬率只要百分之四點四

即可損益兩平。 

 

Q2：副總曾說，當資產報酬率達到百分之四即可損益兩平，但現在景氣
不好，例如投資標的為不動產或股票時，情況都不是很好，請問國泰

是否能達到這樣的預期？另外，很多人認為投資型商品可以為壽險公

司創造另一波收入，但另一種說法則認為投資型商品的佣金相對較

低，因此無法達到預期的成長，請問副總的看法如何？ 

李長庚 副總經理： 

長期來說，若保險公司的資產報酬率不足以 cover成本，將會出
問題，日本就是如此，日本股市由三萬多點跌到九千多點，不動產也

大幅下滑，保險公司便陷入困境，很多保險公司倒閉，若這樣的情形

在台灣發生，國泰人壽也會倒閉，因此我們也一直向政府反應，在

WTO 的架構下，台灣自一九八七年便開放競爭，因此較大的外商保
險公司都已經進入台灣了，我們已和他們競爭了十幾年，大概已清楚

整個遊戲了，但以投資面來說，很多東西我們懂但無法在台灣使用，



美國保險公司約有百分之六十的資本放在政府公債與公司債上，但台

灣的公債市場很小，幾年前只有九千多億，現在則為一兆多，而壽險

公司有兩千多億，每家金融都想以公債作為準備金，卻買不到這麼多

公債，因此，負債的 duration可能是十四，但資產的 duration可能只
有四或五，根本沒有長期、足夠收益的、流動性的資產符合負債的

duration，因此，duration、cash flow以及收益都無法 match，當市場
劇烈變動時，就會出問題。 

另外則是主管機關如何看待此問題，以及業者如何因應此問題，

日本經過十年，主管機關唯一做的事是將預定利率由百分之五點五降

到三點七五，因此日本公司便透過一些奇怪的方法說服投資人，表示

若不將預定利率由百分之五調到二點五，公司將會倒閉，而保單是長

期契約，為了保單未來仍有保障，只好由五點五降到二點五，以免將

來什麼都沒有，政府當然知道若保險公司長期資金流損，一定會出問

題，因此政府自去年便強迫保險公司降低預定利率，規定九月底前，

所有保險公司新保單的預定利率不能超過百分之四，很多外商研究員

不解為何政府如此替我們創造免費的午餐，也就是說，若我們的經濟

規模沒有喪失，且預定利率為百分之四，在扣除費差部分，我們只要

百分之二點九便可達損益兩平，而目前二十年公債利率為百分之四點

五或四點六，美國二十年期的公債利率則為百分之六點多，我們即可

鎖定獲利為三到四個百分點，而政府規定新保單不能超過百分之四，

便是預防業者進行無謂的價格競爭，並誘導業者進行服務、產品、管

理的競爭。 

另外，如此規定之後，便可讓業者產生足夠的收益，這部分的收

益可以彌補原本的負利差問題，而業者的態度亦不相同，當我們知道

政府的態度之後，國泰於去年六月份便將所有超過百分之四的保單停

掉，因此去年國泰人壽保費收入的實佔利得約只有百分之十點多，如

同之前所說的，我們寧可流失市場佔有率，但希望能快速的壓低成

本，隨著新保單越來越多，成本便可降低，我們將因此有更多的資產

選擇。 

另一方面，原本不能從事海外投資，但現在政府已經允許了，因

此我們快速的將資產由台幣轉換為國外資產，目前保險法的上限為百

分之二十，如果我們能除去匯兌風險，換算之後能達到百分之六，為

何不做？若可以得到 AA weighting的債權，甚至 AAA的債權，我們
便可 cover所有風險，這些都需進行資產的調整，以前資本市場做不
到的，現在有更多的工具可以運用。關於股票市場部分，我們一直比

較保守，但美國保險公司的股票投資大約佔了百分之二十一，日本大

約為百分之十五、十六，英國很多保險公司的股票投資高達百分之六



十幾，相對的，我們以較為保守的態度因應波動最高的資產；另外，

不動產部分，因為國泰在不動產部分屬於長期持有，每年在這方面的

收益約為百分之六，而放款部分則約佔百分之二十八、二十九，約有

百分之六點七的收益。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約有百分之十四的資產在現金及短期票

券上，我們希望當公債市場成長、收益較為合理後之後，可以將現金

移轉過去。民國八十五年時，國泰的現金約佔了百分之四十二而八十

六、八十七年時，現金、短期票券的收益可達百分之八，而我們也很

努力的進行調整，例如在資產負債結構上調整，整個產業和五年前相

比，也有很大的改變。 

去年保險法改變之後，允許從事投資型商品，以美國金融機構來

看，其個人資產在進行調整，金融機構的資產亦調整很多，其中有很

大部分移到共同基金，而保險公司保費收入中，有很多商品亦連結到

共同基金，此資產也移到了共同基金，美國大約在一九八０年初才開

始販售投資型商品，經過二十年，投資型商品約佔美國總保費收入的

一半，這是大家都認為潛力無窮的市場，而目前在台灣有兩個問題

點，美國、歐洲的投資型商品通常有稅賦的優惠，但台灣沒有稅賦優

惠，對保戶來說，沒有稅賦優惠便沒有誘因，台灣保險商品有一項很

大的誘因是免稅，舉例來說，若今天購買一份二十年保單，每個月繳

交兩萬元，十年共繳兩百四十萬現金，透過資產運用，二十年後可能

可領六百萬元，這項差額在美國需繳稅，在台灣則免稅，台灣儲蓄險

商品佔了很高的比例便是因為稅賦上的誘因。 

同樣的，美國、歐洲的投資型商品有這麼大的市場，也是因為稅

賦誘因，對投保的消費者來說，這是直接的利益；相對的，對 sales
來說，銷售商品的佣金關係了每個月的收入，傳統保單在第一年時，

約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佣金收入，但是投資型商品可能只有百分之

三或四的佣金；對消費者沒有誘因，對業務員也沒有誘因，因此，若

法令不配合，便有困難。保險公司在投資型商品方面只賺取管理費，

收取保費後，大部分的錢都放在共同基金，因此，美國保險公司通常

會進入共同基金市場。 

在台灣，投資型商品仍會發展，因為隨著國民年金的推動，很多

人的管理能力不夠，將會透過這樣的方式經營。 

 

Q3：國泰金控所發行的 ECB於昨天截止，外國投資人對此似乎有很高的
興趣，而建華金控也即將發行 ECB，請問副總，外國人對台灣的金融
業是否真的這麼看好？另外，請問國泰為何要發行 ECB？是不是為將



來欲併購的國內金融事業做準備？請副總以國泰副總的角色談談與

富邦爭取世華銀行股權的看法；最後，日本有五大金融集團，而壽險

公司在這些金融集團中，似乎不像國泰人壽在國泰金控中扮演吃重的

角色，可否請副總說明背後的原因？ 

李長庚 副總經理： 

國泰金控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轉換完成，卻變成全世界最窮的

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現金為零，因此必須籌資，而籌資有成本，並且

財務結構將立刻改變，金控籌資可以發行債券、股票等等，另外則是

子公司可以減資，而國泰人壽總資本約為五百八十三億，股東權益約

為七百七十五億，其資本利用率不高；我們認為國泰金控本身沒有資

金，而旗下的子公司卻有 idle的資本，因此我們希望利用減資的方式
替金控籌資，而金控法清楚規定，若旗下子公司有增資必要，我們有

義務替子公司增資，對我們來說，減資是最快的方式，而且不需支付

成本，因此，今年一月份我們便進行減資，而第二任內閣改組時，因

認為減資較為保守，只有差的公司才會減資，好公司不需減資，但今

年四月份時，金控公司依舊沒有足夠資金，仍須籌資，因此，在考慮

成本、稅賦問題，以及將來對股權的稀釋效果之後，我們決定發行海

外債券。在與財政部溝通之後，約只會減資一百億。 

關於 ECB 發行的部分，自九七年金融風暴之後，投資韓國金融
業的，都賺翻了，而台灣的 market size讓台灣金融業有競爭力，目前
台灣金融業 ROE太低，以華信銀行為例，其 ROE只有百分之九，外
資持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股權，其他在未來幾年，將會跌到百分之十四

或十二，國際上，目前銀行 ROE 水準約為百分之十二到十五，而國
泰人壽過去十年則約為百分之十八，若進行減資，國泰人壽的 ROE
將比現在更高，因此，當我們清除了呆帳，相信台灣金融業仍會繼續

發展。 

其次，根據金控法三十六條規定，投資金融事業可達百分之百股

權，非金融事業則不能超過股本的百分之十五，因此，我們只投資金

融事業，即投資金控法所規定的保險、證券、銀行、信託、投信、金

融卡等，而對於與誰競爭方面，我們一直希望從事良性、長期的競爭，

例如我們持有玉山銀行約百分之十二的股權，是玉山最大的單一投資

者，若我們要惡意購併此銀行，其實不難，但我們不需要資產，而是

需要好的人才，因此，玉山說要走自己的路，我們便讓他們走自己的

路，若遇到困難再討論；我們一直希望以這種方式談合併，除非萬不

得已，否則不會惡意購併，希望所有加入國泰金控的公司，能認同我

們的願景，願意分享 know-how，即如同剛才所說，金融版圖的遷移，



不只是資金的遷移，還包括人才、know-how、商品、通路等等遷移。 

關於最後的問題，瑞士曾有一項研究表示，所有跨領域金融商品

的結合中，重疊最多的為銀行與保險業，尤其在投資型商品推出之

後，保險商品的連結性最高，保險商品亦是西方理財最基本的基礎；

以通路特性來說，銀行是實質存在的據點，而銀行行員的學歷與社會

地位比保險人員高是全球共通的特性，因此，在轉換的過程中，誰能

獲得消費者的信賴，誰能提供更快速、方便、安全、可信賴的通路，

都是將來需要思考的，而國泰大部分的資產與銷售通路為 sales，是否
需要其他管道？原本的保險通道有些先天性的限制，例如外勤人員的

社會地位通常較低，因此，我們約有三分之二的訓練課程為非保險課

程，如共同基金、節稅、存款等等，希望能有所改變，但他們的學歷

仍然太低，因此我們目前希望有學歷要求。 

如同剛才所說，我們希望建置一套三層結構，現在已有第二層，

其次便是銀行的通道，因此我們勢必需購併銀行通道，如此我們的涵

蓋率將相當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