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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本資料】 

 

 

【報告內容摘要】 

「上海論壇」係由上海復旦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贊助，復旦發

展研究院承辦的國際性論壇，於 2005 年發起。論壇總部設置於中國大陸上

海，為一非營利民間學術組織。上海論壇最具影響力的活動為每年 5月份於

復旦大學舉辦的論壇年會。上海論壇以「關注亞洲、聚焦熱點、薈萃精英、

推進互動、增強合作、謀求共識」為宗旨，建構產、官、學三方交流互動平

臺，為亞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生態的進步，集思廣益提出發

展建議和決策參考。「上海論壇 2017」於 2017年 5月 27-29日於中國大陸上

海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亞洲與世界：新動力、新格局、新秩序」。 

    吳總經理應邀擔任本屆上海論壇子論壇「保險科技：新市場、新生態、

新引擎」報告人，報告主題為「從 FinTech 看保險業的未來發展」，講述臺灣

保險科技之發展經驗與保險業的因應之道。透過此次簡報除分享臺灣保險科

技發展經驗外，針對保險科技之快速發展，認為未來實需要跨業者、跨產業

及主管機關間的相互合作，同時也須謹慎，以避免可能之風險產生。子論壇

現場參加人員達 4百多人，由於欲報名人數過多無法容納，主辦單位決定開

放直播，同時在線收看人數高達 2千多人，顯示保險科技之未來發展在中國

大陸也受到相當程度之關注。 

    此次除參加上海論壇之外，另拜訪上海陸家嘴國泰人壽及國泰產險公

司，以瞭解臺灣保險公司在中國大陸之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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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出國係參加2017年5月27-29日於中國大陸上海舉行，由

上海復旦大學主辦之「上海論壇2017」會議。 

當前世界進入關鍵期，經濟危機陰影猶在，變局時代悄然到

來，世界各國面臨著不同的國情、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現實

挑戰，但擁抱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開闢新的經濟增長源，推

動新興產業的崛起，是各國面對新時代的唯一選擇。近年來，許

多亞洲國家大力鼓勵創新，通過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同時也

在積極推進改革。以移動互聯網為標誌的科技和產業革命悄然揭

幕，人工智慧、虛擬實境等新技術日新月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

濟的結合，已經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了革命性變化

與新動力。 

放眼亞洲和世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各國執

政領袖的更迭，伴隨著世界範圍內保守主義與民粹主義思潮的抬

頭，為全球和區域治理埋下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較之其他地區，

文化多元、體制多樣的亞洲在這樣的格局下，無疑面臨著更加複

雜的局勢、更加艱巨的挑戰。 

世界經濟正面臨一個十字路口，全球格局的變化讓國際社會

充滿著變革的聲音。格局重塑與秩序再造是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

亞洲乃至世界的根本性任務。格局的變化必然帶來秩序的變遷。

發展與治理是亞洲的當務之急，如果不能有效促進亞洲的發展與

治理，這個秩序就沒有生命力；再次，這個秩序應該是開放的，

它體現了亞洲的活力和自信；最為重要的是，這個秩序應建立在

合作的基礎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眾幸福是亞洲和世界各

國的共同願景，故擴大合作面，加強協調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治

理體系變革，是各國共同的責任。是故，本屆「上海論壇2017」

主題為「亞洲與世界：新動力、新格局、新秩序」。本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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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2017」之圓桌論壇(11場)主題如下： 

◇把脈大國關係：中美俄與中日印 

◇央行行長圓桌：國際貨幣體系變動及其對中歐經貿發展的 

影響 

◇中國-中東歐合作與一帶一路：共享與對接 

◇全球經濟變革與社會融資—社會企業的挑戰與機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與發展 

◇綠色·發展—能源互聯網的使命 

◇貿易收縮和“逆全球化”背景下亞洲和中國的選擇 

◇亞洲現代化：尋求共同道路 

◇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 

◇面向中小城市轉型發展的規劃應對 

◇滬深港金融創新與融合發展—公司治理&資產證券化 

 

子論壇(14主題)議題如下： 

全球治理  

◆可持續增長新動力：風險管控與要素優化  

◆亞歐能否拯救全球化—基於亞歐合作視角  

◆ 一帶一路與沿線國家的文明多樣性：文化互鑒助力經濟協同發展 

◆ 世界經濟新格局與中國創新式增長  

◆ 全球化時代的健康治理創新 

◆ 保險科技：新市場、新生態、新引擎 

中國與世界  

◆轉型中的中國與東盟關係：分歧管控與合作共贏 

◆ 新世界秩序下的跨境合作：東北亞與北歐的對話 

網絡治理  

◆後移交時代的全球網路空間治理新模式 

◆全球網路治理的新思維與新模式：建構網路隱私保護新秩序 

生態治理 

◆低碳：中國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經濟發展必由之路 

◆健康亞洲 2030：兒童生存與發展的可持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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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績效評估、實現路徑和決策機制 

學生專場 

◆中美自然與文化旅遊業比較：基於可持續發展與年輕一代 

  吳總經理此次參加上海論壇之餘，另拜訪上海陸家嘴國泰人

壽及國泰產險公司，以瞭解臺灣保險公司在中國大陸之發展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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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海論壇介紹與本年度論壇共識 

一、上海論壇介紹 

「上海論壇」係由上海復旦大學主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贊

助，復旦發展研究院承辦的國際性論壇，發起於2005年。論壇總

部設置於中國大陸上海，為一非營利民間學術組織。「上海論壇」

最具影響力的活動為每年5月在復旦大學舉辦的論壇年會。在經

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上海論壇」以「關注亞洲、聚焦

熱點、薈萃精英、推進互動、增強合作、謀求共識」為宗旨，每

年有近700位來自世界各國政府機構、知名企業、一流大學、著

名智庫及主流媒體菁英與會，以建構產、官、學三方交流互動平

臺，為亞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生態的進步，集思

廣益提出發展建議和決策參考。「上海論壇2017」於2017年5月

27-29日於中國大陸上海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亞洲與世界：

新動力、新格局、新秩序」。 

「上海論壇」係依託上海、立足復旦，在專家委員會和組織

委員會的共同運作下，匯集社會菁英。年會期間，來自全球之產、

官、學界菁英，透過各式主題論壇研討會、圓桌會議等發表見解，

開展對話，就亞洲經濟和國際局勢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廣泛、深

入的討論，尋求共識。新加坡前總統李光耀、韓國前總理韓升洙、

巴基斯坦前總理肖卡特•阿齊茲、中國大陸人大前副主席陳至

立、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保羅•沃克爾、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

席伯南克、IMF朱民前副總裁、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等

多位中外政要權威人士曾受邀出席論壇年會並發表專題演講。多

位國際知名學者，如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多夫•皮

薩里德斯、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以及產業

界菁英也曾受邀於論壇發表演講。「上海論壇」亦與耶魯大學、

芝加哥大學、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喬治城大學、彼得森國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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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早稻田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杜

倫大學、東英吉利大學、美國亞洲協會、德國弗裡德里希•亞伯

特基金會、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等機構以及韓國SK集

團等跨國企業進行策略聯盟。 

「上海論壇」至今已成功地舉辦了11屆年會，現已成為中國

大陸重要的國際性學術論壇之一。「上海論壇」每年發布「上海

論壇共識」，其學術及社會影響力逐年提升。在國際合作的基礎

上，「上海論壇」亦不斷充實內涵，為亞洲經濟、政治、社會、

文化、科技、生態的全面進步提供建言，成為亞洲國家交流合作

的平臺，聚焦探討亞洲發展與全球化議題。「上海論壇」歷年主

題如下： 

上海論壇 2005：金融•能源•資訊  

上海論壇 2007：能源•貨幣•共同市場  

上海論壇 2008：轉型•增長•福祉  

上海論壇 2009：危機•合作•發展  

上海論壇 2010：反思•復甦•重構  

上海論壇 2011：市場、政府和全球治理結構  

上海論壇 2012：未來十年的戰略  

上海論壇 2013：亞洲智慧：在多元中尋求和諧發展  

上海論壇 2014：亞洲轉型：尋找新動力  

上海論壇 2015：亞洲的責任：創新合作模式 

上海論壇 2016：互聯互通與創新：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 

上海論壇 2017：亞洲與世界：新動力、新格局、新秩序 

 

二、上海論壇 2017共識 

2017年5月29日，為期三天的「上海論壇2017」年會在復旦

大學閉幕。本次論壇年會，共有近千位來自世界各國的產、官、

學界精英和媒體代表齊聚復旦大學，圍繞「亞洲與世界：新動力、

新格局、新秩序」的主題，共同討論了在全球格局變化、秩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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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的時代下亞洲的潛力與責任。 

會議期間，通過各方承辦的子論壇研討會、圓桌會議等多元

形式就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治理等領域進行了深入討論和

熱烈交流，與會代表普遍認為，伴隨著世界範圍內保守主義與民

粹主義思潮的抬頭，亞洲應該發揮自身豐富的智慧和經驗，以前

所未有的魄力和擔當，塑造一個以合作共贏為導向、以地緣經濟

聯繫為紐帶、以地區多邊機制為平臺的新格局。培育區域發展與

治理的新秩序是亞洲面臨的根本任務，同時，發掘經濟增長的新

動力是亞洲發展的重要抓手，其主要靠的是創新與改革：不僅要

有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創新，也要有治理體制機制的調整。 

目前，作為過去全球化推動者的部分先進國家內部民粹主義

氾濫，出現了「去全球化」的浪潮，並且在英國脫歐、美國川普

總統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及「巴黎氣候協定」等事件中充

分顯現。對比於歐美先進國家，在新的市場環境下，亞洲有望以

其自身巨大的潛力繼續推動全球化向前發展，成為全球化的主要

推動力量。由於合作共贏與創新改革是各國繁榮的關鍵，因此，

亞洲應該和世界各國攜手一致推動全球化新一輪的發展，以惠及

更多的國家。 

本次會議為亞洲與世界應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

及如何發掘新動力、塑造新格局、培育新秩序提供了政策建議和

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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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訪上海陸家嘴國泰人壽及國泰產險公司 

本次參加上海論壇會議期間，於2017年5月27日下午，吳總

經理應上海陸家嘴國泰人壽廖明宏總經理及國泰產險龍泉總經

理邀請，分別拜訪該二家公司，以瞭解臺灣保險公司在中國大陸

之發展現況，吳總經理首先拜訪陸家嘴國泰人壽，訪談重點如下。 

陸家嘴國泰人壽目前業務經營良好，已持續獲利多年，且新

業務持續成長，目前已在中國大陸10個省市建立分支機構。在

2014年新合資股東上海陸家嘴金融發展有限公司(業務範圍為企

業併購、金融及相關產業的投資與管理業務)合作下，業務推展

前景展望看好，因該公司為具成長實力及影響力之國有企業。另

由於大陸經濟中短期間內仍被看好將維持一定成長，民眾所得也

將持續提升，且因大陸民眾投保率仍低不到10%，故大陸保險業

普遍對未來壽險之發展空間具高度可期。 

然中國大陸現階段也開始加強保險業之公司治理及內稽內

控之規定，並強化清償能力之資本要求。談到FinTech方面，因

目前研發成本尚高，且成果仍有限，因此研發FinTech對大公司

而言較有利，因成本攤銷至費用時，其費用比率可以較低，故陸

家嘴國泰人壽目前主要仍靠傳統業務管道推展業務，未來也將借

重臺灣母公司國泰金控公司下之國泰人壽資源，尋求FinTech合

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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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總經理與上海陸家嘴國泰人壽公司廖總經理合影 

陸家嘴國泰人壽訪談結束後，吳總經理隨即赴上海國泰產險

拜訪。國泰產險自2016年7月引進阿里巴巴集團下的浙江螞蟻小

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螞蟻金服公司），並由螞蟻

金服公司擁有51%的股權占主導權後，強調其公司為科技與保險

結合之公司，涵蓋各類生活場景之保障，故國泰產險已朝FinTech

轉型，以吸取大陸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及運作經驗，將業務規模作

大，並將FinTech視為公司之主要強項。 

國泰產險現階段已在中國大陸11個省市建立分支機搆，但由

於車險占大陸產險市場之7成左右，故車險經營之良莠也直接影

響產險公司之表現。目前中國大陸交強險損失率不佳，而商業車

險又因2016年7月商業車險費改政策全面實施「雙85」係數（自

主管道係數和自主核保係數，自主管道係數主要與業務來源管道

的業務質量和成本相關，自主核保係數包括從人因素和從車因

素，二個係數由保險公司自主定價在0.85至1.15間浮動），但因爭

取客戶，許多公司都以最低之「雙85」係數爭取客戶，使目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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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綜合成本率達99%，實已無利潤可言，因中間通路成本仍居

高不下，且最近又有傳言可能進一步實施「雙75」係數，故大陸

車險市場短期間內仍將居於高度競爭之狀態，而需加強非車險業

務之經營，以提高整體核保利潤。 

 

吳總經理與上海國泰產險公司龍總經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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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透過國際會議的參與，除了熟識各國保險業先進之外，主要

在瞭解國際保險市場最新發展狀況與國際保險業關切議題，透過

這些議題之關注，可掌握未來保險市場的發展方向、挑戰與機

會。由於國際上對FinTech的討論非常熱烈，因FinTech被認為是

未來國民經濟和金融行業發展的新支柱，然保險科技（InsurTech）

作為從FinTech衍生出的新領域，其關注度卻不如FinTech。2015

年6月產，全球知名智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布了一份由197位來自全球重要產、官、學界及創新領

袖共同研究長達178頁的專業報告「金融服務業的未來—破壞性

創造如何重塑金融服務業結構、供應及消費」（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s are reshaping the way 

financial services are structured, provisioned and consumed），指出

科技發展將全面衝擊銀行、證券和保險等傳統金融業，但是長期

而言對保險業的衝擊將是最大的，故本年度論壇首次將「保險科

技：新市場、新生態、新引擎」獨立為一子論壇。 

保險科技內涵首先是科技，其次才是保險。它以包括區塊

鏈、人工智能、大數據、雲端運算、物聯網等在內的科技為核心，

而圍繞保險之不同面向進行表現，其可廣泛運用於產品創新、保

險行銷、保險公司內部管理如核保理賠等方面，通過創建新的平

台、運用新的科技服務消費者，顛覆傳統保險價值鏈。國際市場

上保險科技的創新隨處可見，如美國Progressive保險公司利用遠

程訊息處理技術記錄駕駛人行為與行車狀況之UBI車險保單、美

國的Oscar公司將保險變成個人的健康管理專家、德國的

Friendsurance 利用「團購」的概念，通過朋友圈建構P2P保險等。

保險科技催生了新的市場，構建了的新的生態，也形成了引領保

險業發展的新引擎。於論壇中，中國大陸將其投入保險科技相關

研究成果進行報告，亦邀請美國與我國等各國學者專家進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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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吳總經理應邀擔任本屆上海論壇子論壇「保險科技：新市

場、新生態、新引擎」報告人，報告主題為「從FinTech看保險

業的未來發展」，講述臺灣保險科技之發展經驗與保險業的因應

之道。演講內容首先簡要介紹臺灣保險市場重要概況，接著進入

演講主題有關FinTech對金融業之影響，保險業對FinTech衝擊之

認知，介紹保險科技之應用，保險科技之特徵(如保險價值鏈之

解構與保險互聯互通之盛行)。 

其次闡述保險科技如何改變經營模式(如遠程訊息處理技術

在車險之應用—車聯網保險「UBI」，壽險業利用穿戴裝置所產製

的資料，建構健康資料庫)，保險科技如何改變商品設計模式(保

險的重心由「損失補償」轉移到「損失預防」，且商品朝向客製

化、碎片化、個性化、多元化)，保險科技如何改變商品行銷模

式(去仲介化、場景化、社群行銷、異業結盟、整合行銷)，保險

科技如何改變核保理賠模式(建立自動核保理賠模型、動態社交

資料分析、人工智能學習、智能合約)及保險科技如何改變風險

管理模式(強化資安風險、加強人才及教育訓練、投入資訊基礎

設備、鬆綁法規)。同時說明國內監理沙盒「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條例」之立法進度及其未來對產業之正面影響。 

另針對保險科技之快速發展，認為未來實需要跨業者、跨產

業及主管機關間的相互合作，同時也須謹慎，以避免可能之風險

產生。最後總結保險業對保險科技應抱持之思維方向。 

本場子論壇與會貴賓除吳總經理外，尚包括中國大陸保監會

周延禮前副主席，上海保監局裴光局長、保險學會姚慶海會長、

江崇光副秘書長、江合副秘書長、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王忠民副理

事長、美國聖約翰大學保險監管研究中心W. Jean Kwon主任、加

州州立大學保險中心Weili Lu主任、眾安在線產險公司國際業務

部宋玄壁負責人及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張怡執行副院長、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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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保險科技實驗室許閑主任、馬波濤執行理事長、保險研究所徐

文虎所長等。 

子論壇「保險科技」現場參加人員達4百多人，由於欲報名

人數過多無法容納，主辦單位決定開放直播，同時在線收看人數

高達2千多人，顯示保險科技之未來發展在中國大陸也受到相當

程度之關注。本場子論壇之舉辦，確實匯聚各方對保險科技之未

來發展與關切議題之意見，也提供與會學者專家貴賓間之寶貴經

驗交流，並建立未來良好合作關係，同時也拓展兩岸保險專業合

作與交流機會。 

目前中國大陸在保險科技之研究發展，主要表現在10大領

域：1.區塊鏈；2.人工智能；3.物聯網；4.雲端運算；5.大數據；

6.車聯網；7.無人駕駛汽車；8.無人機；9.基因檢測及10.穿戴式

裝置，其中無人機及基因檢測項目在國內尚未普遍。另大陸並分

別針對相關領域之保險業痛點、解決思路、運用場景及機遇挑戰

加以討論，以取得更進一步之研究成果。未來臺灣如何透過「金

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之立法及借鑑中國大陸保險科技之發展經

驗，在我國目前積極推動保險科技研究創新之際，確實值得深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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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上海論壇 2017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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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上海論壇 2017會場實況 

 

上海論壇 2017開幕式會場 

 

 

上海論壇 2017子論壇「保險科技：新市場、新生態、新引擎」開幕致詞前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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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論壇 2017子論壇「保險科技：新市場、新生態、新引擎」會場座無虛席 

 

 

吳總經理受邀擔任上海論壇 2017子論壇「保險科技」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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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總經理與中國大陸保監會周延禮前副主席於子論壇「保險科技」貴賓室合影 

 

 

吳總經理與中國大陸保險學會姚慶海會長於子論壇「保險科技」貴賓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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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總經理與復旦大學中國大陸保險科技實驗室許閑主任於子論壇「保險科技」會

場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