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險是騙人的」──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 
 
 

蘇薰璇 

 

 

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透過論證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來說明污名的形成

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連性。本文不同意 Goffman 將任何差異都視為污名屬性

的可能性。本文主張某個差異之所以是污名屬性必須從制度層面加以論證。

任何污名屬性皆是透過持續不斷地社會互動去獲得一次又一次的確認，而讓

社會互動能夠持續不斷地出現必定是某種超越個人與組織之制度。以壽險業

污名為例，壽險業污名的內涵即民眾認定「保險是騙人的」，但「人情保」

之所以會衍生出保險糾紛致使民眾產生「保險是騙人的」印象，是因為國家

同意壽險公司利用沒有法律地位的「保險業務員」去招攬業務，亦同意壽險

公司藉口保險法第 64 條盡可能拒賠的作法所致。  

 

關鍵詞：壽險、污名、制度論、互動框架、污名整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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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本文所欲研究的是「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這個議題從未被研

究過。這個事實意味著兩個可能性：不存在壽險業污名；或者，確實存在壽

險業污名，但許多人未察覺壽險業是一個被污名化的產業。本文的立場為後

者。不過，我也同意所謂的「真實」存在我們的認知當中，若我們不認為存

在壽險業污名，它就不存在。就我而言，若非閱讀相關文獻，若非聽聞受訪

者親身經歷，我也不認為存在壽險業污名。因此，本文以下將先說明使我主

張可能存在壽險業污名的三個現象。  

首先從保險科系的招生談起。不少大專院校設有保險科系，有名者如淡

江大學保險系。從文獻看來，最早設立的保險科系是銘傳商專銀行保險科，

1957 年銘傳創校時就存在。1960 年以後，因應國家開放民營保險公司之設

立，大專院校陸續創設保險科系者有 1963 年靜宜文理學院銀行保險系、1963

年淡江學院夜間部銀行保險系、1964 年逢甲工商學院銀行保險系、1966 年

醒吾商專銀行保險科、1967 年致理商專銀行保險科、1968 年國際商專銀行

保險科、1973 年成功大學銀行保險系、1973 年政治大學保險系、1974 年中

國文化學院夜間部銀行保險系等。1這些保險科系有些已不存在，存在者亦多

更名為「財務金融系」或「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淡江大學保險系是唯一的

例外，仍以「保險系」為名。根據 1970 年代就讀於保險系、其後任教於保

險系的一位受訪者所言，當時根本沒人想唸保險系：  

 

我們那時候唸的時候我們就填嘛，就這樣填下來，也沒有人要填保險

系啊！因為他也不是填系啊！就這樣填下來，總會有一群人就落在保

險系。那時候的人，都是學生啦，要轉系不然就是要轉行。就是都這

樣。家長會認同子女唸保險的很少。像黃老師他就是家長也反對，所

                                                        
1 資料來自以「保險系」為關鍵字搜尋「聯合知識庫」之結果，並參考各大專院校保險相關

科系(含財務金融系)之系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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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才又重考。2 

 

受訪者所謂的「黃老師」即淡江大學保險系的系主任黃秀玲女士，黃女

士經過重考後又再度考上淡江大學保險系，日後因對保險形成強烈的使命

感，不僅投入保險教育工作亦創辦保險相關雜誌。然而，多數就讀保險系者

於畢業後並未投入保險業。根據 1974 年的一篇報導，當時「專科以上學校

系科的調整或新興科系的增設，目的均在配合國家建設及社會需要，但調查

結果顯示，若干新興科系畢業生的未就業率甚高」，而銀行保險系即為其中

之一。3 

1989 年的另一篇報導亦以「以前被人敬而遠之的保險系」來指稱 1987

年國家開放美商保險公司來台之前的保險系。4然而，美商保險公司的經營理

念與高薪待遇並未改變國人對保險科系的排斥，以致於直到 1991 年仍有報

導載道，「儘管本屆大學聯考保險系組仍不太受到學子青睞，也儘管財政部

保險司從司長以下的幾位主管，沒有幾個人是保險科系畢業的專才，財政部

長王建煊仍強調我國保險市場未來發展甚具潛力，鼓勵學子選擇保險系。」5 

其次從徵才的角度來看。在 1987 年國家開放美商保險公司來台之前，

保險業的待遇就比其他產業來得高，保險公司在內勤人員的甄選方面也相當

嚴謹，如一位畢業於東吳大學企管系的受訪者所言：  

 

那時候民國七十二年，我去應徵大洋塑膠，就在中和，現在還在，他

那個是上市公司，大洋塑膠我考第一名進去，那時候一個月薪水是一

萬三。然後 SONY，我去應徵 SONY，SONY 在我們那時候很屌，那

                                                        
2 訪談記錄，A16。 
3 本報訊，1974，〈教育部調查統計顯示 專上學校畢業學生 就業情況有待輔導〉。聯合報，2

版，10 月 7 日。 
4 臺北訊，1989，〈保險業需才孔急 在校學生身價大漲〉。經濟日報，4 版，2 月 14 日。 
5 蔡慶輝，1991，〈保險系將來非常有用 學子興趣缺缺 財長大力鼓吹〉。聯合晚報，4 版，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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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 SONY，我記得應徵考試的人一、兩千人，租那個小學在考，我

也是考進去，大概錄取沒有幾個，我也是考進去，SONY 多五百，一

萬三千五。新光的組訓人員要考進去，一個組訓人員，十二個人跟你

面談，包括吳家祿，我就記得，新光很嚴格，他專員、要應徵專員就

十二個，吳家祿他那時候是總經理，坐中間，旁邊什麼副總、協理，

交叉攻擊，你一個壓力很大，就坐在那邊，新光都穿深藍色的西裝，

就很嚴格，好像在審問犯人，坐在那邊就問你身家八代，一直問。那

時候國泰薪水 高，一萬八。我就是先考上大洋塑膠，我還沒有退伍，

我就先考上大洋塑膠。因為我到大洋塑膠也是好運，我去考的時候有

碩士，台大碩士、清大碩士，我是學士而已，因為大洋塑膠它是做那

個 PVC 粉，類似台塑一樣，我那時候應該去考台塑，可是我那時候

台塑沒有應徵。結果我就考進去。考進去後他也沒教我什麼啊，就叫

我自己去看，看了我都暈了，都不懂。…就趕快又去應徵國泰。應徵

國泰事實上有透過關係，就是我那個學長，因為那時候在國泰他是當

營業單位的經理，他可以介紹人去，當然我也講得不錯。新光比國泰

嚴格，我應徵新光也錄取了，但是我沒有去，我選擇國泰，因為差三

千，那國泰跟大洋差五千。我就問我大洋那個課長「差五千要做多

久？」他就說「那可能要做五十年。」聽到五十年就死了。到現在他

們薪水還是很低。6 

 

薪資的高低意味了產業徵才的難易度。保險公司之所以願意支付較高薪

資來吸引大學畢業生乃因徵才不易，即使是保險科系的畢業生也不見得受高

薪的吸引而投入本業。 

再者，根據 1997 年一項針對全國保險系所畢業生就業意願調查的結果

顯示，約有七成的保險系所畢業生畢業後有意投入保險業，但「這些科班出

身的潛在保險人才，未來希望在保險公司從事內勤工作的比率，遠超過願意

                                                        
6 訪談記錄，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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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外勤招攬工作者，呈現四比一的失衡局面。」7就前述其中一位受訪者的

觀察，那是因為：  

 

你說那時候的業務員是什麼來路、是什麼背景？沒有工作的人。對不

對？有幾個大學畢業會去做保險？…都是內勤啊！像現在有一些保

險公司的總經理都是說他大學畢業就去，為什麼他要去做內勤？因為

那時候薪水高。比起其他行業薪水高。可是有幾個真的是從基層做起

的？不多啦！8 

 

也因此，淡江大學保險系系主任黃秀玲女士才會在報章雜誌上指出，「如

果您對一個保險從業人員說『你看起來和一般的保險業務員真的不一樣』，

您會發現這句話對他而言往往是一種肯定與恭維」。9 

一般人見到保險業務員的態度是： 

 

我當時有這種體悟，「保險真的不錯」，當我受完訓的時候，我對保險

甚至還有使命感。可是為什麼一出去掃街形象那麼差？有點要被趕出

來的狀況。10 

以前業務員都是讓人家侮辱的對象，客戶會說：「你做保險要陪人家

睡覺」。11 

早期做保險就是這樣被趕的，你不知道喔…真的會拿掃把把你趕出去

的。你沒有遇過，我們同事就有遇過。去按門鈴，或是做直接拜訪的

時候，就被人家罵。12 

                                                        
7 葉慧心，1997，〈保險系所畢業生嚮往內勤工作〉。經濟日報，5 版，6 月 9 日。 
8 訪談記錄，A16。 
9 黃秀玲，1991，〈我們的形象哪裡不好？〉。經濟日報，4 版，10 月 15 日。 
10 訪談記錄，A08。 
11 訪談記錄，A18。 
12 訪談記錄，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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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前述這三個現象：保險科系招生不易、保險公司徵才困難、保險業

務員形象低落，本文主張可能存在壽險業污名。這個污名或許在 1987 年美

商保險公司加入壽險市場後而有程度的不同，但制度環境不可能一夕改變，

加上 1990 年代國家繼開放美商保險公司後，又大量開放其他外商與本土保

險公司新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在市場競爭下，保單條款日新月異，保險

糾紛的類型也推陳出新，以致壽險業才開始找到去污名化的方法卻又受新形

態的保險糾紛類型所累，2000 年代的情形亦然，故壽險業污名或許曾經淡化

但從未消失。我雖然有興趣深入瞭解不同時期的壽險業污名何以形成與延

續，但限於篇幅，本文主要探討的是 1990 年代以前影響壽險業污名形成之

制度因素，而它也是讓壽險業即使有心改進卻難以擺脫污名之歷史包袱。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為探討 1990 年代以前影響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本文所依據之

資料主要是 1970、1980 年代探討壽險制度之期刊論文、1970 至 1980 年代新

聞報導所凸顯之議題包括經濟犯罪、保險犯罪與保險糾紛，以及本人於 2008

年 8 月至 10 月間與民國 2010 年 5 月所進行之訪談。選擇 1970、1980 年代

作為探討壽險業污名形成之關鍵時期，乃因此時期是臺灣在經歷 1970 年代

快速經濟起飛後政治反對運動與各種社會運動興起之時期，此時媒體有關壽

險業之報導開始增多，且因 1980 年 11 月消基會的成立，保險糾紛不再只是

人們茶餘飯後之閒談而形成一種輿論，同時，1970、1980 年代也是我的受訪

者陸續進入壽險業的年代。選擇期刊論文與新聞報導作為參考資料則因專家

學者之研究結果與新聞媒體所報導之歷史事件有助於我快速認識某一議題

之發展過程及相關行動者(包括國家、業者與消費者)透過媒體向閱聽大眾所

表達之意見，這些報導無論有幾分真實性均會對閱聽大眾產生影響力，而構

成一般人對壽險業某種認識上之客觀基礎。我所參考之期刊論文與新聞報導

主要是透過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臺灣大學圖書館電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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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聯合知識庫」檢索而得。  

除期刊論文與新聞報導之外，我也會參考訪談資料作為考察「壽險業污

名」存在與否以及如何形成之補充。本文受訪者係來自我的博士論文，研究

目的是瞭解臺灣戰後以來的壽險市場如何形成，故訪談大綱的內容包括(一)

受訪者選擇進入壽險業的原因；(二)臺灣民眾的保險觀念如何形成；(三)保

險公司如何設計商品；(四)保險公司如何推展業務；(五)保險業主管機關的

監理方式；(六)壽險公會的角色；(七)保險爭議發生的原因。訪談時間從一

小時到六小時不等，平均大約兩小時。訪談過程皆取得受訪者的同意而錄

音，所有訪談亦皆轉錄成逐字稿以進行分析。但基於本文的研究問題，本文

主要利用受訪者對於訪談大綱的三個題目所做的回答與討論進行分析。這三

個題目為：「您選擇從事保險業的原因為何？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您是否曾

經考慮過轉行？」「您認為臺灣民眾的保險觀念是什麼？這樣的保險觀念是

如何建立的？您本身認為保險應該具備哪些功能？為什麼？」以及「您所服

務(過)的保險公司在業務推展方面所採取的策略是什麼？您認為這樣的策略

有什麼優點或缺點？」透過這三個題目，我想瞭解是否存在壽險業污名，以

及若受訪者透露出壽險業污名的存在時，他們所做的歸因為何。  

我的受訪者基本資料如附表 1 所示。每一位受訪者之年齡都在四十歲以

上，從業年資少則十五年、多則三十年，原因在於我來不及實際參與本文所

設定之歷史時期，又恐透過期刊論文、新聞報導與其他相關文獻之閱讀仍無

法如實補抓當時所發生之故事，且基於資料來源之廣度考量，我的受訪者有

任職或曾經任職於國泰、新光、南山等本土保險公司之中、高階主管與保險

業務員，亦有任職於安泰、安聯、全球等外商保險公司之中、高階主管與保

險業務員，加上保險局官員與壽險公會成員，共有受訪者二十四位。我之所

以認識這些受訪者是因為我有機會參與我先生家族事業的運作。由於我先生

的家族事業是保險輔助人，故與這些受訪者已有多年交情。經過幾年的交

往，他們與我的關係有深、有淺、有直接認識、有間接認識，總歸都不陌生，

因我認為受訪情境不同於一般的社會互動情境，有基本的信任才可能有真誠

的對話。我在選擇受訪者時，也是根據我對受訪者已有的認識，來判斷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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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不是有可能在錄音機相伴的訪談過程中如平時一樣知無不言。然而，也

正因受訪者之間可能彼此相互認識，壽險業中認識我的人可能也知道我所往

來的同業是哪些人，故為符合訪談資料匿名性之要求，訪談名單只揭露最基

本的資料，關於受訪者所任職之單位與職位則略而不提。 

關於壽險業污名存在與否的考察，我亦參考「保險文馨獎」的得獎文章。

「保險文馨獎」是由「吳家錄保險文教基金會」與「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

會」於 2000 年共同設立，創設初期的徵文對象是壽險業務員，直到 2005 年

起才將徵文對象擴及全國民眾，鼓勵保戶與社會大眾投稿，寫下感人的保險

故事。自此，徵文比賽區分為「壽險組」與「保戶組」，所有作品經初審入

圍後，會經由大學保險、新聞、中文等系所教授所組成之評審團複審再進而

集結成書。對本文而言，重要的是「保戶組」之文章，因保戶並非我的訪談

對象之一，但對本文之研究主題具有重要性，同時，本文也會參考「壽險組」

之文章以檢視這些文章與訪談資料之間的一致性程度。  

三、污名相關文獻與理論觀點 

關於「污名(Stigma)」，最經典之社會學著作為 Goffman 於 1963 年出版

之同名書。Goffman 撰寫《污名》之目的在於透過回顧討論有關受污名者(如

聽障者、視障者、肢障者、侏儒、精神病患、同性戀者、妓女、前科犯、失

業者與少數族裔等)之作品，來闡述這些素材如何以一個單一概念架構來涵

蓋，並釐清污名與偏差這個主題的關係。許多學者對此書的評價為此書風格

缺乏以經驗事實支持理論分析的簡潔，但 Goffman 於書中所談論之問題與觀

點仍具啟發性(Defleur, 1964; Seeman, 1964; Weinstein, 1965)。故在《污名》

出版後，美國學術界有關污名之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心理學家、社會學

家、人類學家、政治科學家與社會地理學家等隸屬不同學科之學者都對污名

研究有所貢獻，這些學科所關懷之議題時而相互重疊，但所強調之重點或有

差異，即使在學科內，研究者研究污名概念之方法也會因理論取徑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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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什麼應作為污名概念之內容產生不同看法(Link and Phelan, 2001: 365)。在

社會學方面，污名研究主要聚焦於受污名者所知覺到與這些污名有關之刻板

印象，及其用來整飾污名之技巧，這些技巧包括矇混通關、掩飾、偏差否定、

正常化、中性化、慣例化、隱瞞、合理化、操弄物理場景、政治化等(Gramling 

and Forsyth, 1987: 401)。不過，也有研究是探討究竟人們對受污名者之態度

是基於污名刻板印象抑或受污名者之行為，如 Link et al (1987)有關人們排斥

精神病患之研究。13 

在國內，污名研究是近十年學術界才開始有較多討論之議題。2000 年以

前，較有名之污名研究是謝世忠的《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

(1987)。然而，黃宣衛(1992)批評此書之實證資料未能證明臺灣原住民確有

「污名化認同」之主觀意識，並基於此「污名化認同」企圖拋棄原有之族群

認同，他認為謝文是從局外人之角度認定原住民處於劣勢地位，而推論原住

民有「污名化認同」之主觀意識，以致「污名化認同」只是作為解釋「臺灣

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之興起與訴求之概念。相對地，近十年之污名研究在社

會學、醫學與心理學方面出現不少以受污名者對其污名地位之主觀意識為研

究主軸者，如唐宜楨等人(2009)對身心障礙者污名認知及主觀經驗之研究、

陳玫霖(2008)對都市原住民污名認同之研究、郁佳霖(2007)對繼母污名化歷

程與經驗之研究、田月玄與許敏桃(2007)對女性癲癇患者生病經驗之研究、

彭莉惠(2004)對經歷婚外情女性之情慾經驗之研究、畢恆達 (2003)對男同志

現身考量之研究及孫鴻業 (2002)對臺灣外省人第二代污名主觀意識之研究

                                                        
13 Link et al (1987)的研究目的是要挑戰當時已有大量研究顯示人們之所以排斥前精神病患

(Former Mental Patients)是因其行為而非其污名地位的這個結論。Link et al 透過重做先前研

究的實驗，但增加一個測量項目，即以人們認為精神病患有多危險的概念作為測量標籤效

果的依據，而發現「曾經住院治療」的標籤對於「前精神病患如何被認識」扮演重要的角

色，「曾經住院治療」的標籤會讓那些認為精神病患是危險人物者在心理上產生巨大的社會

距離，而排斥前精神病患，但對於那些不認為精神病患具有威脅性者，其間的社會距離較

窄，而較能接受前精神病患，故先前的研究之所以會獲致人們排斥前精神病患是因其行為

而非其污名地位的這個結論，乃因這些研究將「仁慈寬厚者的態度」與「極端排斥者的態

度」平均化了而遺漏這些效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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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研究多半透過對受污名者之深度訪談證成污名認知之存在，並進一

步探討這些受污名者整飾污名之技巧。除此之外，在社會學方面，亦有從文

化觀點、制度觀點或結構觀點探討污名形成者，如顏朱吟(2009)從國族意識、

階級地位與父權體制探討跨國婚姻女性污名之成因、黃旭興(2007)從根植於

主流家庭倫理意識所設計之福利政策探討外籍配偶所生養之新臺灣之子之

污名、林文蘭(2006)從臺灣教育補助政策背後之象徵意義與微觀政治探討接

受補助者之污名、陳怡曲(2002)從福利政策與就業市場所蘊含之父權意識形

態探討貧窮單親婦女之污名，以及吳嘉苓(2002)從性別關係如何形塑不孕男

女之污名處境所做之性別政治分析。  

上述兩種研究路線同時見諸一篇論文之情形並不多見。徐蕙菁(2006)對

臺北地區大陸新娘及其配偶污名經驗之分析是少數的例外。徐文除透過深度

訪談瞭解八位大陸新娘及六位配偶之污名經驗及整飾策略外，亦從制度與文

化兩方面瞭解污名之構成因素。本文認為，對某一個污名之探討除受污名者

本身對污名之主觀知覺及其如何根據此主觀知覺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外，探

討污名形成之文化、制度與結構因素也是必要的。前者即 Goffman (1963: 32)

所謂受污名者所經歷之「道德生涯  (Moral Career)」，它包括學習與吸收正常

人之觀點、瞭解他是具有特定污名之人以及具有特定污名之後果；後者則是

污名本身之自然史，即一種屬性(如美國中上階級社會的離婚)對某一社會之

所以是污名之起源、傳播與消失之歷史。兩者雖不同但相互呼應。以本文所

欲探討之壽險業污名為例，壽險業污名是受污名者之主觀經驗所證成之概

念，透過社會互動，受污名者知覺到他人對他所投射之刻板印象以及對互動

情境所做之預設；但受污名者及其互動對象有關刻板印象與情境意義之共識

不只是這些個體的主觀認知，而是壽險市場之制度環境所形塑的客觀事實。 

本文以為，研究受污名者所經歷之「道德生涯」是證成「污名」確實存

在的方法之一；探討污名本身之「自然史」則可避免 Goffman 將各種差異都

當作是污名屬性之謬誤。Goffman《污名》一書引發學術界對污名研究之興

趣與討論。不過，Goffman 之污名論述看不出已達成 Goffman 於該書前言所

做之宣稱，亦即是對一個單一概念架構之簡潔描述 (Seeman, 1964)。因



「保險是騙人的」──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 

．261．  

Goffman 希望其觀點能盡可能涵蓋各種污名包括「正常人的污名」，最終反而

遺失了污名之定義。「污名」該詞的原意是指用來彰顯受污名者道德狀態異

於正常人的身體標記，但發展到後來，該詞逐漸指稱的是那個「不道德屬性」

本身而非彰顯不道德屬性的「身體標記」，故 Goffman (1963: 2-3)將「污名」

定義為會導致個體被劃分為「聲名敗壞」這種社會類別的某種屬性，因這個

屬性的存在使我們原本對某人「虛擬社會身份」的期待與他實際擁有的「真

實社會身份」兩者間出現落差。  

據此，在《污名》的第四章，Goffman (1963: 127-128)主張絕大多數幸

運的正常人都可能擁有某個缺陷導致虛擬社會身份與真實社會身份之間出

現令人感到羞愧的落差，因即使有的規範是一般人普遍能夠達到，但其多重

性還是造成許多人不合格，舉例而言，美國社會中只有一種人得永遠抬頭挺

胸而不必感到羞愧：年輕、已婚、白種、居住在都市、北方人、異性戀、新

教徒、為人父、具大學學歷、全職、有良好的膚色、身高與體重以及最近仍

保持運動記錄，只要在上述任一項上無法符合資格之男人都可能視自己為無

用的、不足的與劣等的。Goffman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任何人只要有一點不符

合「年輕、已婚、白種、居住在都市、北方人、異性戀…」這個虛擬社會身

份就是受污名者。根據上述標準，顯然一個「中年、未婚、白種的女性」就

是受污名者，但何污名之有？而且，美國民眾真的對每個人「虛擬社會身份」

的期待都是「年輕、已婚、白種、居住在都市、北方人、異性戀…」嗎？  

Goffman (1963: 123)知道使受污名者異於其他正常人的「差異」是社會

所標示，因為任何差異在獲致社會意義以前都必須經過社會集體對這個差異

予以概念化。Goffman 的謬誤在於以為任何差異都具社會意義而構成污名之

定義。其實不然。大部分的人類差異都是被忽略而不具任何社會意義，我們

不會去留意彼此的某些差異，如汽車的顏色或身份證的最後三碼，我們對食

物的偏好或眼睛的顏色在某些情境中可能有意義，但大多數時候這類差異無

關緊要；相對地，有些差異如膚色、IQ、性取向或性別卻在特定社會特別受

到關注(Link and Phelan, 2001: 367)。故在辨識污名時，重要的是那些具有社

會意義之差異，不具社會意義之差異不會構成污名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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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做「具有社會意義」？從文化觀點來看就是經過社會定義，故 Link 

and Phelan 有關污名之定義將「權力差異」視為污名存在之決定性因素。Link 

and Phelan (2001: 376)主張，即使在精神病院中療養之精神病患會去標示醫

護人員的差異，而將某些醫護人員貼標籤為「灌藥者(Pill Pusher)」，並創造

有關「灌藥者」之刻板印象，包括冷酷的、權威的、傲慢的，但這些被貼上

「灌藥者」標籤之醫護人員並不會因此成為一個污名羣體，因精神病患沒有

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權力，使他們對這些人之認知加以實踐，而對這些

人造成嚴重之歧視後果，故唯有關於下列問題之答案皆為「是」，我們才可

預期污名之形成；若不盡然皆「是」，只能說存在構成污名之元素，但污名

尚未存在：污名化其他人的人們是否有權力確保他們所標示的差異可在文化

體系中找到一個被廣泛認可的意義？賦予污名的人們是否有權力確保文化

認可與接受他們將差異與刻板印象所做的連結？污名化其他人的人們是否

有權力將「我們」與「他們」區分開來？賦予污名的人們是否有能力控制教

育機構、工作、住屋、健康照護等主要的生命領域而對他們所區分的差異造

成深遠的影響？  

Link and Phelan 的例子乍看之下會讓人相信權力差異是一個定義污名之

決定性因素，因 Link and Phelan 例子中的精神病患相對於精神病院的醫護人

員確實沒有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權力，使他們對於這些人的認知加以實

踐，而對這些人造成嚴重歧視後果的能力。然而，Link and Phelan 忽略了一

個差異之所以「具有社會意義」有時是透過制度邏輯的運作，而非文化概念

的引用來形成，故不見得需要定義者。透過制度邏輯的運作，相似的互動情

境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而導致某個差異具有社會意義。舉例而言，第

一次與保險業務員接觸的人們可能把保險業務員當作是一般的業務員，卻因

為制度邏輯的存在，導致人們進入一個凸顯出保險業務員具有某種「聲名敗

壞」屬性的互動情境，人們即使不曾預期該互動情境的出現，也會因為制度

邏輯的存在，而終究嚐到該互動情境所帶來的苦果，以致對保險業務員產生

負面印象。 

Goffman 的污名概念之所以簡單而讓其他研究者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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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Goffman 的研究方法是屬於 Zerubavel (2007)所謂的「社會形態分析(Social 

Pattern Analysis)」。其作法是根據研究者所關注的主題從盡可能多樣的社會

脈絡中尋找例證，像 Goffman 為了得出污名概念，他參考了各類書籍、期刊、

報章，並從這些素材擷取資料作為他所欲描述的污名形態的例證。就社會形

態分析者而言，他們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沙中世界(the Universe in a Grain of 

Sand)」，故儘管他們的例證可能出自南轅北轍的文化或歷史場景，但他們不

研究這些例證所在的文化或歷史場景，而是在不同的文化或歷史場景中找出

例證的共通性以發展出一個一般性的概念架構 (Zerubavel 2007: 140)。

Zerubavel (2007: 141)坦承該研究方法有其侷限性，它無可避免地會看不到因

文化、歷史或其他因素所帶來的社會形態變異。但本文認為該研究方法更大

的侷限性在於例證篩選本身。當研究者根據他自己對某個社會形態的初步想

法去篩選例證時，恐有自圓其說之嫌；同時，當研究者為了將各種例證都納

入其概念架構而修正概念架構時，如 Goffman 希望其觀點能盡可能涵蓋各種

污名包括「正常人的污名」，就會產生 Goffman 將各種社會差異都當作是污

名屬性之謬誤，最終反而遺失了污名之定義。 

據此，就資料分析的角度而言，本文主張回到 Goffman 在《污名》一書

中曾表達對「受污名者作為一種類別的自然史」(即其道德生涯)和污名本身

之自然史必須有所區分的觀點。基於 Goffman 對社會形態分析的偏好，污名

本身之自然史並不在《污名》一書之討論範圍內。然而，研究污名本身之自

然史卻可避免 Goffman 為了將各種例證納入其概念架構而背離初衷的終局。

因此，本文以下的研究發現與分析不僅將根據 Goffman 的污名論述揭露保險

業務員之「道德生涯」，即揭露保險業務員如何在社會互動中瞭解到自己的

職業被認定是騙子之屬的經過，來說明「壽險業污名」的內涵；亦將根據

Williamson (2000)的制度論觀點14對 1990 年代以前的「壽險業污名」進行自

                                                        
14 根據 Williamson (2000)的看法，制度分析層次有四：社會鑲嵌(Embeddedness)、制度環境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統理結構(Governance)以及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社會鑲嵌」是指社會上既存的價值觀、規範、傳統與非正式制度，簡單地

說，就是市場形成之前已經存在的任何歷史遺緒。「制度環境」是指正式的遊戲規則，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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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史考察：本文將從戰後國家對日據時期保單的處理如何構成壽險市場形成

的障礙談起，進一步指出，當政府透過立法也無法有效促成市場交易時，壽

險公司如何運用人情概念與保險業務員為其展業，並在威權時期政商關係的

權力結構保護下從事不對等的資源配置，使保險業務員選擇以投機取巧之互

動規則與消費者互動，造就所謂的「壽險業污名」。  

四、研究發現與分析 

(一)「保險是騙人的」作為壽險業污名的內涵 

「壽險業是否被污名化」此題一出，答案若是肯定，原因往往直指保險

業務員「靠人情銷售保險的招攬行為」15造成民眾產生「保險是騙人的」印

象：  

 

業務員覺得保險是「拉保險」，是「拉」，他認為是「拉保險」，就是

一個人情保。一般的客戶也對保險沒有什麼期待、也沒有什麼認知，

所以才產生以後的一個誤解。…他買了就買，他也不去看保單條款內

容，他也不清楚，他以為我買了保險，保險公司你什麼都要賠，就是

                                   
政府所制訂的法令。「統理結構」是指市場交易雙方所進行的遊戲本身。因為行動者只具備

有限理性，故正式規則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性，當正式規則不完美，市場上又存在某些擁

抱機會主義的行動者，市場可能運作失靈，此時就需要交易雙方透過組織來影響彼此的動

機，以創造讓交易能夠持續下去或重複發生的條件。「資源配置」則是指組織如何根據市場

交易調整其價格與產出。這四個制度分析層次具有相互影響的特性。社會鑲嵌會影響制度

環境的建置，制度環境會影響統理結構的形態，統理結構會影響資源配置的結果；反之亦

然。但本文對這四個分析層次間的因果關係是採取單向探討的方式，即探討社會鑲嵌如何

影響制度環境的建置、制度環境如何影響統理結構的形態，統理結構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

結果，而不論相反方向的因果關係，因為 1990 年代以前的壽險業污名是威權時代侍從主義

政商關係共同創造出來的產物，業務員與消費者沒有機會取得較大權力或較多資源來改變

壽險公司的統理結構或影響國家對於制度環境的建置。 
15 「靠人情銷售保險的招攬行為」就是俗稱的「人情保」。有關「人情保」的成因，將於下一

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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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沒有買疾病住院，你疾病住院的時候，當然保險公司不賠，可是

呢客戶他也不去搞清楚他到底買的是什麼，他只買了一個死亡保險，

也許他疾病住院的時候保險公司沒賠，他就罵保險公司「你都是騙人

的」。16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他們沒有「喔！你保險的就是怎麼樣」，保險他會

給人那樣的印象其實是業務員惹的禍。是業務員。…會有剛才你講的

這種現象是來自於業務員為了推展保險。剛才講過因為我們保險剛開

始非常不容易推展，就是觀念還沒有建立，業務員去行銷的時候，社

會大眾也不知道保險的必要性。…業務員為了推展這個只好用很多的

話術去編造、甚至比較勉強客戶買保險，說比較好聽叫做「勉強」，

說比較難聽一點就是有點「欺騙」，有些資訊不對稱，不讓客戶知道，

只講一些對他有利，對客戶而言有點就是說被騙的感覺。17 

 

由於民眾向保險業務員購買保險是基於人情考量，若因此買到保險糾

紛，自然認定「保險是騙人的」，並視保險業務員為一種不受歡迎的社會身

份。保險業務員有多麼不受歡迎，其程度從親友對「保險業務員」這個職業

選擇的排斥可見一斑。 

通常一個人在決定踏入壽險業時，會將其決定告訴親友。親友的反對往

往是讓保險從業人員意識到其職業選擇具有負面意涵的開始。Goffman (1963: 

30)指出，經由社會結構而與受污名者產生關連者如精神病患的配偶、前科犯

的女兒、肢障者的父母、視障者的朋友、劊子手的家人等都被迫多少要分擔

受污名者的恥辱。因此，若親友認為保險業務員是某種他不屑與之為伍者會

從事的工作，親友當然會反對這項職業選擇。不少受訪者透露，他們是經歷

過被家人否定的打擊才知覺到自己的職業不被接受的程度：  

 

                                                        
16 訪談記錄，A02。 
17 訪談記錄，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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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的家族聽到、我媽那邊的長輩聽到我要進保險公司，因為他們

認為說保險是「拉保險」，在他們觀念裡面叫「拉保險」，他們認為我

是要去「拉保險」，他們就很反對。18 

以前我要來新光，我父親說：「你招那個保險要死啊！」(閩南語發音)。

以前就是這樣子。那時候的感覺保險低人一等，你那時候去銀行是很

風光，鐵飯碗，那時候。你要去銀行，很偉大。19 

我先講我的娘家，爸爸聽到我要做保險他就很錯愕嘛、很 shock 這樣，

他覺得說：「我讓你讀書讀這麼多，你卻來做保險，我要是早知道你

要做保險，你當時就不需要讀這麼多書了，也不用花那個時間和金錢

去讀書。要是知道你要做保險，你應該國小畢業就可以去做了。做保

險是無路可走的人，他已經沒路可走才會去做。你既然選了這條路，

我看你就去跳海自殺吧！」我爸爸那時候叫我去跳海自殺，他的意思

就是說他很反對、很反對。20 

 

從「保險文馨獎」的得獎文章也可見保險從業人員這項職業選擇被反對

以及遭到反對的理由。一位因為母親罹患子宮頸第二期腫瘤才認識到保險之

用，並因不安於一成不變的生活，而投身壽險業的石化公司技術員提到：  

 

以前的時代，很多人對保險十分不諒解，甚至認為保險公司掛羊頭賣

狗肉都是騙人的，吃銅，吃鐵，吃阿魯米(鋁)，更有人對我說：「王仔，

您以後要找頭路，千萬賣(別)去保險公司，因為會把人得失(罪)了(光

光)。」21 

 

一位退伍後與同學合夥開一家 coffee shop 卻在一年半後負債一百三十

                                                        
18 訪談記錄，A14。 
19 訪談記錄，A15A。 
20 訪談記錄，B05。 
21 第九屆保險文馨獎「壽險組」得獎者王士奇(2008)，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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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而選擇踏入壽險業者，在與母親討論他該選擇哪一個工作時，母親立即

對保險業務投下反對票：  

 

「媽，我現在有兩個工作要選擇，可以給我一點意見嗎？」「哪二個？」

她問，「第一個是保險」我說，接著她幾乎不假思索的說「那選第二

個！」哈！我第二個根本還沒說出口，那時我才發現，我心中早已做

了決定，我把我看到的、聽到的，說了一遍，希望能改變她的想法，

讓她支持我的決定，她發現我心意已決， 後用很委婉的語氣說：「我

們那些親戚都很窮，沒有必要就別找他們了。」22 

 

一位因被惡性倒閉的下游廠商拖累，而結束辛苦經營多年的店面，並成

為壽險業務員者，提到摯友譚伯與娟兩人和她的對話：  

 

「我希望妳，不要去做保險。因為，這樣妳會失去大部分的朋友」，

這一段話，譚伯重覆講了九十分鐘。憑著多年的交情他們夫妻倆約在

泡沫紅茶店對我「道德勸說」，希望我不要「誤入歧途」。娟趁著譚伯

起身去洗手間，握著我的手說「譚伯說如果妳生活遇上困難的話，要

標下大嫂的活會幫妳」。23 

 

從受訪者的訪談記錄或保險文馨獎的得獎文章摘錄可知，親友反對身邊

的人踏入壽險業乃因他們認為保險公司形同詐騙集團，被要求向親友拉保險

的保險業務員，最終將得罪所有親友，故只有走投無路的人才會從事壽險

業。同時，誠如 Goffman (1963: 5)所言，受污名者所具備之共同社會學特徵

就是他一旦擁有一個不符合人們期待的差異，人們就會推翻他其他屬性對人

們原有的意義，而導致人們對他的態度有所轉變。因此，不論親友原本如何

                                                        
22 第九屆保險文馨獎「壽險組」得獎者孫嘉慶(2008)，頁 233。 
23 第十屆保險文馨獎「壽險組」得獎者魏秀蓮(2009)，頁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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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未入行之前的這個人，都會因為他選擇成為一個保險業務員，而用不同

的眼光重新評量這個人。  

不過，儘管一個社會對某個屬性存有負面之刻板印象，但「社會關係」

是決定某個屬性是否成為污名之重要前提。屬性本質上沒有所謂「聲名敗壞」

或「聲譽卓著」之意涵(Goffman, 1963: 3)。在原本親近的社會關係之上，保

險業務員有機會透過污名整飾使自己有別於一般受污名者之刻板印象，而為

自己之污名身份去污名化。以前述一位受訪者為例，因她的父親告誡她不得

向親友招攬保險免得把親友都得罪光了，她一開始是去找她原來的同事，但

三個月下來一張保單也沒成交。當時她想過要打退堂鼓，卻想起她公公先前

就已預言她撐不過三個月，她勉強硬著頭皮再去拜訪她原來已經拜訪過的同

事，結果才知道原來他們起初也擔心她會像其他業務員一樣只是為了業績而

找他們，成交後只是又多了一張人情保單或一張孤兒保單：  

 

再去拜訪原來拜訪過的那些同事，他們又問我同樣的話：「你現在在

哪裡啊？」我說：「我一樣在南山啊！」「你還在喔！你還在喔！」我

說：「真的，我就跟你講我要做！」「我們都以為你三個月以後就不會

做了！你還在。」我說：「我真的要做嘛！」所以他們就慢慢相信好

像我是來真的。慢慢的他們就不排斥，然後就願意聽我講，有的聽聽

也覺得還不錯，陸陸續續就開始跟我買保險。24 

 

她的同事告訴她，她所表現出來的個人特質有別於刻板印象：  

 

其中有一個同事就跟我說：「半年前看到的你，我覺得你好像保險業

務員，真的，你好典型，而且我覺得你真的好像。」我覺得他這樣講，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說：「這句話是什麼

意思啊？」他說：「你知道嗎？你真的好像我想像、心目中的保險業

                                                        
24 訪談記錄，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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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的形象。」我說：「那是國泰跟新光的樣子嗎？」他說：「不是！

國泰、新光的樣子就是緊抓著你，跟你死纏爛打，眼神看到的都是

money。你不是這種的，你讓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很專業形象的，是

親和力很夠的、很用心的感覺。」25 

 

後來她做得越來越好時，她爸爸也開始改變對她的看法： 

 

我帶我爸爸媽媽去歐洲玩，我就出錢，我們三個去歐洲，去九天，全

部都我付，十幾萬！我爸爸就覺得說，我女兒很厲害，做保險做到可

以帶我到歐洲、東南亞玩，他就相信我保險可以做起來。而且他發現

我做保險也沒有跟人家產生任何糾紛，我爸爸有一天就打電話給我

說：「你回來啊，我幫你介紹一個親戚要跟你買保險。」從我爸爸開

始跟我介紹保險的那一天，我才覺得肯定自己。26 

 

一般人對保險業務員同時抱持刻板印象與理想形象的這個事實呼應了

Goffman 所言，所謂「受污名者」與「正常人」不是具體的某一群人而是一

種觀點。Goffman (1963: 137-138)主張，污名所涉及的不是可明確區分為「受

污名者」與「正常人」的兩群具體個人，而是每個人都在某些關係與某個人

生階段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的一個普遍的社會過程，一個人的終身屬性可能使

他成為扮演固定角色的演員，幾乎終其一生在所有社會情境中扮演污名角

色，使我們能自然地稱他為「受污名者」，但他的污名屬性並未決定這兩種

角色(「受污名者」與「正常人」)的本質，而只是決定他扮演其中特定一種

角色的頻率。因此，若「受污名者」的行為表現不同於被污名化的社會類別，

即使他的污名屬性並未改變，親友對他的態度會改變；但同時，親友對其他

具有相同污名屬性者還是表現出所有正常的偏見，也因此，「壽險業污名」

                                                        
25 同上。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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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因為少數保險業務員的優異表現而消失。  

而且，因為民眾不僅對保險無知也對保險業的運作無知，總以為保險從

業人員都是保險業務員，故有一位受訪者提到，他雖然是保險公司的管理階

層而非業務員，但每當被問及任職公司時仍會不好意思據實回答：  

 

當時有那種感覺是說，不太好意思講說你在保險公司上班，特別當時

講國泰，人家會問說：「你是國泰信託還是什麼？」我們甚至只願意

講國泰產物而不願意講國泰人壽。27 

 

Goffman (1963: 42)指出一般人是根據「污名符號」去發覺某個人是否為

「受污名者」，故若「受污名者」其異於常人的屬性並非明顯可見，先前也

無人知曉，他可以選擇要不要洩漏其真實社會身份。根據上述訪談記錄可

知，當受訪者非保險業務員而不負責壽險業務招攬時，他會在無須揭露其真

實社會身份之情況下，運用「矇混通關(Passing)」28之策略，順著他人想像

之虛擬社會身份去回應，避免讓自己陷入被污名化之處境。根據 Goffman 

(1963: 2-3)的污名定義，「污名」是會導致個體被劃分為「聲名敗壞」這種社

會類別的某種屬性，使我們原本對某人「虛擬社會身份」的期待與他實際擁

有的「真實社會身份」兩者間出現落差。由於不只是保險業務員，而是整個

壽險業都予人負面觀感，致即使非保險業務員之從業人員亦怯於揭露其真實

社會身份，故本文主張該污名為「壽險業污名」。  

(二)「人情保」之緣起 

儘管「壽險業污名」與保險業務員透過人情銷售保單卻給民眾帶來保險

                                                        
27 訪談記錄，A08。 
28 「矇混通關(Passing)」是 Goffman 所使用的詞彙，中譯則是參考曾凡慈所譯。Goffman (1963: 

42）以為，若「受污名者」決定不揭露有關自我的不利訊息，亦即隱藏其污名符號或甚至

發展出「去識別符號(Disidentifiers)」使人們對他產生錯誤的想像與對待，誤以為是和符合

他們要求的人在一起，此時「受污名者」就是在進行「矇混通關」。 



「保險是騙人的」──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 

．271．  

糾紛之事實有關，但本文以為，與其說壽險業污名是保險業務員所「造成」，

不如說保險業務員不受歡迎的社會身份是壽險業污名的「表徵」之一。原因

在於，如前述，屬性本質上沒有所謂「聲名敗壞」或「聲譽卓著」之意涵，

在原本親近的社會關係之上，保險業務員有機會透過污名整飾使自己有別於

一般受污名者之刻板印象，而為自己之污名身份去污名化，但保險業務員之

個別污名整飾並未能改變整個社會對壽險業之負面觀感，反而，即使是不認

同人情保者，一旦踏入壽險業成為壽險公司的管理階層也只會用同樣的方式

經營壽險。 

舉例而言，當年籌辦新光人壽、爾後成為新光人壽總經理的吳家錄坦言

自己在被任命設立新光人壽之前對於人情保的排斥：  

 

在這去年的某月，一位任職國光人壽的親戚曾找上門拉保險，被吳家

錄婉拒了，但這位親戚仍不死心，三番兩次以當月業績還差少許、會

被開除為由，拜託吳家錄無論如何都要幫這個忙買份保險，每日早晨

七時許甚至擾人清夢按門鈴推銷，吳家錄難以推辭，只好問說 小的

保額是多少；當時的保單都是五年期，吳家錄繳完頭期 低保費後總

算擺脫糾纏，那張收據他看都不看，送完客就丟進垃圾桶。29 

 

從文獻可知，新光人壽在設立之後的展業方式與其他壽險公司並無不

同。從制度論的角度來看，制度構成行動者、制度也限制行動者，行動者所

認知的「利益」是源自特定的規範與歷史脈絡(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7)。1960 年，當政府決定開放民營保險公司設立後，在 1962、1963 年間共

成立 7 家壽險公司，依序為 1962 年 5 月成立的第一人壽與國光人壽、1962

年 8 月成立的國泰人壽、1963 年 4 月成立的華僑人壽、1963 年 7 月成立的

南山人壽、國華人壽與新光人壽。最後一家成立的新光人壽在喪失先機的

情形下，其經營策略必然是模仿當時展業做得最成功的國泰人壽與國光人

                                                        
29 吳家錄(2010)，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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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 30因此，本文主張，壽險業污名看似保險業務員之個別行動累積而成，

實則為國家與壽險公司共同建構之制度性互動情境，讓業務員選擇以投機取

巧之互動規則與消費者互動所造成，其結果不只是保險業務員被污名化，整

個壽險業都遭污名看待。  

任何制度都是具體歷史過程的遺產，故要瞭解人情保之緣起以及人情保

為何最終導致「保險是騙人的」結果必須從臺灣戰後壽險市場這個源頭談起。 

臺灣壽險市場在戰後曾一度萎縮並帶給民眾極惡劣的印象。戰後壽險市

場之萎縮與政權更迭致保戶權益受損有關。戰後國民政府曾透過「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所設立之「臺灣省保險會社監理委員會」於 1947 年 12 月將 14

家日人遺留之生命保險會社(包括日本、千代田、第一、帝國、明治、野村、

安田、住友、三井、第百、日產、大同、富國徵兵、第一徵兵等)加以接收重

組而成「臺灣人壽」。但「臺灣人壽」在處理日據時期舊契約方面不夠周全，

兼以通貨膨脹問題持續多年，許多保戶權益受損：  

 

許多通告保戶續保的通知由於各種原因並沒有交到保戶的手上，因此

當時只有少數保戶得以辦理續保手續。大多數保戶因未能辦理續保而

損失了本身應有的利益，這造成人民對保險事業的非議，信心也大打

折扣。至於已經辦理續保的保戶也因物價波動，貨幣貶值造成鉅大的

損失，導致後來停繳保費，放棄了本身的利益。這些因素都造成大家

對壽險極惡劣的印象，認為投保不但對保戶本身的利益毫無保障，而

且參加保險也不划算。31 

 

因此，在 1950 年代，壽險市場上唯一兩家壽險公司──中央信託局壽險

處與臺灣人壽主要經營的是社會保險，而非商業保險。  

                                                        
30 就 1963 年的市場佔有率排名來看，第一名為國泰人壽，市場佔有率為 34.6％，第二名為國

光人壽，市場佔有率為 34.5％(司馬嘯青，1991)。 
31 黃進興(2006)，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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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壽險市場規模過小，在 1950 年代，生產事業所需資金主要依賴美援

及地下金融。一開始國家對於這樣的依賴發展未有任何顧慮，直到 1958 年

的經濟蕭條引發眾多企業倒閉，且美國方面也釋出美援可能終止之消息，國

家才開始認真思考如何處理地下金融的問題。1959 年底，作為臺灣經濟發展

計劃的催生者—「美援會」32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及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

其中，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的第一條即「鼓勵儲蓄，節約消費」。在此背景

下，「開放保險公司設立」成為當時推動國民儲蓄運動的相關政策之一(葉惠

芬，2009：頁 1380-1382)。33 

為了促進壽險市場的形成，國家一開始的作法是針對保險法做大幅修

正，嚴加定義保險契約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我國保險法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公佈後，於二十六年一月十一

日一度修正，迄未付諸實施，致使營業保險之契約關係，欠缺憑據，

當事人相互間之權利義務，失所規範。34 

 

國家對保險法之修正態度相當嚴謹。行政院當時之修正草案是在先後徵

詢台北市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有關機關暨專家之意見並參酌各國法例後才

定案，行政院版之修正草案提交立法院後，在立法院財政、司法、交通、經

濟四委員會聯席審查期間，亦費時五年半，歷十一個會期，先後共舉行六十

                                                        
32 「美援會」成立於 1948 年 7 月 1 日，全名為「美援運用委員會」。原本經建計畫及美援計

畫的統籌者是「經濟安定委員會」(簡稱「經安會」)，其成員包括由行政院院長兼任的主任

委員及十二位由有關財經及美援主管人員充任的委員，經安會開會時得邀美國駐台有關機

關首長或專家列席，其業務約分為四項：穩定物價、改進金融貿易外匯管理、運用美援、

研討經濟建設四年計劃、確立發展方針，亦即經安會只是經建計劃的協調機構，經建計劃

的擬定是由經安會所屬之工業委員會所負責，工業委員會主委為尹仲容，業務除擬定及推

動四年經建計劃外還包括審查美援工業計畫及督促其進行、研究工業政策等，其經費約為

經安會之四倍，1958 年 9 月 1 日，經安會併入美援會，經建計劃及美援計劃轉由美援會統

籌，主委為陳誠，副主委由尹仲容擔任(文馨瑩，1990：頁 224-225)。 
33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五十年第三次委員會議記錄。 
34 立法院公報 52(31)，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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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各種會議後，才完成審查報告，並於修正條文中增訂「保險人」、「要保

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公證人」之

定義、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之分類，以及保費之交付作為保險契約之要件，

而確立了現行保險法之主要架構。 

有了保險法，市場就會自然形成？不然。市場不會因為有法律保障交易

雙方的權利義務就自然形成(Williamson, 2000: 599)。保險法之修正並未改變

民眾對壽險之排斥、使消費者志願和保險公司進行交易。就社會鑲嵌的制度

層次來看，這意味著在當時不利於市場形成之信念依然存在。一方面，日據

時期保單因政權轉換而失效的歷史殷鑑不遠；另方面，國共在當時仍處於內

戰狀態，政權是否易主、政權易主之後是否會再度發生舊政權時期保單失效

這類問題已非當權者之法律所能保障。相對地，臺灣社會對「人情」運作邏

輯之共同信仰是當時一個有利於市場形成之制度因素。儘管民眾對政權易

主、對保險契約可能失效有所疑慮，卻不得不依循臺灣社會的人情運作邏

輯，基於人情世故捧場性質地購買保險。35據此，國家原本期待保險公司透

過「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這兩類保險輔助人拓展業務。但當時保

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之人數只有百來人，只是百來人的保險代理人與保險

經紀人能夠利用的緣故關係有限，不足以滿足新公司 36快速擴張業務之需

要，故新公司要求國家允許他們招募業務員來招攬壽險業務。  

國家並未為此修改保險法以明文規範「保險業務員」之角色，而是由財

政部於 1963 年 9 月 30 日，即保險法正式公佈施行後不到一個月，以(52)台

財錢發字第 06937 號令取消壽險經紀人之登記，將 1944 年即已頒佈、之後

                                                        
35 此情形印證了 Scott(2008: 428-429)之說法，得以形成制度性社會秩序之三種元素為「法規元

素 (Regulative Elements) 」、「規範 元素 (Normative Elements) 」與「 文化認 知元 素

(Cultural-Cognitive Elements)」，儘管法規元素受到制度論經濟學家與理性選擇政治科學家最

廣泛的討論，但相較於其他兩種元素，法規元素是最容易被修改、被操弄而非被服從之體

系，文化認知元素反而是社會秩序較深層之基礎原則。 
36 臺灣光復後原只有省營的臺灣人壽與國營的中央信託局壽險處 2 家壽險公司，1962 年至

1963 年間新成立了 7 家壽險公司，他們是第一人壽、國光人壽、國泰人壽、華僑人壽、南

山人壽、國華人壽與新光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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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數次修正之「保險業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辦法」修正為「產物保險

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辦法」，以方便壽險公司大量招募業務員(林荻洋，

1972)。對國家而言，他需要壽險公司扮演集資的角色，且在當時能夠取得保

險營業執照者都是與當局有特殊關係者，37故只要壽險公司能夠有效吸收游

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他都願意配合；對壽險公司而言，其目的既然是快速

擴張業務，沒有法律地位的「保險業務員」最為合適，因為壽險公司得以用

任何手段大量招募業務員、盡情利用業務員與消費者間既存之緣故關係，卻

又無須對業務員的任何招攬行為負責。  

當國家回應新公司的要求讓新公司可以大量招募業務員時，只要有人志

願加入保險公司，並採取人情保招攬方式，消費者志願和保險公司進行交易

之制度環境等同建立。問題是沒人志願加入壽險公司。為此，壽險公司設計

出一種雙元的統理結構。一方面用心徵召地方上有力人士擔任聯絡處處長，

建立保險業之知名度與銷售網路；另方面用不實廣告大量徵才，意圖利用人

海戰術達成大量之保費收入。壽險公司徵召地方上有力人士的目的是建立保

險業之知名度，其用心程度自然不在話下，畢竟當時一般人排斥壽險之程度

好比即使是新光實業其他事業部門職員一聽到是要調派到新光人壽就會立

刻辭職(吳家錄，2010：頁 143)，要延攬地方上有力人士加入保險行列談何

容易？儘管費盡唇舌、吃足閉門羹仍可能一無所獲。如吳家錄當年一打聽到

有合適人選，不論遠近都會親自拜訪，有一次為了說服臺東縣關山鎮鄉紳更

創了不下四十次登門造訪之紀錄(吳家錄，2010：頁 108)。相對地，儘管民

眾也很排斥保險，壽險公司卻是用騙術招募民眾擔任保險業務員。據一位受

                                                        
37 在 1960 年國家開放民間資本申請設立保險公司時，能取得保險經營執照者多是當時在政治

圈享有權位者，如設立「國光人壽」的黃國書在 1962 年為立法院長，是擔任中央最高民意

代表之首位台籍人士，政治實力雄厚，各界也踴躍認股，故為當時資金最為雄厚的保險公

司（徐瑞希，1991：頁 217）；又如國泰產物的執照本是當時財政部長嚴家淦留給省籍聞人

林頂立申請設立公司之用，但因他的財力無法籌足法定資本額二千萬元，只好求助於臺北

商界聞人張祥傳，而張祥傳的財力也不夠，才找上蔡萬春，當時的蔡萬春是大萬百貨董事

長，和張祥傳同是 1950 年台北市第一屆市議會議員，因執照為林頂立所有，故國泰產物的

首任董事長為林頂立（司馬嘯青，1988：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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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所言，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若「一個新人進來就告訴他，我們是在

做保險，十個大概嚇走了八個。」38故壽險公司在報紙上的求才廣告通常不

會明說他們要徵求的是業務員，而是「某大企業公司誠徵單位主管，凡年齡

在二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之間、社會關係良好，富有創業能力，通英日語者，

月薪六千元至九千元…」，直到面談後，才知原來是徵業務員，且壽險公司

對於待遇問題隻字不提，若因此決定放棄這個工作機會，壽險公司還會鍥而

不捨地以電話或親自登門拜訪方式不斷地勸說你加入。39 

有些公司如國泰與新光更是任由營業單位自行刊登求才廣告，以致發生

「常在聯合報十一版上看到徵求職員、辦事員，我們都非常懷疑，為什麼同

一住址有那麼多不同的人在徵求？而且奇怪的是長年不停的在徵求，是不是

騙人呢？」這封讀者投書投遞給薇薇夫人後經聯合報訪查發現「廣告中南京

東路三段二八五號七樓，是國泰人壽保險營業處，該機構各個督導單位全部

集中在這裡辦公。而每個督導單位為求業績表現，各自登報徵求人員，以致

報上同一地址，有很多署名不同的分類廣告。南京東路三段二十一號三樓，

是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情形也是一樣。」之所以造成長期刊登求才廣告之情

形乃因廣告上雖說徵求負責查核及統計工作之內勤人員，但在正式任用前這

些所謂「內勤人員」須拉滿一定數額之保險(約一百萬元)，這些公司所持理

由為「有外勤經驗才能做好內勤工作」，但許多人根本達不到這個條件，以

致應徵者雖多，被任用者卻少，而造就長期刊登求才廣告之現象。40 

因壽險公司是以不實之求才廣告(如假借「內勤人員」名義徵求「業務員」)

因應徵才不易之困境，結果只是衍生更多問題。首先，在報上刊登求才廣告

的這些營業單位有業績壓力，這些美其名為「內勤人員」實為「業務員」的

職缺只是營業單位用以達成公司業績目標的一種手段，故新進人員常見的遭

遇是若拉不到一定數額的保險就無法被正式任用；或即使拉到一定數額的保

                                                        
38 訪談記錄，A08。 
39 李欽明，1970，〈若干壽險公司 缺乏一套健全的人事制度〉。經濟日報，3 版，4 月 27 日。 
40 薇薇夫人，1979，〈薇薇夫人專欄 求才廣告的背後〉。聯合報，12 版，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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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招攬者本身也只能拿佣金，業績算主管的，以致仍無法達到被正式任用

的標準；或即使拉到一定數額的保險，在一段時間之後無以為繼，還是失了

業。41 

因應徵者有受騙之感，以致會留下來繼續為壽險公司招攬業務者只有兩

種人：若非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自願被剝削，就是很享受壽險業務帶給他的收

入，亦即一種是走投無路者，一種是社會權貴。一位 1970 年代即進入新光

人壽擔任組訓專員之受訪者提到即使是瞎子、智能不足者也能成為保險業務

員：  

 

以前老五階，三、四十年前那時候，那個時候好像是戰國時代，那時

候也沒有登錄、也沒有規定什麼可以招、什麼不可以招。我記得我以

前在帶業務部隊的時候，我還有認識瞎子，有瞎子在招保險。當然我

不能歧視說瞎子不好，但是也在招保險。還有坦白講智能不是很夠

的，當然是可以自理，但是反應沒有那麼快的，他也在招。為什麼？

因他媽媽幫他做。他媽媽在做，用他的名字，也讓他有個工作。42 

 

另方面，社會關係極佳以致不愁沒有業績者亦有：  

 

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說「純粹是捧場，很多保險攏是捧場。」而且很

多保險那時候也是靠關係的。像我那時候有一個做得很好的、我們那

時候叫「督導」，做得很好，她先生就是在銀行。那時候放款是不得

了的，那時候是賣方市場，你能夠貸到款不簡單，要拜託來貸款，不

是現在錢這樣就貸出去。所以她先生是那個放款科的科長，他老婆就

在我們新光上班。…也有警察的太太在我們公司，以前很多是靠這種

                                                        
41 薇薇夫人，1979，〈薇薇夫人專欄 壓榨勞力拉保險 欺騙行為不應該〉。聯合報，12 版，10

月 24 日。 
42 訪談記錄，A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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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就是跟你有點利害關係，利用來做保險，或者說地方的人脈。43 

 

基於壽險公司只想利用業務員之緣故關係展業，不在乎業務員之職業壽

命長短，在教育訓練的資源配置方面，壽險公司只給予業務員最簡單的商品

介紹：  

 

他進來的時候，國泰人壽有所謂的「組訓專員」，他跟歐巴桑教育說

這個商品你要去跟客戶怎麼講，純保障的話一年繳費是多少，比如說

三十歲一年一萬兩千二，就繳他一萬兩千二，你死的時候可以領到一

百萬就這麼簡單，第二個商品就是一年繳兩萬四，滿期二十年到了的

時候可以領一百萬，在繳費期間死的話可以領兩百萬，繳費滿了以後

可以領一百萬，就這麼簡單。只要五分鐘學起來，馬上就可以到外面

去販賣了。44 

 

同時，壽險公司的商品訴求主要是「儲蓄」概念。1960 年代初，因當時

的臺灣是保險專業的沙漠，壽險公司開業之初欠缺精通保險數理的人才，為

避免在保險人才不足之情形下遭遇「道德危險」45問題，同時與金融機構競

爭，並順應民眾喜歡錢繳出去拿得回來的心理，壽險公司主推無保險詐欺問

題的短年期「生存險」(俗稱「儲蓄險」)，46希望透過「儲蓄」概念吸引民眾

                                                        
43 同上。 
44 訪談記錄，A10。 
45 所謂的「道德危險因素」，根據袁宗蔚(1998：頁 17-18)的定義為「足以影響損失之機率，由

於個人不誠實或不正直之行為或企圖，故意促使危險事故發生，以致引起損失結果或擴大

損失程度。在保險方面，如在經濟衰退時期，縱火索賠之案件發生較多；在魚價低落時期，

鑿沈漁船之事故時有所聞。一九三０年代，世界經濟恐慌，人壽保險對喪失工作能力所致

收入損失之給付，大量增加，皆其明例。」換言之，「道德危險因素」是指任何可能增加損

失發生之人為因素，其類型不排除「保險詐欺」或「保險犯罪」。 
46 據 1965 年 8 月 27 日財政部(54)台財錢發字第 06563 號令訂定發布的「人壽保險各類保險定

名準則」，「生存保險」亦稱「儲蓄保險」。該保險會在保險期間期滿後因被保險人仍生存而

給付受益人一筆生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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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但「那個時候的保險商品也不是很好，因為通貨膨脹很快。大家都認

為說我到時候滿期拿到的那些錢或者保障已經不足。」47故對消費者而言：  

 

他的觀念就是「保險就是儲蓄」、「人情而已」，所以都是「人情保」。

他根本沒有觀念，他根本不知道保險是什麼，他只是覺得「啊，這是

朋友在做，捧場一下！」二十年前聽到的話都是如此啊！「啊，這是

朋友，捧場一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如此。48 

 

事實上，短年期儲蓄險推出後沒多久，財政部就發現短年期儲蓄險的大

量銷售會帶給壽險公司嚴重的財務問題，故飭令壽險公司自 1964 年 2 月 1

日起禁止辦理三年期以下的儲蓄險，且因財政部發現壽險公司計算保險費的

基準是年息 10％，恐將來影響各壽險公司的營運，故亦飭令壽險公司改以年

息 6%為基準計算保險費。49
 1967 年，財政部更進一步禁止壽險公司辦理五

年期以下的儲蓄保險。50當壽險公司應財政部要求逐漸改以生死合險為主要

商品後，保險詐欺案件變得常見，如宜蘭大溪發生賣冰棒的小販被雷擊斃，

招攬人員偽造保費收據，將死者投保日期提前，詐騙保險金；亦曾發生漁民

出航至國外偷渡移居卻請其家人謊報失蹤而要求理賠的事件(新光人壽三十

年史編輯委員會，1993：頁 100)，1983 年甚至發生新光人壽業務員涉入一起

車禍謀殺詐領保險金事件。 51壽險公司此時更擔心業務員知道太多壽險原

理，會衍生更多道德危險案件，故並未改變以「儲蓄險」為名教育業務員商

品知識的作法，業務員依然是以儲蓄的觀點銷售生死合險。  

對新進業務員而言，他們其實也不在乎對商品內容的瞭解是否深入，因

                                                        
47 訪談記錄，A10。 
48 訪談記錄，B03。 
49 本報訊，1964，〈財部令各壽險公司 儲蓄保期最少五年 費率降為年息六厘〉。聯合報，5

版，1 月 23 日。 
50 本報訊，1967，〈人壽保險期 限六年以上〉。聯合報，5 版，1 月 11 日。 
51 刁明芳，1984，〈吳火獅滾雪球〉。《天下雜誌》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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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美其名為內勤人員實為業務員之職缺在試用期多同時領有固定待遇與

佣金，而他們志在多得業務以升任正式職員，故只顧招攬競爭，常有退佣之

舉(黃川口，1978：頁 71)。即使繼續以保險業務員的身份留任，因壽險公司

之考核是一個月一次，業務員每個月都有業績壓力，但通貨膨脹問題依舊，

故業務員仍舊選擇直接向親友要業績：  

 

不用講商品，說我欠業績給我捧場一下，只要敢開口、敢要，如果有

親戚關係或怎麼樣，條件交換也可以。早期有些管區警員的老婆做業

績做得很好，找攤販買保險。新人很多一開始就是去找那些親戚朋

友：「幫幫忙啦！因為我在保險公司需要業績。這個商品對你也有好

處，幫個忙、捧捧場。」52 

 

若未果，再透過「利益交換」或「退佣」達成其目的。這樣的作法對 1970、

1980 年代即進入壽險業之業務員而言「理所當然」，他們認為「退佣」是符

合人性之作法：  

 

我問你，你去買菜，你去菜市場看，一根蔥五塊，阿姨就說三塊，我

們是不是都會殺價？殺價是不是退佣金？所以你應有的利潤會少，你

本來要賣五塊，只能賣三塊，就差兩塊。客戶他都有這種心理，所以

你要瞭解客戶的心理。你就說：「我給你優待一下。」我們不能說退

佣金，我們要說：「公司有給我們特別優惠」事實上是我賺的，我可

能賺十塊，我少賺他一點，因為我要把促成的速度加快。53 

 

「利益交換」則是「服務」之表現：  

 

                                                        
52 訪談記錄，A10。 
53 訪談記錄，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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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人會跟你買保單，跟你買其他物品一樣，他認為你的服務達

到他的滿足點，他才會跟你買。「服務」的話，他有一個服務的深度

跟淺度。你這個問題就是說，黃先生他有認識三個做保險的…三個做

保險的，三個都有跟他招，但是他比較喜歡你，為什麼他比較喜歡你，

這裡面就有很多因子。可能他們比較投緣，或者你晚上下班都會找他

喝酒，或者你的拜訪度比較多，或者你每次都會送他什麼 DM、禮物。

54 

 

然而，同樣的作法對 1990 年代才進入壽險業之業務員而言，卻有待商

榷。一位在 1990 年代才進入壽險業之受訪者表示無法認同國泰、新光之女

性業務員以幫客戶坐月子、繳水電費、提供家事服務而非保險專業贏得交易

之作法：  

 

早期的人會去幫人家坐月子，反正那種人際關係用盡了，你知道嗎？

真的是這樣子。一直到現在，像國泰、新光的業務員還是這樣做的。55 

 

這個差異並非來自業務員個人的反省，而是因為保險公司的教育訓練資

源配置有所不同。當 1987 年安泰人壽開始以「專業的業務員」而非「拉保

險的業務員」重新定義教育訓練的目的之後，多數保險公司的教育訓練就不

再只是「商品介紹」，而是從保險的意義與功能、要保書的填寫、保單條款

的設計、簡單的核保與理賠原理、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關係、銷售循環的

重要性等概念規劃課程大綱，訓練專業講師，且定期更新課程內容，以配合

法令的變更與新知的發展。因此，1990 年代才進入壽險業的業務員清楚知道

自己的專業價值所在，一樣是透過緣故關係招攬保險，此時，業務員不會採

取「退佣」或「利益交換」這類作法：  

                                                        
54 同上。 
55 訪談記錄，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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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客戶會說：「某一家要退給我啊！」我會跟他說：「那你去買他的。

如果將來他陣亡了，你要負一半的責任。」對啊！我跟他說如果他陣

亡了，你要負一半責任，因為你會成為孤兒保單。我會叫他去買他的，

沒關係，不要買我的。我覺得這樣子比較不會破壞行情。我們做這麼

辛苦，你動不動就這樣，你說業務員怎麼生活？56 

 

(三)「人情保」產生「保險是騙人的」結局？ 

壽險市場一直存在「人情保」。狹義的「人情保」是指業務員以要業績

或退佣或利益交換等方式向親友招攬保險的作法。廣義的「人情保」則涵蓋

任何一種利用緣故關係招攬保險的作法。從廣義的人情保來看，以 1990 年

作為分水嶺，1990 年代以前的人情保交易是只有人情包袱、不問商品內容；

1990 年代以後的人情保交易則漸漸有了保險專業的加持。前者是會予人「保

險是騙人的」負面印象的「人情保」，後者則否。只有人情包袱、不問商品

內容的人情保之所以會予人「保險是騙人的」負面印象，乃因壽險公司的教

育資源配置只給予業務員最簡單的商品介紹，而且還是有點誤導性質的商品

介紹，如讓業務員誤以為保險等同於儲蓄，未教育業務員正確的保險觀念，

一旦發生保險糾紛，自然會使消費者認為「保險是騙人的」。在 1990 年代以

前，最常見的保險糾紛來自業務員和消費者都誤以為具有「儲蓄」功能的保

險真的像銀行存款一樣可以隨時解除、隨時領回所繳保費及其利息： 

 

讀者吳君續先生來信報告他投保受騙經過，情形如下。他有一友人失

業，來求他幫忙，參加台北一家大人壽保險公司的十萬元壽險，據說

辦法是每年付保費約一萬元，十年滿期後，公司除償付本金以外，並

加給利息及紅利七萬元，故可領十七萬元。如果期內發生意外，公司

償付二十萬元。而拉保險的人拉到十萬元，可以得到佣金四千元。吳

                                                        
56 訪談記錄，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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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當即同意，並且介紹了朋友參加。那知在付費三次之後，才知道在

他的年齡每年需付一萬二千餘元，十年付足共十三萬餘元。但收費員

說，到期只能領回十萬元及紅利五千元，則保戶反要損失二萬元。但

是收費員又說：『你死了可以拿二十萬元。』吳君表示，他保險並不

是想死，雙方不歡而散。以後吳君等即未續繳，但是公司說，只繳三

期(半年一期)照規定為失權，等於放棄已繳的二萬元。經過多次交涉，

公司說，再繳一期，四期後可退還三分之一。這也就是說，再繳七千

元，可領回八千元，事實上等於領回一千元。結果他們幾個人被吃了

數萬元．而公司的大樓卻蓋起來了。他們本想打官司，但是契約上的

密密麻麻的字就是這麼規定的，只怪自己沒看清，而且誤信友人所說

的，只好認倒楣。這時環境好轉的朋友也不負責了，要他們自己去告。57 

 

面對消費者要求壽險公司為業務員行為負責的聲音，壽險公司只會依法

回應，而將他自身刻意誤導業務員行為的責任擱置一旁。同理，壽險公司亦

利用業務員與消費者不懂保險法之知識弱勢設計一個讓自己在面對保險糾

紛時得以藉口無須理賠的要保書格式。國家為課以要保人協助保險人評估風

險之義務，於保險法訂有第 64 條「告知義務」。58基於「告知義務」是採「書

面詢答主義」，59在 1995 年 2 月財政部發佈人壽保險要保書示範內容、要求

業者配合修訂壽險要保書內容並於同年 5 月 1 日正式實施之前，壽險要保書

有關被保險人健康狀況之詢問有各種定義不明確之問題，如有些要保書會問

                                                        
57 何凡，1970，〈玻璃墊上 壽險魔術〉。聯合報，9 版，5 月 4 日。 
58 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故

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時，其隱匿、遺漏或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

少保險人  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前項解除契約權，

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

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學理上，該條的精神為課以要保人「告知義務」，以降

低「道德危險」案件的發生。 
59 「書面詢答主義」即要保人對於要保書中之詢問事項必須據實以告，要保人若對要保書中

之詢問事項未據實以告，保險公司得據以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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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是否有其他不適症狀」、「是不是有其他婦女症狀」、「是否有長期

咳嗽、聲音嘶啞」、「是否有胃部不適、食慾減退、消化不易」、「是否有持續

性的頭痛、腳痛」、「是否有不明原因的暈眩、蒼白、虛弱和體重減輕」、「是

否大便有黏液或大便習慣改變」。60因這類健康詢答問題指涉範圍太廣，要保

人極易落入「未充分告知病史」之圈套，故 1967 年生死合險成為主流商品

後，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被壽險公司以違反告知義務為由而拒賠之保

險糾紛開始增多。  

這類保險糾紛的發生亦與業務員的招攬行為有關。在 1970、1980 年代，

業務員因未受完整教育訓練而缺乏「向客戶解釋保單條款」或「協助客戶填

寫要保書與辦理理賠」之專業能力，故直接向客戶要業績，並以退佣或提供

與保險無關之日常服務作為交換，是其認知範圍所能想像最具體且實在之辦

法。然而，保險契約相當複雜，其內容遠非消費者根據日常語言所能理解，

故大部分消費者都會請業務員解釋商品內容並代填要保書。業務員一方面因

為無知、另方面為了業績常有誇大其詞或避重就輕之投機行為。在商品解釋

方面，業務員對於會影響保單成交之因素往往避而不談： 

 

賣的人他只講好的，他不會講「你自殺不賠！」「你有什麼既往症我

不賠！」「先天性疾病不賠！」「安胎我也不賠！」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的目的是要招攬你啊！61 

早期國泰跟新光都是很沒有良心的，瓦斯爆炸也不理賠，我們小時候

有那種快鍋，燉豬腳、紅豆那種快鍋，像以前那種快鍋爆炸，被快鍋

打死也沒有理賠。條款都寫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們都不敢跟客戶講。62 

 

在代填要保書方面，業務員為了成交保單，通常不會真的按照要保書所

                                                        
60 李佳諭，1994，〈保險要保書決翻修〉。經濟日報，4 版，5 月 7 日。 
61 訪談記錄，A16。 
62 訪談記錄，A18。 



「保險是騙人的」──壽險業污名形成之制度因素 

．285．  

羅列之問題一一詢問要保人，而會任意地填寫被保險人健康狀態良好。  

儘管人身保險告知義務之違反，出於要保人之蓄意者始終不多見，多是

出於要保人之無知或業務員從中擘畫者，因壽險招攬還是建立在「人情」之

上，業務員對要保人多有瞭解，以致大部分短期死亡(投保兩年內身故)之壽

險契約中，不乏業務員為使要保案件順利通過核保，而於代填要保書時有意

或無意地造成隱匿、遺漏或不實之告知(陸早行，1985)，但在 1992 年 10 月

15 日財政部公布施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並責成公會於 1993 年起開始

辦理業務員登錄之前，業界與學界普遍認為「業務員僅具保險人之使用人地

位，非保險人之代理人，故要保人對業務員之告知效力不及於保險人，業務

員之已知或因過失而不知，不得視同保險人之已知或因過失而不知」(陳雲

中，1972；吳鴻章，1976：7；黃川口，1978)。亦即要保人即使有告訴業務

員被保險人之身體有任何不適與病痛，但業務員未於代填要保書時載入要保

書中，仍視同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  

儘管為文時任中國人壽總經理室秘書之陸早行(1985)指出，我國法院對

此見解未盡一致，要保人若能舉證是業務員故意誘使他漏述詢問事項，而可

歸責於保險人對業務員選任監督之過失，可形成違反告知義務之契約解除權

行使之阻卻。現實是在理賠發生時要保人或受益人通常無法證明是業務員代

要保人隱匿病情，最後吃虧的還是消費者：  

 

有時候糾紛發生了，我們也找不到業務員，也沒得對質啊！為什麼？

因都是用口頭的，你告訴他，他跟你說沒關係。好多喔！就是「我有

講呀！我有講呀！他就說沒關係。」我說：「你證據呢？」「沒有。」63 

 

財政部有鑑於違反告知義務所致之保險糾紛不斷發生，屢有要保人前往

陳情，故早於 1971 年即以(60)台財錢第 17183 號令要求壽險業對於保險契約

之書面詢問事項應切實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人填寫簽章，嗣後復以(63)台

                                                        
63 訪談記錄，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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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錢第 21028 號函，規定人壽保險要保書應載明「人壽保險投保人須知」，

以促使要保人注意告知義務等重要事項(陸早行，1985)。但財政部的這些行

政命令只是要求壽險公司要敦請要保人注意其告知義務，而非要求壽險公司

須對業務員招攬行為負責。  

1979 年連續爆發數起「經濟犯罪」案件後，壽險公司更是以「保險犯罪」

為藉口，不理會保險法第 64 條「兩年除斥期間」64之規定。有鑑於 1979 年

2、3 月間連續爆發兩起金融機構弊案，包括臺北市銀行延平分行鉅額逾期放

款弊案，與第一銀行中山北路分行押匯舞弊案，以及若干公司之惡性倒閉

案，同年 3 月與 5 月蔣經國先生兩度於財經會談中嚴正指示行政院成立防範

經濟犯罪專案小組，並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周宏濤為召集人。根據監委調

查，1979 年這些弊案之發生乃因銀行不能破除情面，且內部稽核制度未能落

實，以致部份行庫人員收取回扣之情形未能及時發現，金融主管機關於弊案

發生時亦未能清查重罰所致。65影響所及，不只行政院依總統指示，邀集有

關部會代表成立「防止經濟性犯罪專案研究小組」，研擬防止經濟犯罪的各

種措施，並成立「經濟犯罪防治小組」與「貪污及經濟犯罪防制中心」，由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負責調查與接受民眾檢舉經濟犯罪與重大貪瀆，行政院亦

要求各部會及省市政府分別設置「政風督導會報」、各級法院設立「肅貪法

庭」、臺灣高等法院檢查處督導地方檢查單位成立「經濟犯罪檢肅小組」，以

加強對貪瀆案件與經濟犯罪案件之防制與制裁。  

在這個脈絡下，行政院明訂「保險犯罪」之行為方式為「已投保之船舶

於海中自沈，詐領保險金；病患取得不實之健康證明投保壽險，旋即病故，

                                                        
64 所謂「除斥期間」是指「法律對於某種權利所預定之存續期間也，故又稱為預定期間。除

斥期間係因法律行為有瑕疵或其他不正常情形，以致於影響法律行為之效力，當事人得為

撤銷或為其他補救行為之期間。除斥期間自始固定不變，期間一過，權利即歸消滅，不得

展期，以求法律關係之早日確定，故屬於不變期間。」(林群弼，2002：頁 322)保險法第 64

條規定「兩年除斥期間」的意涵是要保人雖須盡到「告知義務」，但法律只給保險公司兩年

時間去瞭解要保人是否違反告知義務，若保險公司是在兩年之後才發現要保人違反告知義

務亦不得主張解除契約，換句話說，就是需依照保險契約履行賠償責任。 
65 臺北訊，1979，〈財部決盡最大努力 加強行庫稽核工作〉。聯合報，3 版，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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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益人領得保險金；為親人或自己締結人壽保險契約，而後詐領保險金」，

並指示其預防措施應為「(1)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應有保險利益。(2)對於財

產保險之標的物應妥為查勘、鑑定及估價，不得超額承保；對壽險之被保險

人應詳為健康檢查。(3)應查明有無重複保險，尤其是國外之複保險。」66然

而，在 1979 年以前，見諸文獻之保險犯罪僅 4 例，67故壽險公司並未依據行

政院指示，加強承保時之風險評估以防制「保險犯罪」，而是轉變其面對保

險法第 64 條「兩年除斥期間」之態度。  

保險法第 64 條原先規範「…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

因，亦不得解除契約。」其意為若要保人對於要保書上之詢答事項告知不實，

保險公司可於要保人投保後兩年之內主張其解除權，解除保險契約，但兩年

之後，即使保險公司發現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亦不得主張解除契約。但壽

險公司主張，既然「帶病投保」(即要保人於要保書上填答被保險人身體健康

使被保險人取得不實之健康證明投保壽險)是一種「保險犯罪」，即使超過兩

年除斥期間，依然可視為「保險犯罪」而拒賠─  

 

我國保險法乃民法之特別法，保險契約上有關違反告知義務之情事，

自應以保險法之有關規定加以論斷，蓋特別法之優於普通法固為吾人

所共知也。惟於詐欺之情況下，若限於保險法之規定，不能主張解除

保險契約，則引用民法68主張撤銷保險契約，以收維善懲惡之效，殊

                                                        
66 (1)臺北訊，1979，〈有效防止經濟犯罪 政院今商採措施〉。聯合報，3 版，4 月 25 日。(2)

本報訊，1979，〈針對十一類經濟犯罪行為 政院決定採取預防措施〉。經濟日報，2 版，5

月 11 日。 
67 此 4 例為：1964 年 12 月，李明璋縱火斃女詐領保險金案；1965 年 9 月，陳姓旅館服務生

與簡姓男子共謀殺害徐姓友人冒領保險金案；1970 年 3 月，罹患肝癌之吳姓男子向國泰人

壽投保壽險並經保險公司指定醫師體檢合格後於同月因肝病驟逝案；1972 年 10 月，第一人

壽曾姓業務員明知蔡女因肥胖及高血壓症無法投保，而以曾某之四嫂代向嘉義市某醫院體

檢取得蔡女之投保資格卻為第一人壽之體檢醫師暗中查訪而揭穿案(呂英敏，1984；青雲，

1984)。 
68 依據我國民法規定，有關意思表示發生錯誤(民法第 88 條)或詐欺(民法第 92 條)，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陸早行，1985：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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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積極闡揚社會正義之意義，吾人自當充分支持。69 

 

換言之，保險公司之所以無視於保險法第 64 條「兩年除斥期間」的規

定是因為他是根據「保險犯罪」的立場看待所有投保案件，將所有要保人都

當作是保險犯罪的可疑分子。壽險公司以「保險犯罪」合理化其拒賠立場可

見諸其拒賠時之說法： 

 

在消基會替保戶處理和業者的保險糾紛時，有壽險公司總經理，在給

保戶的糾紛處理回覆信中，明白地寫明「不理賠已對你不錯了；否則

本公司可能告你詐欺」，甚至給消基會的信函中，還有「幸勿自誤」

字眼。70 

 

其結果是到了 1980 年代，不論是幾年前所罹患之疾病、不論所罹患之

疾病與被保險人身故原因有無關連性、不論壽險公司是何時發現被保險人

「帶病投保」，只要投保前有就醫記錄，但在填寫要保書時未加以說明，就

會被壽險公司當作拒賠依據，且壽險公司是以預設被保險人有犯罪之虞為其

正當性基礎。關於壽險公司「想盡辦法不理賠」之作法茲以 2002 年時任 ING

安泰業務資深副總陳仁元之經歷為例：  

 

他過去就有過這樣的經驗：有一回東勢一位鄉下婦人死於葡萄胎症，

根據常理判斷，這種病人一定有早期的就診記錄。陳仁元於是騎著摩

托車跑遍中部四個縣市，三百多家大小醫院，果然在豐原一家鄉下診

所找到這位婦人的就診記錄。他便以帶病投保為由，封殺了二十萬的

保額理賠。71 

                                                        
69 陸早行(1985)，頁 19。 
70 李佳諭，1992，〈做好核保與理賠的準備動作〉。經濟日報，4 版，1 月 3 日。 
71 潘燊昌(2002)，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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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客戶明顯是遭遇意外事故身亡而符合「意外險」理賠之定義，壽險

公司卻亦以客戶未告知之就醫歷史引以拒賠，如「被保險人遭人以利器刺殺

身亡，保險公司卻以被保險人曾患心臟病予以解約拒賠」，72以及「一名女性

投保人被殺焚屍，其家屬向保險公司要求理賠時，南山人壽保險公司以被保

險人投保時未告知曾發生重大車禍頭部受傷，以致智商遲鈍，影響公司對危

險之評估為由，堅拒理賠」。73上述意外事故是他殺，根本與被保險人之體況

無關。然而，當時的保險法第 64 條尚未增列「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

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壽險公司也不認為危險事故與

未據實告知之事項之間需具有「因果關係」才能免除保險人之理賠責任，因

壽險公司認為即使違反告知之事實與危險事故之發生無因果關係，但若要保

人據實告知，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將有所不同，而可能予以拒保或以不同條

件承保(如增加保費或削減保額等)(陸早行，1985：頁 16-17)。  

(四) 小結 

由以上討論可知，以人情、利益交換與退佣等方式請求客戶幫忙其業績

達成的「人情保」招攬方式之所以帶給民眾「保險是騙人的」印象主要受到

兩個制度因素的影響：「保險業務員不具法律地位」的效果與「保險法第 64

條」的規範。事實上，「人情保」不必然導致「保險是騙人的」印象。若不

是因為壽險公司為求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從事不對等的資源配置，有意讓業

務員只懂最簡單的商品知識，造成業務員與消費者的知識弱勢，並在發生保

險糾紛時，利用「保險法第 64 條」指控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利用「保險

業務員不具法律地位」的漏洞撇清責任，「人情保」不會導致「保險是騙人

的」印象。 

                                                        
72 徐碧華，1989，〈遭人刺死無關心臟病！投保人幾番爭取獲理賠〉。聯合報，16 版，9 月 23

日。 
73 潘秉新，1989，〈審核從寬 理賠從嚴？保險理賠 靠‘關說’？！〉。聯合晚報，9 版，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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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結論 

如前述，在《污名》的第四章，Goffman 曾大膽主張絕大多數幸運的正

常人都可能擁有某個缺陷導致虛擬社會身份與真實社會身份之間出現令人

感到羞愧的落差，而成為受污名者。然而，果真如此，本文無須花一部分篇

幅論證壽險業污名的存在。事實是即使有許多不可見的差異已成為污名屬

性，並不表示具不可見性的差異都可能是污名屬性。而且，Goffman (1963: 3)

亦主張屬性本質上沒有所謂「聲名敗壞」或「聲譽卓著」之意涵。既然如此，

某個差異之所以是污名屬性絕非不言自明，即使是「精神病污名」或「同志

污名」可能也需透過對污名本身的自然史研究來證明「污名」的存在。此時，

「制度」絕對是污名存在或消失的主因。本文同意 Link and Phelan 將「權力

差異」視為污名定義之決定性因素，但本文仍主張制度安排才是讓某項污名

深入人心或銷聲匿跡的主因。  

根據前文討論，保險業務員的表現不見得都符合刻板印象，他們的親友

也不見得有過被業務員欺騙或被壽險公司拒賠之經驗，但所有人(包括業務員

自己)在面對保險業務員時總是能夠立即勾勒出有關壽險公司與業務員之負

面刻板印象，並且不因親身經歷而修正偏見，反而視之為例外而形成系統性

偏誤。這種根深蒂固的看法絕非偶然的幾個事件口耳相傳所造成，必然是有

一個制度因素使社會上大多數人即使未曾遭逢類似事件也曾聽聞類似遭

遇，其發生頻率已經到達讓人相信這類事件具有普遍性的程度，以致對壽險

公司與業務員形成某種刻板印象而拒絕往來，以避免不利己之情事發生。這

個現象正呼應制度論的主張：制度是超越組織的活動模式與符號系統，且制

度會形塑誘因結構，進而對理性行動者對其利益的辨識與追求形成限制

(Friedland and Alford, 1991: 232; Nee, 1996: 909)。  

這種沒有加害者只有投機者之制度性秩序一旦形成，透過日復一日之社

會互動就能使壽險業污名一直存續下去。臺灣壽險市場從一開始就遭遇展業

瓶頸是整個故事的開端，然而，歷史沒有必然的結果。這個因日據時期保單

失效、國共內戰狀態未定之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展業瓶頸之所以使壽險業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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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名敗壞」的產業，乃因壽險公司利用其政治與經濟特權，在國家所建置

的制度環境中設計與主張最大化其利益的統理結構與資源配置使然。壽險公

司先是讓國家接受臺灣社會的人情運作邏輯得作為突破展業瓶頸的良方，而

同意壽險公司大量招募沒有法律地位的保險業務員。之後，設計與主張偏頗

地只有利於壽險公司的雙元統理結構與教育資源配置。前者包括一方面用心

徵召地方上有力人士擔任聯絡處處長，以建立知名度與銷售網路，另方面卻

用不實廣告徵才，以最精簡的管理成本換取百倍、千倍以計的業務員人際關

係與保費收入；後者則是刻意讓業務員只懂最簡單的商品介紹，製造業務員

與消費者的知識弱勢，再利用「保險法第 64 條」指控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

利用「保險業務員不具法律地位」的漏洞撇清責任。在上述制度因素的作用

下，壽險業污名於焉形成。  

前述由國家所形塑之制度環境到了 1990 年代稍微有所轉變。因解嚴後

媒體言論自由與消基會受理保險申訴之結合使保險糾紛開始長期佔據新聞

版面，消費者有了維護自身權益之意識。在社會各界要求改革之情形下，財

政部首先在保險法增列保險法第 8 條之 1「保險業務員」之定義，以制訂「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與建立「保險業務員登錄制度」，針對壽險公司長年來

藉口業務員非其代理人之作法予以矯正；其後亦修改保險法第 64 條，並訂

定要保書之示範版本，使要保人之告知義務有一明確範圍。同時，因 1987

年政府開放美商保險公司來台設立分公司後，美國安泰人壽陸續引進許多以

保戶權益為主要考量之商品與制度，促使解嚴後之政府在選票考量下也在

1992 年 9 月 1 日於財政部保險司之下增設保險申訴科，專司保險申訴案件之

處理，並責成保險公司與產、壽險公會設置保戶申訴部門或委員會，以及將

其申訴專線或免費服務電話列印於保單及保戶手冊，使保戶有更多層之申訴

管道。74
 1995 年財政部更進一步公佈保險申訴率最高之保險公司黑名單，提

供消費者投保時選擇保險公司之參考資料。75 

                                                        
74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保險年鑑》，頁 9-10。 
75 邱金蘭，1995，〈保單糾紛黑名單公佈〉。經濟日報，1 版，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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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度變遷不可能一夕發生，因為誠如 North (1990: 6)所言─  

 

制度變遷是個複雜的過程，因為它涉及規則、非正式限制與執行方式

與效力的改變。而且，制度通常是逐步漸進地改變，而不是以非連續

方式改變。制度如何與為何逐步改變，以及為何即使是不連續的改變

(如革命與征服 )也絕非完全不連續是因為深植於社會中的非正式限

制。雖然正式規則可以經由政治或司法決策一夕改變，但是存在於習

俗、傳統與行為準則中的非正式限制卻不受政策所影響。 

 

1990 年代以後的制度環境、統理結構與資源配置等制度因素雖有改變，

致業務員的保險專業與消費者的保險觀念有所提升，但民眾對於壽險業污名

的印象仍然存在，加上市場競爭使壽險公司、大眾傳媒與申訴管道不時對何

謂「保險糾紛」的概念進行構框與傳播，保險糾紛恐怕有增無減，而讓壽險

業污名更加鮮明。  

本研究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希望透過探討壽險業污名之發展來瞭解微

觀與鉅觀層次之現象如何關連在一起。因篇幅限制，本研究未能考察臺灣壽

險業污名與這些制度長期演變之關係，而這類研究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污

名」會隨社會情境的變化而變化。臺灣社會仍對保險業務員帶有負面刻板印

象是一個事實，但這不表示壽險業污名未曾弱化過，且對不同世代的民眾而

言，壽險業污名有不同的紋理，同樣是污名，對不同民眾而言，也可能有不

同的意義，這是本研究不足之處，有待未來研究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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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訪談名單 

訪談編號  性別
年齡  

(約略) 
教育程度

從業年資

(約略) 
面對面訪談時間  

A01 男 45 大學  20 2008 年 8 月 5 日與 10 月 1 日  

A02 女 60 大學  35 2008 年 8 月 8 日  

A03 男 60 大學  35 2008 年 8 月 29 日  

A04 男 40 研究所  15 2008 年 8 月 14 日  

A05 男 40 大學  15 2008 年 8 月 15 日  

A06 男 60 研究所  35 2008 年 8 月 15 日  

A07 男 70 大學  40 2008 年 8 月 18 日  

A08 男 55 大學  30 2008 年 8 月 18 日  

A09 男 55 大學  30 2008 年 8 月 19 日  

A10 男 50 大學  25 2008 年 8 月 19 日  

A11 男 40 大學  20 2008 年 8 月 19 日  

A12 男 60 大學  35 2008 年 8 月 19 日  

A13 男 65 大學  35 2008 年 8 月 22 日  

A14 男 45 大學  15 2008 年 8 月 21 日  

A15A 男 60 大學  35 2008 年 8 月 26 日  

A15B 男 55 大學  30 2008 年 8 月 26 日  

A16 女 50 研究所  30 2008 年 8 月 29 日  

A17 女 45 研究所  20 2008 年 10 月 11 日  

A18 男 55 研究所  30 2008 年 9 月 30 日與 10 月 8 日  

B01 男 50 高中  20 2010 年 5 月 6 日  

B02 女 55 研究所  15 2010 年 5 月 10 日  

B03 男 45 專科  15 2010 年 5 月 11 日  

B04 男 50 高中  15 2010 年 5 月 19 日  

B05 女 45 專科  15 2010 年 5 月 20 日  

註：A15 之所以有 A15A 與 A15B 之分乃因有兩名受訪者同時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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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is Discredite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Stigma 

 

Hsun-Hsuan 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pective formations of stigma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y demon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stigma. Goffman argued that any differ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a stigma may be 

considered a stigmatized attribute.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skeptical. 

A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igma must be proven as a stigmatized attribute 

by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y stigmatized attribute is accepted as fact through continue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peated social interactions inevitably become a type of 

institution that transcends persons and organizations. By considering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stigma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eople believe that insurance is 

discredit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allow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insurance solicitors who are not legally licensed to sell insurance, an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enables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abuse the right 

to deny claims by citing Article 64 of the Insurance Act. 

 

 

Keywords: Life Insurance, Stigma, Institutionalism, Interactive Frame, Stigm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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