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
入數位時代，惟有突破舊框架，才能

開創新的發展。作為保二代的李偉權

認為，走舊的路就達不到新的地方，因而他

帶著5位年輕夥伴勇敢創新，跳出傳統壽險

團隊的舊框架，全力發展數位化行銷。藉著

2020年的變化與機轉，李偉權成功在後疫情

時代啟動新行銷模式，在公司新財政年度的

7～8月成交超過100件保單，開創壽險團隊

線上發展先河。

保二代求突破放手一搏，數位行銷

團隊從5人發展至17人

　　李偉權來自保險家庭，父親李文勝區經

理從業超過30年，曾獲得4屆區經理冠軍，

母親李碧蓉則是13年美國百萬圓桌MDRT會

員，從小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瞭解並認

同保險事業。

　　在大學畢業後，他就決定全職投入保險

業，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由於缺乏自然市

場的關係，李偉權從同學朋友或陌生市場做

起，並在3年後就發展團隊，同時也協助父

親管理團隊。經過近13年的磨練後，李偉權

在2018年晉升區經理。

　　在發展團隊的過程，李偉權曾經歷因夥

伴晉升而讓團隊業務下滑，必須重新再組建

團隊。這樣的過程，讓他深刻體會團隊領袖

不能安於現狀，必須要有危機意識。雖然他

帶領40人百萬直屬團隊，但大部分夥伴都較

年長，多以兼職為主，因此他仍不斷尋找突

破的方法，希望推動團隊成長與發展。李偉

權一直非常關注數位化發展趨勢，尤其是新

興的金融科技（Fintech），同時公司也因此

推出相當完善的客戶在線服務平台，實現客

戶自主服務的目的，引發他對數位化行銷的

興趣。

　　經過思考之後，李偉權決定應數位化趨

勢，建立新營運模式並開拓新市場。在太太

陳聖冠的鼓勵與支持下，他在2019下半年開

跳出舊框架，李偉權帶領新世代發展新營銷模式

敢於創新，保二代的數位化團隊
轉型之路
保二代的李偉權認為，走舊的路就無法到達新的地方，因此他帶著6位夥伴勇敢創新，在後疫
情時代全力發展數位行銷模式，將線下經營轉為線上經營，開創壽險團隊線上行銷發展先河。

文◎鄭雪娜　照片◎受訪者提供

始轉型，並帶領5位年輕的團隊夥伴，在新

的辦事處發展數位化壽險行銷團隊，目的是

協助90後及00後的年輕人，以數位化方式在

保險創業;  不過其他夥伴仍然以傳統方式繼

續作業。

　　李偉權發現隨著科技快速發展，經過10

年的醞釀與發展，線上已養成新型態的客戶

消費市場，主要以年輕人為主，或習慣虛擬

溝通方式的消費者。他們喜歡在線上諮詢，

選擇不必面對面的接觸方式，更傾向於不被

過度打擾，且掌握主動權的交易模式。

　　轉型初期，李偉權其實也在摸索與實

驗。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改變原有的計畫，

在3、4月行管期間，他與夥伴在線上頻繁

開會與討論，最後決定從線下轉為線上，全

面發展數位化行銷。於是他們開始忙著架設

團隊臉書、IG專頁，行管期間他們比過去更

忙碌，每天開會討論、準備貼文及製作視頻

等，專頁架設後才在5～6月開始運作。經過

努力的耕耘，李偉權和團隊在7、8月開始看

到了成績，不但成交新保單，也成功增員新

的夥伴，從5位到17位團隊成員。

　　李偉權補充，會選擇市郊外精華商圈的

家居辦公室，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市場都集中

在商圈附近。商圈除提供良好的生活機能，

還有許多的咖啡廳，加上停車方便，若客戶

想要線下洽談，就可以直接約到辦公室樓

下。

從線下轉向線上行銷，開啟壽險新

營銷、新市場

　　李偉權把線下面對面壽險行銷流程，轉

移到線上的虛擬接觸，從過去的陌生拜訪、

保險推銷等，改為投入在各大社群媒體。藉

李偉權
現任：豐隆保險區經理

榮譽紀錄：

＊2008～2020年  連續13年榮獲海外旅遊獎

＊2016～2018年  連續3年榮獲百萬組織獎

＊2016～2017年  連續2年榮獲AKARD組織增員獎，

AKARD百萬組織獎

＊2017～2020年  連續3年榮獲AKARD 直屬組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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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入數位時代，惟有突破舊框架，才能

開創新的發展。作為保二代的李偉權

認為，走舊的路就達不到新的地方，因而他

帶著5位年輕夥伴勇敢創新，跳出傳統壽險

團隊的舊框架，全力發展數位化行銷。藉著

2020年的變化與機轉，李偉權成功在後疫情

時代啟動新行銷模式，在公司新財政年度的

7～8月成交超過100件保單，開創壽險團隊

線上發展先河。

保二代求突破放手一搏，數位行銷

團隊從5人發展至17人

　　李偉權來自保險家庭，父親李文勝區經

理從業超過30年，曾獲得4屆區經理冠軍，

母親李碧蓉則是13年美國百萬圓桌MDRT會

員，從小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瞭解並認

同保險事業。

　　在大學畢業後，他就決定全職投入保險

業，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由於缺乏自然市

場的關係，李偉權從同學朋友或陌生市場做

起，並在3年後就發展團隊，同時也協助父

親管理團隊。經過近13年的磨練後，李偉權

在2018年晉升區經理。

　　在發展團隊的過程，李偉權曾經歷因夥

伴晉升而讓團隊業務下滑，必須重新再組建

團隊。這樣的過程，讓他深刻體會團隊領袖

不能安於現狀，必須要有危機意識。雖然他

帶領40人百萬直屬團隊，但大部分夥伴都較

年長，多以兼職為主，因此他仍不斷尋找突

破的方法，希望推動團隊成長與發展。李偉

權一直非常關注數位化發展趨勢，尤其是新

興的金融科技（Fintech），同時公司也因此

推出相當完善的客戶在線服務平台，實現客

戶自主服務的目的，引發他對數位化行銷的

興趣。

　　經過思考之後，李偉權決定應數位化趨

勢，建立新營運模式並開拓新市場。在太太

陳聖冠的鼓勵與支持下，他在2019下半年開

跳出舊框架，李偉權帶領新世代發展新營銷模式

敢於創新，保二代的數位化團隊
轉型之路
保二代的李偉權認為，走舊的路就無法到達新的地方，因此他帶著6位夥伴勇敢創新，在後疫
情時代全力發展數位行銷模式，將線下經營轉為線上經營，開創壽險團隊線上行銷發展先河。

文◎鄭雪娜　照片◎受訪者提供

始轉型，並帶領5位年輕的團隊夥伴，在新

的辦事處發展數位化壽險行銷團隊，目的是

協助90後及00後的年輕人，以數位化方式在

保險創業;  不過其他夥伴仍然以傳統方式繼

續作業。

　　李偉權發現隨著科技快速發展，經過10

年的醞釀與發展，線上已養成新型態的客戶

消費市場，主要以年輕人為主，或習慣虛擬

溝通方式的消費者。他們喜歡在線上諮詢，

選擇不必面對面的接觸方式，更傾向於不被

過度打擾，且掌握主動權的交易模式。

　　轉型初期，李偉權其實也在摸索與實

驗。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改變原有的計畫，

在3、4月行管期間，他與夥伴在線上頻繁

開會與討論，最後決定從線下轉為線上，全

面發展數位化行銷。於是他們開始忙著架設

團隊臉書、IG專頁，行管期間他們比過去更

忙碌，每天開會討論、準備貼文及製作視頻

等，專頁架設後才在5～6月開始運作。經過

努力的耕耘，李偉權和團隊在7、8月開始看

到了成績，不但成交新保單，也成功增員新

的夥伴，從5位到17位團隊成員。

　　李偉權補充，會選擇市郊外精華商圈的

家居辦公室，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市場都集中

在商圈附近。商圈除提供良好的生活機能，

還有許多的咖啡廳，加上停車方便，若客戶

想要線下洽談，就可以直接約到辦公室樓

下。

從線下轉向線上行銷，開啟壽險新

營銷、新市場

　　李偉權把線下面對面壽險行銷流程，轉

移到線上的虛擬接觸，從過去的陌生拜訪、

保險推銷等，改為投入在各大社群媒體。藉

李偉權
現任：豐隆保險區經理

榮譽紀錄：

＊2008～2020年  連續13年榮獲海外旅遊獎

＊2016～2018年  連續3年榮獲百萬組織獎

＊2016～2017年  連續2年榮獲AKARD組織增員獎，

AKARD百萬組織獎

＊2017～2020年  連續3年榮獲AKARD 直屬組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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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年輕人6項軟實力，拓展數位

行銷團隊

　　李偉權進行線上增員的方式，除了會發

布增員相關的視頻，也會在線上提供許多創

業的概念，同時在求職網站刊登招聘廣告。

他在支援夥伴的同時，每週都在線下面談新

人。

　　他表示增員對象須認同保險業，並完全

接受數位行銷的創業概念，而他的責任就是

協助他們從1個人到發展1組人。他的團隊也

提供一個學習與創業的平台，讓新人透過實

踐理論來培養6項能力：領導能力、團隊協

作能力、溝通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批判性

思考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李

偉權每增員1個新夥伴，都會分配給資深夥

伴帶領與協助，逐步擴大小組的編制來壯大

團隊的規模。

　　李偉權認為領導數位化行銷團隊，必須

採取公開與透明的管理方式。透過扁平化的

組織，領導者要有開放的心，願意放下身

段，鼓勵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領導

00後的夥伴，就是要尊重他們，重視他們的

付出與想法。

　　他也不主張向夥伴說教或論對錯，而是

適時給予肯定，同時提醒他們要有以終為始

的概念，從最終的結果來推斷目前應用的方

法。此外，他最大的堅持就是職業操守，雖

然是數位行銷，但他們必須提供客戶正確與

專業的答案，不欺編、不隱瞞、不誤導，誠

信才是壽險業永續經營之道。

　　李偉權認為領導新世代的關鍵，並不先

談太遠的未來，而是鼓勵他們完成眼前的任

務，且隨時要有應對變化的心理準備。未來

李偉權將積極增員，招募新世代人才，期待

未來在馬來西亞各地佈點，打造成為馬來西

亞壽險業最大的數位行銷團隊。

由在線上發布金融保險相關的資訊或知識，

或者整理對民眾有用的國家補助政策等，以

投放或分享的方式，吸引網路民眾的關注，

以開發在線上活躍的客戶市場。除了團隊的

社群專頁，夥伴們也要開設個人專頁，因為

專頁就代表著個人在線上的名片。

　　因此，數位化行銷必須完全跳出傳統框

架，更適合沒有任何保險銷售經驗的年輕

人。李偉權表示，數位化行銷非常適合不

擅於以語言表達，面對面溝通、交談的年

輕人，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舒服與安全的工

作環境。每天的展業就是坐在辦公室，參與

線上各種群組的聊天，而工作內容就是分享

資訊，回覆各式各樣的詢問，並及時尋找解

答、以客戶的需求來規劃方案。

成為客戶的保險「谷歌」，線上行

銷有利線下發展

　　藉著成為客戶的「谷歌」，團隊夥伴每

天透過詢問主管或資深夥伴，解答客戶的疑

問，無形中強化與累積他們的金融保險知

識。而夥伴在沒有業績或目標壓力下，更容

易與客戶在線上交流，逐步建立客戶的信

任，藉此建立新夥伴的自信與專業能力；線

上行銷可以節約更多時間，提高線上接觸客

戶的活動量。

　　而數位化行銷最大的目的，就是累積客

戶數據，開發線上消費的新市場。李偉權表

示，有夥伴因線上成交，而獲得客戶轉介

紹，在線下另外成交6名客戶。此外還有客

戶同意投保後，在繳保費時，因沒有信用

卡、又不懂得線上銀行轉帳，客戶竟然不嫌

麻煩直接到公司櫃檯來繳費。這充分說明客

戶願意在線上成交，代表投保意願高，不會

輕易動搖投保決定，而雖然是無須面對面成

交的數位行銷，成交後仍須要與客戶見面簽

下要保書，才能完成整個銷售程序。

　　但在數位展業前，李偉權還是需要為夥

伴先做好心理建設：線上行銷仍要以量取

勝，並且不厭其煩的回覆各種詢問。有別於

線下的活動拜訪量，線上行銷也需要大量的

拜訪量，不過對象是虛擬的社交群組。因此

李偉權強調，數位行銷必須靠團體戰，藉由

夥伴們通力合作，共同在不同的群組活動，

一起互相支援客戶的詢問、探討發文的內容

等，協助彼此達到成交的目的。

　　在忙碌的線上的活動，發文，群聊或回

覆客戶疑問等過程中，李偉權發現年輕夥伴

不會有時間低潮，反而更投入工作。不少夥

伴都在辦公室超時工作，甚至週末也不休

息，當年輕人以他們喜歡的方式與狀態在工

作時，他們會更加專注且全力以赴。

　　這讓團隊更有活力，大家相處融洽，不

需要實行打卡制度，但夥伴的出勤率都很

高，完全不需要主管進行強力的監督。主管

要做的僅是提供協助，解答疑問。有趣的

是，當年輕夥伴在線上累積一定的專業能力

後，反而變得更有自信，以分享資訊來代替

銷售，更自然地成交家庭成員或朋友等緣故

市場，由此帶動線下的銷售活動。

轉型數位行銷並不容易，李偉權感謝太太陳聖冠的支持，還有周淑瑩，林靜，陳皆怡，李俊權等五位創始夥伴的一路相挺，才能
順利拓展出近20人的銷售團隊，開發新市場，建立新營運模式。

陳聖冠

周淑瑩

林靜

陳皆怡
李俊權

李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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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年輕人6項軟實力，拓展數位

行銷團隊

　　李偉權進行線上增員的方式，除了會發

布增員相關的視頻，也會在線上提供許多創

業的概念，同時在求職網站刊登招聘廣告。

他在支援夥伴的同時，每週都在線下面談新

人。

　　他表示增員對象須認同保險業，並完全

接受數位行銷的創業概念，而他的責任就是

協助他們從1個人到發展1組人。他的團隊也

提供一個學習與創業的平台，讓新人透過實

踐理論來培養6項能力：領導能力、團隊協

作能力、溝通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批判性

思考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李

偉權每增員1個新夥伴，都會分配給資深夥

伴帶領與協助，逐步擴大小組的編制來壯大

團隊的規模。

　　李偉權認為領導數位化行銷團隊，必須

採取公開與透明的管理方式。透過扁平化的

組織，領導者要有開放的心，願意放下身

段，鼓勵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領導

00後的夥伴，就是要尊重他們，重視他們的

付出與想法。

　　他也不主張向夥伴說教或論對錯，而是

適時給予肯定，同時提醒他們要有以終為始

的概念，從最終的結果來推斷目前應用的方

法。此外，他最大的堅持就是職業操守，雖

然是數位行銷，但他們必須提供客戶正確與

專業的答案，不欺編、不隱瞞、不誤導，誠

信才是壽險業永續經營之道。

　　李偉權認為領導新世代的關鍵，並不先

談太遠的未來，而是鼓勵他們完成眼前的任

務，且隨時要有應對變化的心理準備。未來

李偉權將積極增員，招募新世代人才，期待

未來在馬來西亞各地佈點，打造成為馬來西

亞壽險業最大的數位行銷團隊。

由在線上發布金融保險相關的資訊或知識，

或者整理對民眾有用的國家補助政策等，以

投放或分享的方式，吸引網路民眾的關注，

以開發在線上活躍的客戶市場。除了團隊的

社群專頁，夥伴們也要開設個人專頁，因為

專頁就代表著個人在線上的名片。

　　因此，數位化行銷必須完全跳出傳統框

架，更適合沒有任何保險銷售經驗的年輕

人。李偉權表示，數位化行銷非常適合不

擅於以語言表達，面對面溝通、交談的年

輕人，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舒服與安全的工

作環境。每天的展業就是坐在辦公室，參與

線上各種群組的聊天，而工作內容就是分享

資訊，回覆各式各樣的詢問，並及時尋找解

答、以客戶的需求來規劃方案。

成為客戶的保險「谷歌」，線上行

銷有利線下發展

　　藉著成為客戶的「谷歌」，團隊夥伴每

天透過詢問主管或資深夥伴，解答客戶的疑

問，無形中強化與累積他們的金融保險知

識。而夥伴在沒有業績或目標壓力下，更容

易與客戶在線上交流，逐步建立客戶的信

任，藉此建立新夥伴的自信與專業能力；線

上行銷可以節約更多時間，提高線上接觸客

戶的活動量。

　　而數位化行銷最大的目的，就是累積客

戶數據，開發線上消費的新市場。李偉權表

示，有夥伴因線上成交，而獲得客戶轉介

紹，在線下另外成交6名客戶。此外還有客

戶同意投保後，在繳保費時，因沒有信用

卡、又不懂得線上銀行轉帳，客戶竟然不嫌

麻煩直接到公司櫃檯來繳費。這充分說明客

戶願意在線上成交，代表投保意願高，不會

輕易動搖投保決定，而雖然是無須面對面成

交的數位行銷，成交後仍須要與客戶見面簽

下要保書，才能完成整個銷售程序。

　　但在數位展業前，李偉權還是需要為夥

伴先做好心理建設：線上行銷仍要以量取

勝，並且不厭其煩的回覆各種詢問。有別於

線下的活動拜訪量，線上行銷也需要大量的

拜訪量，不過對象是虛擬的社交群組。因此

李偉權強調，數位行銷必須靠團體戰，藉由

夥伴們通力合作，共同在不同的群組活動，

一起互相支援客戶的詢問、探討發文的內容

等，協助彼此達到成交的目的。

　　在忙碌的線上的活動，發文，群聊或回

覆客戶疑問等過程中，李偉權發現年輕夥伴

不會有時間低潮，反而更投入工作。不少夥

伴都在辦公室超時工作，甚至週末也不休

息，當年輕人以他們喜歡的方式與狀態在工

作時，他們會更加專注且全力以赴。

　　這讓團隊更有活力，大家相處融洽，不

需要實行打卡制度，但夥伴的出勤率都很

高，完全不需要主管進行強力的監督。主管

要做的僅是提供協助，解答疑問。有趣的

是，當年輕夥伴在線上累積一定的專業能力

後，反而變得更有自信，以分享資訊來代替

銷售，更自然地成交家庭成員或朋友等緣故

市場，由此帶動線下的銷售活動。

轉型數位行銷並不容易，李偉權感謝太太陳聖冠的支持，還有周淑瑩，林靜，陳皆怡，李俊權等五位創始夥伴的一路相挺，才能
順利拓展出近20人的銷售團隊，開發新市場，建立新營運模式。

陳聖冠

周淑瑩

林靜

陳皆怡
李俊權

李偉權

14 ▍Advisers財務顧問◎第378期 Advisers財務顧問◎第378期 ▍15

焦點
話題

Cover Features

線上行銷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