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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生意從來都是不容易做的!  

 

我知道在你入行前你聽過很多故事和講座，都說明做保險有好多好處，例如無上

限收入、無本生利的行業、自由工作時間、可建立自己事業，甚至有人作見證說

保險是持續高增長的行業，永遠不會”無得做”。 

 

對於入行幾年的你，你已有一個幾人的小小團隊又好，甚至你有一個十多人比較

大的團隊也好，你老實回答自己，保險真的容易做嗎? 收入一定很高嗎? 工作很

自由嗎? 找生意真是很容易嗎? 周圍都是客戶嗎? 

 

當然如果你保險做得很順利，我恭喜你，你也不要再看下去。不過你的幸運只會

是少數。 

 

抑或你覺得競爭好大，周圍都是同行，客戶很多都已買了保險， 

客戶不信任你，對你十分抗拒，經常怕你 HARD SELL 他，不覺得你專業，時常找

銀行或其他保險公司作產品比較。 

 

更甚的是有些客戶只要你送日曆，陪食飯，陪聊天但不買單。 

 

我在這行有多年經驗，從我的體會或觀察，其實保險從業員經常感到無比具大的

壓力，他們每時每刻都害怕達不到上司、團隊、公司，甚至是家人的期望。 

 

經常都憂慮沒有新客戶，沒有生意，團隊的人數下降和同事不交單等等。 

 

最令人煎熬的其實是迷網，因為無論你多準時上班，去多少培訓，聽多少分享，

考多少牌照，你永遠對於自己的生意沒有信心，不知道下一個客人在哪裏。你似

是做了很多準備，但其實你心裏並沒有丁點的把握。 

 

你知道原因在哪裏嗎? 

 

原因一.  

 

保險行業裏教導你做生意的方法都過於虛浮，不夠貼地。例如用很多成功簽大單，

做到 MDRT, COT 和 TOT 的人仕去跟你分享一下他們的辛酸史，去展現一下他們的

無懼精神，打不死的意志，聽下去好像很有道理，有時亦很感人。 

 

可惜的是當培訓或分享會結束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應該要怎樣做才有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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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其實說來說去的就是心態，沒有客戶見是心態問題，沒有活動是心態問題，

不開口是心態問題，被客戶拒絕是心態問題，完成不到業績又是心態問題，總之

通通都是心態問題，心態問題就是萬惡根源。 

 

但老實說，將一切表現不理想的原因都歸納為心態問題，這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其實你有什麼做得不好都可以是心態問題，你讀書不好是心態問題，你對家人不

好是心態問題，你行路姿勢不好也都可以是心態，用心態去解釋一切問題的根源

基本上是可以的，但這個答案是虛浮的，他不會帶你去找到問題的根源，亦幫不

了你去找到解決的方法。 

 

原因二. 

 

絕大部份的保險教導都只是銷售技考而不是找客戶的方法，誰都知道要成交到保

單，先決條件是你要找到一個有興趣了解保險的客戶才有機會談單，然後才有機

會成交。 

可是在行業裏眾多的培訓和分享都是著重於: 產品、概念、銷售三個層面，只有

極少有用的方法是教你怎樣找客戶。但沒有客戶，就算你產品多好，你的概念多

吸引和你的成交技巧有多卓越都是徒然的。 

 

這是為什麼你上完這麼多課程都沒有實際果效的一大原因。因為你最需要的，是

找客戶的方法。 

 

原因三.  

 

絕大部份在保險裏教你找客戶的方法都是沒有效率和只適合很少的人。 

 

這是從保險的流失率可證明，如果培訓教你的東西是有效率和適合大部份人的話，

就不會有六七成業務員會在三年內離開保險前綫銷售的位置。 

 

在多年的保險培訓教你找客戶的方法來來去去只有幾個。 

 

第一.  

找熟人。例如列出 100 個人脈的名單，然後逐個去聯絡，看看有沒有成交的機會。 

這個方法基本上是相對上最有效，不過有些初入行的人並不是一些社交高手，很

多時他們未入行之前都沒有跟自己的人脈有接觸，當他入行後就主動聯絡舊朋友，

正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一來就要人買單，你的親戚朋友覺得唐突和反感是正常，

這些活動令業務員覺得尷尬和抗拒也是人知常情，大部份人都是這樣，其實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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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心理障礙。 

 

所以用這種方法只適合少數具有某種性格的人，而大部份的人都會被這種”心理

障礙”不斷的纏擾著。 

 

第二.  

COLD CALL, 無論你在街上做問卷也好，去洗樓逐戶拍門也好，打 CALL 也好，企

街做 BOOTH 也好，都是用一些低端方法盲目地去嘗試接觸準客戶，祈求有機會

給你成交。有些業務員入行前都是專業人仕和比較有身份的行業，這些低端的方

法令業務員感到形象破壞，令他們尷尬也是很正常。 

 

況且你用一個低的形像來盲目追求客戶，失敗率高企也是必然的。很多業務企了

一個星期街，打了幾千個 COLD CALL, 甚至整月持續洗樓都找不到一單生意。 

 

第三:  

不斷結識朋友。其實這個跟第一點最相似的就是並不是每個業務都喜歡社交，亦

未必每個都容易交到朋友，他們去不同的活動帶著機心其實會令他們很不自然和

尷尬。 

 

所以用這方法的業務員也是經常被他們的”心理障礙”不斷的纏擾著。 

有些培訓或經理也是教業務不斷地增加結交朋友的活動，總之活動量要夠多，他

們極少會教導他們去篩選最有效的活動，所以很多業務用高昂的價錢報讀很多課

程、參加一些聯誼會，參加一些 NETWORKING 組織，去很多飯局和聯誼活動，

意圖去增加圈子，可惜，這個方法多是漫無目標，成功機率低，投資跟回報往往

不成正比。 

 

我認識無數業務員花了十幾萬一年去這些活動，極少數的會簽到大單，絕大部份

都是找到很少生意甚至是一單生意都成交不到。 

 

在這時候， 

你應該檢視一下你是否面對著以上的問題? 

你需要坦白的問你自己是否真心喜歡這些現狀?  

你是否認為這些方法是最有效和最適合你和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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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一直都想用這些方法去發展你的事業? 

 

如果你想扭轉一些現狀，下面會有一些建議，請你開放你的思維去認

真細讀及思考一下。 

 
其實大部份的保險找生意的方法是 ------------ 像野人般原始地追逐客戶。 

 

大家就像原始人一樣，沒有任何工具，任何策略，原始地見到什麼獵物就去追逐

一樣，結果是時常不夠食物，經常飢餓、憂慮、對將來沒有把握、迷網，並且越

做越累，經常在生存或死亡之間徘徊。 

 

如果你想扭轉你在這行業令你停滯不前的旋渦，想改善現狀、進化，你不應該再

疲累地追逐客戶， 

 

你要進化到---------有智慧地吸引你想要的客戶。 

 

你要制定工具、策略和部署、可預計地重覆吸引到獵物的方法，使你能輕鬆地得

到獵物、不會捱餓，而且捕捉到的擸物的數量和質素都越來越好。最重要的是使

你能夠預計到你將會有多少獵物，使你的生活有預算、有信心和有盼望。這些才

是你能發展的根基。 

 

請參考以下 6 個步驟去幫你業務方式從像野人般原始地追逐客戶轉化到有智慧

地吸引你想要的客戶，令你生意跳上另一個台階: 

 

步驟一. 伯樂透視法幫你發掘出你與眾不同的賣點 

 
其實大自然教曉我們很多道理，包括做業務的道理。假設你是一隻一尺長，重十

磅的山猫，你要到森林守獵，森林裏有千千萬萬種不同的動物，如果你是山貓，

你會認為所有動物都是你的獵物嗎? 

斑馬會是你的獵物嗎?  

水牛會是你的獵物嗎?  

我想只有一隻傻的山貓才會認為所有動物都會是它的獵物。就算森林裏有眾多動

物，請記住，你能夠找到的獵物只屬於少數。(如果有人再跟你說周街都是客戶，

所有人都有保險需求，那麼我建議你可以不要再聽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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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貓只會跟隨著它的天性，去守獵一些它符合它獨特能力、天賦可以捕捉得到的

擸物，例如兔子和老鼠等。 

 

所以你的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尋找你獨特能力和天賦，這是你能夠在保險行業能

夠生存的"賣點" 

 

這絕不是你代理保險公司產品的優點，因為與你賣相同產品的業務員有很多，所

以你要發掘你個人或團隊方面的一些獨有優點。 

 

例如你是銀行出身，對很多產品不同類型的理財產品的優劣都特別清楚，那麼這

個就是你的優點。 

 

又例如你一星期都會回你在佛山的老家幾次，那麼你是一個不會“走佬”而又能

夠貼身地服務佛山的客戶這便是你的獨特優點。 

 

或者你服務了中學的舊生會多年，你對很多舊生都很了解，以及你是眾多舊生可

以信賴的人，這個亦可以是你的獨有優點。 

 

我們有一份幫你發掘銷售優點的工具，使你可以尋找出你個人的獨特優點可讓你

超前其他競爭者，請電郵至   info@usc-hk.biz 索取。 

 

當你對自己有足夠了解的時候，這不單可以大幅度提升你的自信，制定營銷策略

去利用你獨特的優點去吸引目標客戶群，還能把你的優點和目標客戶群有一種配

對，令你吸引客戶的過程中亦會更有效率。 

 

例如你會發現因為你以往在銀行工作的經驗，你的專業度的認受性較高，所以你

應該清楚這是你的優點，令你善於吸引一些比較喜歡提問技術性問題的人仕，例

如律師、會計師、老師、工程師等，靠著你的獨特優點, 你會較易取得信任成交，

那麼你就知道這些人是你理想的目標客戶。 

 

步驟二. 告別死 SALES, 讓你變成客戶尊重的專家 

 
我以前在外國讀書分別認識了兩個同學，一個是 ALEX 另一個是 VICTOR。ALEX

是一個富二代，平時駕保時捷上課，成績算是全系中最好的幾個，外表未算絕頂

美男，但總算跟得上潮流的時尚達人。 

至於 VICTOR 就背景一般，算是中產家庭的孩子。駕一輛 HONDA CIVIL 上課，

但外表就認真一般, 1.65 米的身高，外表及衣著十分平凡，他有一個大咀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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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他臉上長滿豆豆。 

 

我在大學三年多，我跟他們都是好朋友，他們當時二十出頭，兩個都渴望拍拖，

但這麼多年求學歲月裏，ALEX 從未缺少過女朋友，喜歡他的人幾乎是排著隊等

他，當時跟女朋友分手以後，立刻就會有另一位外貌及條件不俗的女生補上。 

至於 VICTOR, 雖然他同樣渴望愛情，但他的求愛過程絕不輕鬆。 

 

首先就是絕對沒有女同學會主動戀上 VICTOR。就算她們是單身一人，她們亦不

會認為 VICTOR 是理想對像，有些女同學經常拒絕 VICTOR 的 STEAK DINNER

邀請，我還不時聽到女同學跟我說 VCITOR 壞話。但我就從未聽過女生講過一句

ALEX 的壞話，100% ALEX 的女朋友都是自動獻睸的。 

 

至於 VICTOR 的情況就剛相反，就算他多努力去維繋跟女朋友的關係，例如不惜

花光自己的零用錢去買女生喜歡的禮物去送她們，常常花盡心意去哄她們，

VICTOR 照舊每天都害怕她的女朋友會離他而去。 

 

當然事實上他也多次被很多女生拋棄。無論他有多愛他的女朋友，為她付出多少

的金錢或感情，他最終沒有把握能鎖住女朋友的心。 

 

兩個都是我好朋友，可是兩個人同時活在不同的世界裏。 

 

假設女朋友就是你的客戶，那麼你想做有一個高定位能夠經常吸引到女生的

ALEX 還是不斷尋覓和無時無刻都害怕女朋友離開的 VICTOR? 

 

大部份的保險業務員就是不懂打造類似 ALEX 的定位，使到他們難以 "吸引”客

戶，反而他們要時常付上極多時間精神和心力去維繫一個客戶，就像 VICTOR 一

樣，但最終都得不到客戶的尊重。 

 

所以你實行步驟一去發掘自己獨特的賣點之後，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打造自己成

為能夠吸引你目標客戶的人。 

 

去達成這個目標，你需要更有策略地去把自己"定位"。 

這個定位不是一般的行頭例如名錶，名牌西裝，和在社交媒體上 POST 你的成功

及豪華生活。 

 

這裏講的定位是令自己成為一個客戶信任及認可的專家，你要更細緻地用客戶的

角度去設計你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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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需要做一些東西去展示給客戶你能懂他心底裏面的問題， 

2. 你要告訴他們你有廣博的知識和曉得解決他們問題的方法和， 

3. 你就像一個關心他的朋友，你要塑造親和力去展示你是真誠的幫助他。 

 

要達成這三個目標，最好的辦法是你就著客戶的需求持續地提供能吸引他們看的

內容，潛移默化地去把自己定位成為可以幫他解決問題的專家。 

 

其實原理就好像最近興起的 KOL 一樣，一聽到政治你會不期然在 YOUTUBE 搜

尋你喜歡的 KOL 去聽他的意見，因為在香港比較成功的 KOL, 他們也是就著市

民大眾喜歡的課題持續地提出個人意見，持續地製造內容，使到一班認可他們的

觀眾成為他們的追隨者，受他們影響。 

 

很多保險同業嘗試做到這樣但不成功，其實重點在於兩點: 

1. 他們要持續提供內容 

2. 製作的內容要夠貼地 

 

不要有硬銷的感覺。 

 

例如你的客戶因為市場的波動，他們可能虧損了金錢，或者他現在比以前更害怕

虧損金錢。很自然地他們會特別關心一些保證成份高的理財產品，你可以依循他

們的喜好，持續解說關於保證成份高的儲蓄險的好處，去展示一下這些保險怎樣

解決他們的問題。 

 

又或者可以解釋一下為何這些保本的保險產品比銀行的理財產品更加可靠，講一

些成功的個案讓客戶感受到買了這些保險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而在提供這些內容的時候，記緊要呼應你自身的優點，因為你像變色龍一樣隨著

市場的走勢盲目地去講市場上熱門的產品，客戶也會感受到你在硬銷。 

 

你要給人一種尊重的感覺，你要滿足客戶的口味同時，你需要作出一些比較獨立

的見解和展現出一種性格。 

 

例如你是銀行出身的，你可以多展現你對產品技術上的見解，或者比較下銀行保

險和傳統保險公司的不同。 

 

如果你的賣點是中港保險通，你亦可以就住市場波動的問題，去講一個故事為何

買香港保險會比較有保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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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內容摸式可以是每月的通訊號、電郵、部落格又或者是定期的專題演講。 

 

久而久之你的客戶或潛在客戶會成為你的追隨者，會被你影響。一旦他或他身邊

的人有同類的儲蓄需求，他們會第一時間聯絡你去詢問保險意見，因為你已成為

他信任的人。 

 

這時你就會得到跟以前很不一樣的定位，客戶會尊重你，渴求你的意見，對你有

相當的信任，而且主動去問你有關保險問題，這時你就會有一個更優越的位置去

成交你的保單。 

 

 

步驟三. 建立網絡去捕捉你的優質客戶 

 
現在你知道自己的賣點，訂立了你的目標客戶，而且還提供了持續高質素的內容

去吸引你的客戶，你現在要考慮的是你要建立怎樣的網絡去持續發放你的內容去

不斷吸引更多的目標客戶。 

 

如果你能照以上方法去細心打造一些內容(一般坊間保險團隊的內容不是太技術

性就是太過硬銷產品好處)，你的內容肯定會比很多同業好很多倍，因為你是為

你的目標客戶度身訂造的。 

 

你下一步就要去策劃你要進行什麼活動，利用什麼渠道去把你這麼吸引的內容散

佈到你的目標客戶的眼球裏。 

 

情況就好似鋪設一個網絡去持續吸引你的客戶。 

 

最基本的渠道有以下幾種: 

1. FACEBOOK 

2. LINKEDLIN 

3. WEB SITE 

4. WHATAPPS/微訊 

5. YouTube 

6. 有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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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就在於在網絡上吸引了你的客戶，你要有機制讓他們索取你的內容的同時他

需要留下個人的聯絡資料，就是一個名字和電郵就可以。 

 

一般這些簡單的個人資訊客戶是會願意的。前提當然是你的內容能吸引到他。 

 

詳細的操作可電郵到 info@usc-hk.biz 查詢 

 

你要根據以下步驟去部署: 

1. 分析那一個渠道最容易有效地接觸到你的目標客戶 

2. 把你的內容的精華片段發佈在選定的渠道當中，吸引他們點擊內容。 

3. 有機制去索取客戶資料 

4. 儲存客戶的資料 

 

來到這裏你的營銷工作已完成了一半。 

 

假設你的定位，和選定的目標客戶都是精準，而且製造的內容都是有吸引力的，

那麼只要你持續發放到有效的渠道裏，慢慢地就會有越來越多客戶去點擊你的內

容，用他們的聯絡資料去換取你的內容，到這時你的客戶資料庫就會不斷地增

加。 

 

這些客戶是你經過精心策劃和設計而吸引到的，他們的質素絕對會比你在街上拍

板或 COLD CALL 得來的好上十倍，原因是 

1. 他們認可你，你的定位較有權威。 

2. 他們舉手表示他對你的內容有興趣，即是表示他們更大機會對保險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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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的位置已不再是盲目追尋客戶，而是有策略地吸引你想要的客戶。 

 

步驟四. 間碟系統去了解你客戶心中所想 

 
你有想過為什麼保險業務員總是給人一種很硬銷的感覺?  

 

很多人為什麼都很抗拒跟他們做保險的親戚朋友見面? 

 

回想起我最初入行的時候，我很盡力地約一些舊朋友出來見面，我一向是一個內

向而不喜歡常常約很多朋友出來玩的人，但是為了生意我硬著頭皮，衝破我的心

理障疑，艱難地打了一些電話去約舊朋友出來。 

 

我很盡力地令到整件事不尷尬和不嘗試硬銷。不過親戚朋友聽過我的入行經驗雖

然沒有什麼太大反感，但亦沒有那一個立刻表示有保險需求。及後我嘗試找不同

的借口約他們出來吃飯嘗試找到他們的痛點而切入去銷售他們保險。 

 

可惜就算我多盡力去見每一個潛在客戶，我還是每一兩個月才見一次，因為就算

我沒有客見，經常找借口去約見他們會害怕給他們知道我很空閒和很需要他們的

生意似的。 

 

其實我用這個方法去做保單是很沒有效率的，我犯了兩個錯誤: 

 

1. 每次約見食飯和交通費的成本很高，我只能選擇一些最有機會的潛在客戶

我才去找他，對於其他看來沒有太大機會成交的客戶就會比較少見，這造

成了我見客戶都很有目的性，漸漸有些客戶覺得我跟他維繫關係都是為了

保單所以對我不太信任，因為我沒有更有效率方法去持續經營我跟潛在客

戶的關係。 

2. 我對他們不了解，就算我多努力在短短的面談話中尋找他們生活上的痛點，

亦很難準確地了解到他的真正需求，更遑論找到切入點去賣他保險。 

 

所以在這個步驟要做的，除了是要持續經營我跟客戶的關係之外，其次就是要在

持續的溝通中察覺他心裏面所想的。 

 

要做到這個的方法就是近期很熱門的----- 大數據 

 

相信你已發覺你在網絡世界裏是沒有私隱，你看過有興趣的東西會在你的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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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BOX 彈出廣告。因為大數據告訴 GOOGLE, YAHOO，你看過的網站，所以

他們知道你正在對什麼有興趣。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這類似的原理去發掘客戶所想的。 

 

我們在上一個步驟已經可以不斷得到客戶聯絡資料，但我們不會立刻就聯絡他們

嘗試去講產品，講優惠去硬銷他們。我們反而是要先維系好我們的關係，要 用

心地不斷分享我們對於保險、理財的見解，希望這些資訊能幫到他們，藉此建立

你的專業定位，維繫跟客戶之間的關係和跟他們保持互動。 

 

要做到這個目標，我們可以利用先進的電郵營銷系統。  

 

首先我們用電郵去跟他們保持聯系，就像你常常寫信給你朋友一樣，這比每次維

持關係都要飲茶吃飯便宜及節省時間得多，而且所塑造的形像也截然不同。 

 

實際操作如下: 

 

當我們得到客戶電郵資料後，我們就會用電郵系統定時地發放內容給他們。有時

候我們會專門講一些客戶會遇到的問題，例如為何在銀行買理財產品弄致虧損的

故事。有時亦會找一些專題來解說一下，例如怎樣可以扣稅又買到最多保證又回

報最高的年金。 

 

其實每一篇內容除了是建立形像，維繫關係的方法，同時也是測試客戶興趣的工

具，要測試一下客戶對我那一類型的內容最關心的和最有反應。 

 

我們怎樣可以知道? 

就是在電郵系統的報告，他會顯示有什麼客戶在什麼時候看過這篇文章幾多遍。

這不難想像如果一個客戶把一篇電郵看過十次以上，他很大機會對於這文章的內

容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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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的報告顯示，我這篇文章是教客戶如何選取保證成份最高的年金，而有其

中一位客戶打開過我的電郵 6 次，從這數據上我就知道這位客戶對年金的興趣相

對較大。 

 

從這些數據你亦可知道有什麼客戶常常看你的電郵，有那些客戶很少看你的電郵，

這樣你就能大致評估你在客戶心中的認受性，有了這些數據你就不用胡亂猜測究

竟你在客戶心中的地位是怎樣。 

 

對於少看你電郵的客戶主要有三個原因，他們可能不習慣看電郵，他們可能對你

的保險內容不感興趣和他們可能沒有很認同你本人，跟據這些資料你可以把這類

客戶訂為次等優先客戶 (LOWER PRIORITY) 

 

而對於經常看你電郵的客戶，除了極少數人是真心討厭你要八卦一下你寫的東西

之外，大部份對你都是認可的，而且幾乎肯定你在他們心中在保險這個部份會佔

一席位。所以你可以把這類的客戶訂為優先客戶(HIGH PRIORITY)，當你一察覺

他有保險需求，你不但可以以專家的身份去跟他談保單，而且你對他的喜好有相

當的了解，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份掌控能力對於你成交保單有極大的幫

助。 

 

這可以保證你出去見這類型的客戶，你的底氣、氣場和自信都會以倍數增加，你

談起保單起來也會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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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交一張保單，你可以不斷追逐客戶去解釋保單怎樣對他有利，保單怎樣化算

等等，就算最終成交了，其實你在他們心目中也不過是 “另一位銷售員”，他

們不會當你是專家，對你的尊重亦有限。 

 

但若果你經常提供有用合適的資訊，他們有理財問題的時候都會去咨詢你，那麼

就算你去賣他同一份保單，你的定位、你的形像、客戶對你的尊重及信任度也會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情況就像前者是一個賣二手車的銷售員模式，後者就像一個醫生的模式。其實兩

種人都是要賣東西，但他們的收入和地位就是兩碼子的事。 

 

步驟五. 糖衣話述，讓客戶立刻出來見你，開心地成交保單 

 
一般保險的銷售培訓就是用追逐型銷售，例如你跟客戶飯聚時講一個故事去恫嚇

客戶，希望他們表示共嗚繼而查詢你的保險意見。 

 

又或者你不斷提出買保險對他們的利益，好像有病不用擔心醫療費，你一分錢都

不用花就有保險公司幫你付清，退休有穩定的現金發給你，幫你過安隱生活等等

的話述去誘發他們的興趣。 

 

甚至最近流行去學不同的概念，用這些比較創新的概念去吸引客戶，例如富過三

代，法商等等。 

 

這些銷售技巧當然是有用，不過如果你只用這些技巧，你的命中率亦不會很高。 

因為這些技巧的通用性太強，未必能夠一針見血地刺中你客戶的要害。 

 

我現在要分享的糖衣話述，這是沒有框架，而是一種原理甚至可以說是方程式，

幫你套用在任何地方去引發別人的興趣。 

 

其實引起人類注意的東西，就是他不想要的問題，只要你夠了解他，你就能直接

設計到話述去直達他的潛意識而引起他興趣， 

 

例如你心裏面最不想被你客戶拒絕，就算別人話你心理障礙也好，你被拒絕的時

候都會有難受的感覺。 

 

而怕被人拒絕就是你的”不想要的問題”。我現在就設計一個糖衣話述去吸引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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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要你向我尋求解決方法。 

 

例子 1: 「我有一種話述可以幫你約客戶面談時他永遠都不會拒絕你，你想知道

嗎? 」 

重點是你要了解你的客戶，知道他內心最害怕的問題，這樣用這個方法才會大幅

度提升命中率。 

其實從步驟一到五，我都是教你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突出你自己，篩選客戶，維

持關係和了解你客戶心中所想，所以你套用了這種方法而去到這裏，你已經很了

解你的客戶和有足夠的定位去問這些問題而引發客戶的興趣。 

 

再多舉一個例子，假設你在步驟四已經在電郵發了很多關於退休的故事，選擇年

金的技巧等等，有位客戶 A 每次把你的電郵看很多遍，你已鎖定他對年金有興

趣。 

 

其實對年金有興趣的客戶不外乎是想退休有穩定收入，不想冒投資風險，而你的

客戶 A 大約 55 歲，你就可以設計一個糖衣話述去吸引他出來跟你談保單。 

 

例子 2: 「A 先生，因為最近市場波動，很多 50 歲以上的客戶都查詢我怎樣可

以在退休後產生一些保證收入而不用冒投資市場的風險，如你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話我可以在電話用十五分鐘解釋給你聽」 

 

你可以私訊給他，電郵給他。這是非常個人化的問題，如果你做足所有步驟，幾

乎肯定你的命中率會比以前提高很多，你應該更有信心你能避過很多拒絕。 

 

第二，你現在是從一個客戶的角度進一步去幫助他解決問題，你只是問他是否願

意嘗試去探討解決這個問題，就算他拒絕，都是拒絕探討這問題，並不是拒絕你，

所以你的 HARD FEELING 會少很多。 

 

第三，你只是問他一件很小的事情，這就是先在電話交談，當在電話上確認了他

的興趣，再約他出來面談傾保單。 

 

因為一般你沒有明確的目標去約客戶出來吃飯，談天說地嘗試去尋找他保險需求

(FACT FIND)，由於吃飯是個人化的活動，所以當客戶拒絕你的個人邀約時你較多

時候會感到難受，因為他們就像拒絕你的本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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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沒有收窄你們要談的東西，很容易在見談時談了兩小時都沒有涉及關於保

險事情。 

 

但若果你用第五步驟的方法去約客戶見面，整件事的把握力會強很多，阻力和心

理障礙也會少了。他是一步一步被你引領到買單的地步，整個過程讓他買單買得

很舒服，完全沒有被迫的感覺。 

 

開心的客戶和有好的體驗都是促成轉介紹的重要因素。 

 

同樣是銷售，但是不同定位要用不同的態度，不同的話述。如果你是客戶心目中

的專家，你必須要多學習 “顧問式銷售方法 (Consultative selling)”。篇幅有限，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一些怎樣令自己更優雅地促成成交的顧問式銷售方法，詳情

可電郵致 info@usc-hk.biz  

 

 

 

最後的話: 

 

這五個步驟是幫你從追逐客戶的位置轉化成被客戶追逐的位置，如果你覺得這行

業還是你值得發展的地方，請你細心想一想你自己或者你的團隊是否應該進化到

另一個層次去繼續發展你的行業。 

 

尋找客戶這個話題實在是保險行業的禁忌，每個團隊領袖，培訓師極其量都只是

隔靴搔癢或避而不談。但吸引新客戶卻是人壽保險的命脈。 

 

保險行業這一兩年已見頂，面對環境的巨大轉變，可見將來只會淘汰一班沒有能

力在這裏生存的人，而且速度會比你想像的快。 

 

香港市場早已處於低增長環境，而大陸市場的挑戰日益增加。希望你好好細嚼我

這份報告去幫你的個人或團隊生意轉化到另一台階。 

 

如果你想更深入探討實行的方法，請電郵致 info@usc-hk.biz ，我會親自回覆你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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