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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保險行銷集團(IMM INTERNATION)於 1998 年馬來西亞蘭卡威

的第 2 屆世界保險華人大會上宣布設立「國際龍獎(International 

Dragon Award，以下簡稱國際龍獎 IDA)」，提供一個公正客觀的標準，

進行嚴格謹慎之資格審核，並透過獎項的頒予及《國際龍獎 IDA 名

人錄》(IDA Who’s who)的出版，給予金融保險菁英們國際性的榮譽

與肯定。國際龍獎 IDA 以「典範、完美、尊貴」為理念，帶領保險

業的正向發展。 

本次大會於泰國曼谷 IMPACT 會展中心舉行，主題訂為「穩‧勁

The Force of Momentum」，「穩」是厚實基礎，穩則定，穩則實，穩則

有序；而「勁」則是不屈不撓的精神與力量。今年共有來自 200 多家

華人保險機構，7,500 位的保險從業人員與會，內容包含頒獎典禮、

年會演講、國際金融前瞻論壇及慈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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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目的 

    每年國際龍獎 IDA 皆聚集全球華人保險專家學者、保險業高階

主管及壽險從業人員齊聚一堂。藉由此一機會，可與各地保險專業人

士交流各地保險的發展情形及特性。此外，國際金融前瞻論壇 IFOF

每年皆討論最新保險趨勢及動向，主講人亦會在此論壇分享各公司經

營及銷售策略，可瞭解目前的實務狀況。 

   另本中心首長應邀演講，實能提升本中心於全球華人保險業之知

名度，並展現本中心作為保險業專業智庫之角色，宣傳本中心區域性

保險教育中心之效。 

 

 

第參章  國際龍獎會議摘要 

一、年會主場演講內容 

【主場演講一】一字一步往前走，十全十美造就一生 

(主講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與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

育基金會董事長 高希均) 

高希均多次受 IDA年會邀請擔任開幕演講貴賓，今年剛好滿十

週年，故以十項觀念為題，如同十全十美。這十項觀念即高希

均人生奉行的觀念，勁就是強調發揮自己的潛力、增強實力、

善用動力。雙贏，則是人與人之間，不能有贏者通吃的霸道，

必須要能互信、分享承擔、命運共同體。至於世界觀，則強調

必須要有開放融合的心態，四海一家，追求永續發展。十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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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觀念如下： 

一、 勁 

二、 雙贏 

三、 世界觀 

四、 君子之道 

五、 兩岸大家庭 

六、 展現中華情懷 

七、 人做對事就做對 

八、 讀一流書做一流人 

九、 捨得事得得了更要捨 

十、 一無所有來一無所有牽掛走 

另外，高希均教授也提倡「六個極大化」： 

一、 教育普及：個人聰敏、才智，機會就可極大化。 

二、 經濟成長：個人獨立、自主，夢想。 

三、 民主擁有：個人尊嚴、安全，信念就可極大化。 

四、 捨與得：個人美德，慷慨就可極大化。 

五、 文明提升：民族自尊、社會進步，國家驕傲就可極大化。 

六、 富強康樂：一國的人民，在世界上就可頂天立地。 

最後，高希均教授期許，全球華人保險菁英，除了在專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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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做得好之外，也能建立十全十美的人生，一步一步往前走。 

二、國際金融前瞻論壇內容 

本屆國際金融前瞻論壇共包含 18 場專題報告，本報告謹摘要如

下： 

(一) 【專題報告一】金融變的環境下壽險業的經營戰略思考 

(主講人：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桂先農) 

桂先農談到，目前保險業面臨的變革有 4 項，分為經濟成長

遲緩長期低利率、保險監理規定及會計準則趨嚴、金融科技

浪潮衝擊，以及高齡化人口結構變遷。 

第 1 個變革為經濟成長遲緩。長期低利率可總結出 3 大現

象：現象 1，根據 IHS Markit 與 IMF估計，未來全球經濟體

成長將遲緩，其中以美元、歐元區、日本等區域尤為明顯；

大陸 2019 年之成長率，也是自 90年代以來，成長最遲緩的

時期，過去成長 8％的榮景不再出現，逐漸走入新常態。現

象 2，各國皆採寬鬆利率政策。美、日、歐中央銀行仍維持

鉅額資產，央行維持鉅額資產及低利率恐難因應金融危機，

但央行縮表及升息將影響金融市場。現象 3，美國貿易保護

政策影響經濟成長。綜觀近期美中互徵關稅事件，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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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開始互徵關稅已達 5 次以上，川普政府 2019 年 8 月

5 日正式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美中貿易衝突如未妥善結

束，必將影響全球經濟成長。目前全球經濟處於微妙時刻走

向不明，美中貿易衝突已影響全球經濟成長；2020 年後，

全球經濟成長仍仰賴大陸及印度等快速成長，但大陸經濟成

長逐漸進入新常態，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仍存在不確定因素。

次者，各種風險傾向於減緩經濟成長。如美國財政減稅措施

激勵消退，英國脫歐未定，部分產業及國家債務過高，人口

老化勞動力成長緩慢，先進經濟體成長更加緩慢，可能擴大

匯率波動及金融市場回落。再者，與壽險尤其相關的，長期

低利率、低成長是壽險業一大挑戰，如何調整資產負債管

理、投資及避險策略，是壽險業的重要課題。 

第 2 個變革為保險監理及會計準則趨嚴，包括：「犯罪防

制」：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發布之建議事項

及評鑑準則（FATF 40），如：確認客戶身分、客戶盡職調查，

「可疑交易申報」、「高風險商品交易之紀錄保存」等規定越

來越嚴格。至於 FATCA 是指美國的《外國帳戶稅收遵從

法》，其內容係要求外國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司辨識美國客



 

7 

 

戶身分，配合提供美國公民之帳戶資料，防堵美國公民利用

海外帳戶逃漏稅、CRS《共同申報準則》是由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發布的跨政府協議，主要目的是建立金融

帳戶資訊國際交換機制，用來與金融帳戶持有人稅務居住國

交換資訊，防堵納稅義務人利用海外帳戶逃漏稅。「會計準

則」：IFRS 9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適用，使金融資產之

分類與衡量，趨向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減損由已發生損

失模式（Incurred Loss Model）改為預期損失模式（Expected 

Loss Model），要求企業需更早認列更多預期發生的信用損

失。2017 年 5 月 IASB發布了 IFRS 17「保險合約」公報，

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依照「保險合約」公報，保險

公司必須依當下的市場變數及個別公司經驗值做估計，在每

一個財報日重新衡量保險合約負債；將增加保險公司在獲利

和股東權益的波動程度；「保險合約」公報區分保險合約及

投資合約，「保險合約收入」是依據保險合約義務的履行與

服務的提供逐期認列，改變了目前保險業「保費收入」的定

義，壽險公司財報關於保費收入金額可能縮小；「保險合約」

公報在綜合損益表區分保險損益及財務損益之獲利來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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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保險公司財務報表呈現方式，影響保險公司未來營運計畫

制定方向，也會改變保險商品銷售策略。 

另一個對保險業影響甚大的，是保險業資本標準國際規範

ICS，ICS 2.0 將於 2019 年 11月公布，經 5 年觀察階段後於

2025年實施。 

第 3 個變革是金融科技浪潮衝擊。更聚焦地說，保險科技對

壽險發展的影響有 4 個： 

1. 自動化將逐漸取代保險業的價值鏈作業人力，包括：商

品開發、銷售、核保、保單及理賠管理，甚至是客戶服務等。 

2. 保險費率將高度個人化，透過大數據分析及進階分析的

技術掌握個別客戶風險，將使保險費率高度個人化，因為實

際上每人的風險不同，不一定適用於同樣的保險費率。 

3. 生活化 APP數位互動模式，保險公司利用 APP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客戶的行為，加上 APP 所提供的加值服務，更有

利於增加客戶的黏著度。 

4. 利用科技預防損失將成為保險商品主要特點之一，保險

公司利用實體如：房屋或車輛、感應裝置、手機和許多設備

蒐集數據，建立預測模型並識別異常情況，保險公司將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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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被動的風險承擔者，未來可以主動積極的轉變成風險管理

者。 

而保險科技對壽險業的主要挑戰有 3個： 

1. 如何利用保險科技讓客戶投保、申請理賠更為便利？ 

2. 如何利用保險科技成為客戶值得信賴的品牌，建立客戶

忠誠度？ 

3. 如何利用保險科技設計保險商品，增加附加價值，降低

營運成本，吸引客戶購買？ 

第 4 個變革就是―高齡化人口結構變遷，聯合國的資料顯示

全球 65 歲以上人口族群是成長最快的族群，可推知全球大多

數國家已步入高齡化社會。 

未來壽險經營的戰略思考有 4： 

1. 保險商品創新 

2. 善用資訊科技 

3. 符合監理標準 

4. 拓展海外市場。 

在保險商品創新方面，針對老年風險之保障金字塔 3 層保

障，第 1 層保障如全民健保是政府負責主辦；第 2 層保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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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制度，由政府與雇主同時負責辦理；第 3 層保障則依賴

個人理財及購買商業保險，來補強第 1、2 層之不足，以規

避老年風險。如退休後至弱病期間退休金之不足，弱病期至

殘扶期之醫療費用準備不足，及殘扶期之照護費用不足。因

此，為因應高齡化壽險商品創新，可針對年金保險、醫療保

險及長期看護保險等範疇內，進行商品上的創新，如近期市

場已經推出的實物給付、外溢保單、弱體保單、針對特定疾

病的保單等。 

在善用資訊科技創新部分，要建立善用資訊科技創新的文

化，最重要的是提供員工一個可以嘗試錯誤的環境，不要讓

員工有害怕失敗的壓力，否則，永遠也無法創造新的商業模

式或營運方式。有 4 個重點：1.企業文化融入金融科技創新

思維；2.善用金融科技以優化商業模式；3.培育金融科技創

新人才；4.增加與金融科技新創公司互動。 

面對保險科技的因應之道，桂先農也給出以下 5 點建議： 

1. 發展網路平台銷售管道，保險商品的銷售管道，從以往

的保險業務員轉變為網路投保平台，網路銷售平台將是保險

公司未來的重要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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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險商品銷售/理賠處理自動化，使投保/申請理賠快速、

簡便，減少與客戶摩擦及降低作業成本； 

3. 研發外溢保單促進商品轉型，藉由遠程訊息處理、行動

化應用、穿戴式裝置及物聯網等技術，蒐集客戶風險資訊並

分析可能需求，讓保險公司轉型為加值服務提供者； 

4. 以簡單化提高客戶參與度，例如：透過購物網站銷售簡

易保險商品，在購物過程點選保險項目即可完成投保，省去

複雜的投保程序（如購買機票可增購航班延誤險、購買貨品

可加購退貨運費險）； 

5. 轉型成為積極風險管理者，保險公司藉由客戶風險資訊

之運用，可主動控制及預防風險，為客戶提供風險管理建

議，並於風險發生時，協助提供相關資源和解決方案。 

在符合監理標準方面，壽險業要永續經營必須徹底符合監理

標準，戰略上應盡量利用資訊科技達成符合各項監理規定，

全面檢視系統、資產負債管理、風管及精算等單位，利用資

訊科技制定符合規定或準則如：IFRS 17 及 ICS 的作業程

序，以達到符合監理標準及會計準則，並能降低法規遵循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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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拓展海外市場方面，壽險業所處市場如發生已飽和

現象，必須拓展海外市場，包括確認具有發展潛力之地區及

市場、推動保險交流建立與當地夥伴關係、辦理資料蒐集做

好市場調查、並舉辦研討會及國際人才培訓。 

(二) 【專題報告二】大陸與香港保險市場客戶滿意的驅動因素探

討 

(主講人：香港宏利人壽首席行政總監 Guy Mills) 

Guy Mills 提到，過往壽險行銷的客戶服務皆是由保險業務

人員負責的。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保險業逐漸成熟，必

須改用更多創新的方式和方法來完善及提升質量。根據一份

香港保監機構針對香港、廣東、上海及北京等地的調查數據

資料顯示，驅動客戶滿意度 6 因素包含 1. 同理心、2.個性

化、3.高效率、4. 超越期待、5. 優化體驗、及 6.贏得信賴。

從這份調查結果可了解客戶是否願意轉介紹的 3 元素包含

品牌是關鍵因素之一，第二是產品，最後則是業務人員提供

的服務及公司提供的服務內容。服務又取決於 3 要素：一是

客戶的保險業務人員；二是業務人員能讓客戶真正了解所購

買的產品；三是當客戶需要理賠時能兌現購買當初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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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客戶愈來愈精明，業務人員應該充分運用科技提高效

率，優化客戶的體驗，以超越期待的規劃服務來贏得客戶的

信賴，並讓客戶感受到提供非常個性化的服務。 

(三) 【專題報告六】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對於壽險發展帶來的機遇

與挑戰 

(主講人：萬通保險香港區營業發展部高級副總裁及澳門區

副總裁 鄭文禮 ) 

鄭文禮表示，大灣區內地城市中產階級人數上升，對財富管

理及醫療保障需求殷切，極有發展機會。此外，目前政策如:

一帶一路、通關配套措施及高端城市建構，皆有利港澳保險

機構大灣區的發展。不過，大灣區涵蓋 9 大城市及 2個特別

行政區，具有幾項挑戰，包含 2 種社會制度、3 個關稅區、

3 種貨幣、3個保險監管體制等。 

目前可朝向推行大灣區保險通及醫療通，提供跨境銷售、打

通醫療紀錄及醫院網路，提升索賠便利性。跨境養老則可在

大陸境內支付年金。 

(四) 【專題報告七】科技金融環境下差異化經營的新定位 

(主講人：中國信託台灣人壽總經理 莊中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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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中慶分享台灣人壽數位發展的經驗，指出台灣人壽的轉型

是因著客戶行為的改變，將大眾熟悉的幾種數位科技納入至

公司治理與生活節奏內。先透過數位去進行客戶管理與建立

服務效率，再運用數位去建立精準行銷。整個轉型節奏即建

立在客戶管理及大數據分析、行動工具的運用上。同時，針

對不同客群進行分析，不同客群給予客製化、具有差異化的

服務內容。 

在大數據運用上，第 1，AI應用在保險業客服、核保、理賠

等 3 大領域發展。第 2，理賠區塊練提供客戶更便捷的理賠

服務。第 3，運用大數據洞悉客戶需求。第 4，結合大數據

與數位科技 app持續推出多元創新商品。第5，推動 e-SMART

數位轉型專案，優化各項客戶服務流程。S為 simple即流程

簡化、M為 manage即帳戶管理、A 為 accurate 精準掌握、

R為 reduce省時省力、T 為 Time為即時給付。第六，打造

一系列業務人員行動工具、建立高專業、高產能、高收入的

團隊。 

莊中慶總結，數位發展可分為 3 階段，數位集中化、智慧科

技化、平台輸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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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題報告十四】從市場監理政策看壽險公司的價值經營 

(主講人：泰康人壽首席財務官、首席風險官周國端 ) 

周國端表示，壽險公司的經營要有耐心，不要急。因為壽險

企業經營的就是時間複利，當企業商品中沒有長期保單，複

利效果就做不出來。壽險公司價值管理重要指標包含：公司

財務管理的 3 個重要指標(會計指標、價值指標及償付能力

指標)、新單價值、內含價值、剩餘邊際。新業務帶來新單

價值，新單價值帶來有效業務價值的增長，進而增加內含價

值。新業務同時帶來新增剩餘價值，每年持續不斷有新增剩

餘邊際釋放，代表公司稅後利潤不斷增加，形成良性循環，

即剩餘邊際釋放+經營改善+投資好於預期，稅後淨利潤就會

增加。稅後淨利潤進入到資本，淨資產增加，內含價值就會

提高。 

總結來說，影響大陸壽險發展有 3大因素，1 為數位技術和

移動技術的普及，2為信息透明化，3 則為會計準則變化。

未來，保險公司將投入巨額財力物力在科技和大數據方面，

並提升外勤員工的專業能力及產能，個險也將朝向專業化發

展，運用大數據及 AI，做好核保及支付控管，才能提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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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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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國際大型會議觀摩 

     國際龍獎 IDA 自 1998 年設立以來，已分在台北、蘭卡威、香

港、澳門、大連、西安、清邁、成都、廈門、新加坡、重慶、首爾、

雪梨、吉隆坡、杜拜、墨爾本、昆明及曼谷等地舉行。參與人數自

近 3 千多人增長至近 8 千多人，工作人員超過百位，每年會議亦有

各地政府及會展局的支持，堪稱各地會展的年度盛事。謹就與大會

工作人員訪談及現場觀察，簡述如下： 

1. 籌備階段： 

(1) 會議地點選擇：由於與會人數眾多，會議論壇分場亦多，故

多選擇各地會展中心舉行。再以評估各地展館、會議場地之

軟硬體設施、周邊交通設施、住宿、旅遊便利性等。另外，

當地政府機關的支持亦是考量之一。 

(2) 會議籌備時間：至少於會議三年前開始啟動，與舉辦當地會

展局、相關活動或公關顧問公司開始合作。由於國際龍獎已

舉辦多年，故於當屆年會現場即可開始宣傳下屆或是下下屆

的年會活動，亦可於當屆年會現場先行報名下屆年會活動。

另下屆會議地點之會展局亦會參與當屆活動，提高知名度，

並達到宣傳之效。 

(3) 會議講師洽邀：約於會議 8個月前開始啟動。大會主席親自

拜會或以電郵洽邀重要發言貴賓。 

2. 會議期間： 

(1) 會議前一天舉行記者會，邀請泰國會議展覽局主席 Chiruit 

Isarangkun Na Ayuthaya 一同舉行記者會，開幕典禮更邀請泰

國皇家政府副總理 Anutin Charnvirakul蒞臨現場致詞頒獎，

為大會增彩，在在展現泰國對於 IDA 年會的重視以及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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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歡迎。另開幕典禮及龍之夜頒獎典禮，融合泰國傳統文

化及現代科技的特殊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2) 大會工作人員訓練有素，各司其職。會議前一週即有「先遣

部隊」至會場準備。另自會場布置、報名/資訊櫃台設立、

講師接待安排，至會議活動流程時間掌控等，皆有專人負

責。此外，所有工作人員必著制服背心，面帶微笑，主動積

極提供協助。值得注意的是，大會工作人員大多為主辦單位

員工，除了負責會議進行之外，亦有同仁勝任論壇、典禮晚

宴等主持工作，相當專業。 

(3) 由於與會人員眾多，各論壇、活動會場進出嚴格管控，以掛

牌辨識。大會執行主席凃開元先生開玩笑說道，即便憑他的

臉也無法自由出入各會場，一定得配戴掛牌才行。 

3. 會議結束： 

(1) 會議結束後，召開檢討會議。會議結束後 1-2 個月內整理出

活動花絮，寄送與會者。 

(2) 另編輯組開始撰寫各論壇會議紀錄，並集結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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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心得與建議 

     本屆國際龍獎 IDA 聚集專家學者、保險業高階主管及第一線從

業人員，彼此經驗交流分享，獲益匪淺。茲將參與本屆國際龍獎 IDA

之心得建議敘述如下： 

1. 國際龍獎 IDA 係為全球保險菁英，每年交流及學習的一大平

臺，亦為亞洲保險業界的盛事之一。自 2000 年首次頒發獎項

至今，累計超過 6 萬 500 人獲得獎項，意味國際龍獎 IDA 已

深獲全球華人保險業界的重視及肯定。因藉由參與國際龍獎

IDA，可與各地區保險菁英互相學習、經驗交流，瞭解各地華

人保險圈的發展趨勢以及區域特性。 

2. 此外，本中心首長應邀演講，除提升本中心於全球華人保險業

之知名度，並展現本中心作為保險業專業智庫之角色，達宣傳

本中心區域性保險教育中心之效。今年即有國際金融前瞻論壇

之與會人員特別提道，每次與會皆非常期待本中心首長之演

講，因內容皆涵蓋最新趨勢及觀念。 

3. 面對全球環境巨變，社會財富累積的兩極化，客戶理財需求提

升，大數據及 AI 發展，新消費習慣及新銷售模式，皆對壽險

行銷產生巨大影響，故大會建議秉持正確的觀念，用「穩」與

「勁」的做法去彰顯這個以人為本，具有溫度、懷抱熱忱、體

貼服務的管道，和展現其價值與尊榮。 

4. 最後，大型會議及活動的舉辦往往需投注相對的資金及人力。

歷年本中心國際活動皆以有限的經費及人力圓滿舉行，著實不

易，難得可貴。也期望將來，能有更豐富的資源投入，以利本

中心為保險業舉行更具規模及國際化的活動，為臺灣保險業國

際化的發展更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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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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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會場剪影 

2019 國際龍獎 IDA 年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