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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本資料】

【報告內容摘要】

「上海論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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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文化的進步集思廣益提出發展建議和決策參

考。「上海論壇 2015」於 2015 年 5 月 23-25 日於中國大陸上海舉行，本屆年

會主題為「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亞洲的責任：創新合作模式」。

梁總經理應邀擔任本屆上海論壇「面對災害：風險管理與金融創新」子

論壇報告人，報告主題為「巨災風險因應對策-兼論臺灣保險業經驗」。臺灣

除受到地震、颱風與洪水的威脅外，今年又遭逢乾旱之苦。面對巨災風險，

除了建構明確的風險地圖，讓居民充分瞭解自身可能面臨的各種巨災風險與

巨災風險可能造成的威脅外，更需要政府推動並強制執行土地使用規範與建

築法規，有助於保險業訂定風險對價，確實反映風險，使保險機制的運作更

有效率。透過此次簡報除分享臺灣因應天災風險之經驗外，針對各國面對日

益增加的巨災風險，未來之因應之對策需要跨國家、跨區域之間的相互合

作，並結合傳統再保險與資本市場的風險承擔能力。

此次除參加上海論壇之外，拜訪相關單位以瞭解上海自由經濟貿易區的

發展及運作，並拜訪上海交通大學保險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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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次出國係參加2015年5月23-25日於中國大陸上海舉行，由

上海復旦大學主辦之「上海論壇2015」會議。

鑑於當今世界正處於調整變革時期，歐美經濟努力擺脫頹

勢，新興國家積極尋成長。在和平與發展的主流下，政治、宗教、

資源等各類因素導致衝突和矛盾不斷發生，部分地區的潛在風險

正在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挑戰和機會並存。亞洲有著獨特文

化優勢，面對日增的競爭壓力，亞洲一直展現出卓越的活力和驚

人的發展潛力，成為了過去數十年全球發展不可忽視的力量。面

對新的局勢、新的問題，如何團結一致面對未來，以實現新的發

展，是一大課題。

面對世界和亞洲的種種問題，亞洲國家是否準備肩負起世界

所期待的責任和使命？面對文化和利益的多重衝突，亞洲是否準

備以創新的合作模式應對錯綜複雜政治經濟格局?政治互信、經

濟互利、社會和諧，這些都是合作的基礎和前提。亞洲國家大部

分為發展中國家，能否透過創新合作模式，兼顧各國的發展策

略，為亞洲創新合作模式貢獻力量。是故，本屆「上海論壇2015」

主題為「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亞洲的責任：創新合作模

式」。本屆「上海論壇2015」之圓桌論壇(6場)主題如下：

◇應對亞洲的老齡化挑戰

◇重建互聯互通的絲綢之路

◇亞洲能解決自己的安全問題嗎?

◇食品安全問題的社會共治之道

◇中國金融開放與亞洲市場一體化

◇中國經濟再十年：財政、金融轉型與經濟增長

子論壇(21主題)議題如下：

政治

◆歐亞安全：挑戰與應對

◆國際維和與安全治理：亞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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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大陸秩序與海洋秩序

◆歐美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和亞洲的關係

經濟

◆亞洲經濟如何重返繁榮

◆亞非經貿合作和發展

◆後危機時代的亞歐合作：模式機制創新

治理

◆全球網路空間治理：亞洲視角

◆互聯網治理創新：國家執政能力與社會多元心態

◆移動互聯與大資料時代的治理：機遇與挑戰

◆城市治理與國家競爭力：上海如何建成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創新型國家建設

社會

◆巨災頻發：社會安全與金融創新

◆全球化衝擊下的歐、亞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從科技到政策：環境、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公共健康安全與城市發展

環境

◆2030 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峰值與碳市場發展

◆全球價值鏈, 碳排放與競爭力

◆創新生態文明發展模式，促進亞洲區域經濟和環境協同發展

◆國際氣候談判與亞洲地區減排經驗

◆冰融相見—北極生態保護中的亞洲角色

職與梁總經理此次參加上海論壇之餘，拜訪相關單位以瞭解

上海自由經濟貿易區的發展及運作，並拜訪上海交通大學保險法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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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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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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上海論壇年會的舉辦搭建產、官、學三方交流互動平臺，為亞洲

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進步集思廣益提出發展建議和決策參

考。 「上海論壇 2015」於 2015 年 5 月 23-25 日於中國大陸上海

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經濟全球化與亞洲的選擇—亞洲的責

任：創新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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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韓國前

總理韓升洙先生、巴基斯坦前總理肖卡特•阿齊茲和中國人大副

主席陳至立先生等多位中外政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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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Shil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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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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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

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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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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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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論壇 2015 共識

當今世界正處於巨大調整與變革時期，面對一個變革與調

整中的世界，亞洲各國必須以合作、創新、共贏來迎接新的挑戰。

上海論壇 2015 圍繞著「亞洲的責任：創新合作模式」主題，就

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重大議題進行全面性且深入的討論，透

過創新與合作讓亞洲的發展速度繼續引領世界。

在創新合作架構方面，亞洲任重道遠。亞洲的發展主要是

繁榮與安全，二者缺一不可。面對複雜的安全挑戰，亞洲國家需

要攜手合作，更加有效地維護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國際

和平與安全。在此過程中，也歡迎非亞洲國家和國際組織發揮建

設性的作用。

在經濟合作模式方面，亞洲身負厚望。隨著新興經濟體普

遍進入調整期，亞洲經濟成長速度趨緩已成為新常態。亞洲國家

應當抱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理念，強化並創新各國之間的經濟

合作。亞洲國家可以以「一帶一路」建設等新型態合作模式，利

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融資平臺，開展亞洲各國基礎建

設，進一步減少貿易和金融往來的障礙，為經濟發展動力奠定基

礎，加快市場一體化形成，加強各國之間的經濟與金融合作。

在環境治理行動方面，亞洲義不容辭。亞洲在堅持永續發

展的同時，應加強對環境保護和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合作，鞏固

自身未來長期發展基礎的同時，亦為承擔國際治理責任。亞洲國

家應當繼續建立和建構完善的碳交易市場，繼續朝向低碳路徑轉

型，繼續合作加強亞洲國家在國際減碳行動中的發言權和「碳」

定價權。亞洲國家在北極地區船舶航行、能源開採等活動日益頻

繁，亦應加強對北極生態環境的保護，並與北極國家合作，共同

降低未來北極生態所面臨的風險。

在因應治理模式挑戰方面，亞洲群策群力。亞洲主要國家

正經歷從資本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過程，在新的經濟全球化

進程中必須把握科技創新，激發社會創新活力，以發現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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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動力。以亞洲作為網路空間中的重要主體，探討新的合作和

監管模式，從僵化的「網路管理」轉變到借助網路這一工具來解

決問題，探索如何利用資訊通訊技術推進治理模式創新。

在迎接社會發展常態方面，亞洲協作共謀。亞洲各國需要

共同合作研究和實務經驗的分享，尋求公平且高效率的解決方

案，以因應人口高齡化與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挑戰。面對人口高

齡化的壓力，亞洲需要向世界各國借鏡，如何提高社會保障制度

的涵蓋面和在財政可持續的前提下提供社會保障制度，以解決跨

區或跨國人口移動衍生社會保障的轉移接續等問題；為因應食品

安全問題，亞洲國家應當在科技創新的背景下，加強國際交流與

合作，攜手構建政府監管、科技介入、企業自律、媒體監督、消

費者參與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進科技

創新及其產業鏈的完善。

上海論壇 2015 與會代表普遍認為，面對變革中的世界格局

和新經濟態勢下，亞洲有智慧、有信心、更有責任為世界提供新

的合作模式。世界必將因亞洲的創新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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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保險業發展

在全球化趨勢下，各國為強化國家競爭力，積極加速自由

化與國際化。許多國家透過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推動區域經濟整

合，降低投資障礙，吸引國內外企業。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自

由經濟示範區」即以「高附加價值的高端服務業為主，促進服務

業發展的製造業為輔」，充分利用我國人力、技術、資通訊(ICT)、

區位與兩岸優勢，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包括：智慧物流、

國際健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財富與資產管理)及教育創新等，

做為示範創新重點。行政院已於 2013 年 8 月 16 日核定「自由經

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

在金融業部分，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為政府當前重要政

策。「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納入「虛擬區域」之

概念，適合金融業不受特定區域限制之特性，在兼顧產業發展與

投資人保護之原則之下，參酌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監督管理政策，

就金融業務及商品之開放，擬具「金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之

規劃方案」，以「虛擬概念、法規鬆綁、全區開放、人財兩留」

為原則，透過業務分級與差異化管理方式，依交易對象不同，規

劃開放各項金融業務與商品，希望能藉由金融法規鬆綁，促進金

融業務發展。

為擴大保險業者商機，增進我國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及

鑑於金融服務之完整性，於 2015 年 2 月公布修正「國際金融業

務條例」，在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核心理念下，開放保險

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Offshore

Insurance Unit，即 OIU)。藉由開放保險業 OIU 設置與自由經

濟示範區推動，擴大我國保險市場。本次赴上海參加上海論壇，

希望能瞭解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運作與保險業發展方向。有關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運作與保險業發展方向之議題，於本次論

壇期間，拜訪上海復旦大學保險研究所許閑教授與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管理委員會財政和金融服務局。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動的背景與我國自由經濟示範區相

似，即是在新型態的國際貿易規則興起，各國以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推動區域經濟整合，降低投資障礙，減少貿易規則對中國大

陸的衝擊。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動在許多方向上與全球新型

態的國際貿易規則相重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上海 4 個中心

建設相輔相成，包括：上海建設為金融中心之優勢、上海自由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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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試驗區的主要任務是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建設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突破與金融保險創新發展是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重點。由此可歸納金融是上海自由貿易試

驗區的核心，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基本上已成為金融實驗區，

主要的重點在於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三個主要策略為資本項目

開放、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國際化。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在基礎設施上，完成資訊網

路建構並提供專業人才；在金融條件上，貨幣自由兌換，促進資

本市場繁榮；在市場方面，則吸引各方需求者與供給者，帶來先

進承保技術與商品創新能力等，間接建構上海保險中心。

目前，中國大陸除了擴大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範圍之

外，更新設天津、廣東與福建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10

中國大陸希望透過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打開了自由貿易的

視窗，有望從「量」上有助保險業發展，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視窗，可以從「質」上提升保險業的發展。

從亞洲杜拜、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發展自貿區成功經驗，歸

納其條件包括：

透明且穩定的監管環境、

具備完善的人力及各項資源、

穩定可靠的法治及仲裁環境、

清晰的自貿區發展策略意圖和商業前景、

對於註冊公司提供稅收優惠、

穩定、自由可兌換的外匯與資本項目開放。

未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將朝向下列四個方向：

加速建設離岸金融結算中心、

建立內外嚴格分離的監管模式、

對區內企業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

積極發展離岸再保險和自保業務。

因此，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保險改革方向包括：

保險業協助人民幣國際化改革、

保險業協助保險輔助服務發展、

保險業協助健康醫療保險產業、

責任保險為社會發展提供後盾、

進一步完善保險市場體系、

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保險改革因應 TPP 威脅。

中國大陸「新國十條」實施意見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保

險發展的影響包括：大力發展區域再保險中心，支援上海國際金

融中心建設；推動建立區域性航運保險中心，服務上海國際航運

中心建設；支援自貿試驗區保險資金境外投資，推動保險業國外

投資；推動保險產品和服務創新，打造自貿試驗區國際化保險創

新平臺；審慎推進保險監管制度創新，建構新型態的保險監理。

未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保險政策將朝向五大方向進行：

一、將進一步完善再保險中心建設：

(一)放寬再保險業務和再保險公司的外匯管理限制。

(二)放寬資金進入離岸再保險市場的限制。

(三)配套稅優政策以吸引資金進入自貿區再保險業。

(四)支援再保險機構以航運金融為依據，擴大保險產品創新。

(五)扶持國際專業再保險經紀人在自貿區設點發展。

(六)進一步開放保險資金進行境外投資的管道和投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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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吸引保險業人才落戶自貿區。

(八)因應離岸再保險中心建設加強監管。

二、發展上海離岸保險中心：

(一)加速離岸金融結算中心建設。

(二)建立內外嚴格分離的監管模式。

(三)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

(四)積極發展離岸再保險業務。

三、加強保險資金境外運用：

(一)提升風險管理水準，試行境外間接投資。

(二)擴大培養保險資產管理人才。

(三)降低保險資產境外投資門檻，引導保險業分散投資。

四、開展巨災保險與保險交易所建設：

(一)透過保險交易所建立有效的風險分攤機制。

(二)加強災害損失研究工作。

(三)設定合理巨災保險啟動機制。

(四)適當降低自貿區內巨災保險機構進入門檻。

五、建設自貿區航運保險中心：

(一)政府簡化與授權：註冊管理由政府監管部門保監會轉為行

業組織協會。

(二)資訊公開：所有註冊登記產品將在網站公佈。

(三)強化保險商品責任：航保協對所有註冊登記的產品僅進行

形式審查，公司對產品內容負全權責任。

(四)提升產品管理國際化程度：產品註冊登記的規則設計更加

注重市場化和國際化，加強產品創新保護。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建置時程，中國大陸政府希望能在 3

年之內完成。就實務而言，境外保險主要著眼於再保險業務，以

中再保集團為主，目的在於打造上海成為再保險中心，目前中國

大陸再保險業務所得稅為 25%，相較新加坡 10%為高，缺乏競爭

力，中國大陸財政部正積極進行整體調查研究，考量全面調降租

稅稅率對全球造成之可能衝擊。在人身保險方面，主要商品為外

幣長期人壽保險業務，並配合自由貿易帳戶。所謂自由貿易帳戶

為一準離境帳戶，實質上仍為境內帳戶，在帳戶內本外幣可自由

兌換，與境外無障礙，但與境外帳戶隔離。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主要在服務實體經濟，降低融資與租稅成本，對於金融業並無實

質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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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拜訪上海交通大學保險法研究中心

2014 年 4 月，保發中心與上海交通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在上海交大成立兩岸保險業與保險法研究基地（執行機構為上海

交大保險法研究中心），其宗旨在深化兩岸交流合作機制。合作

項目著重在推動兩岸保險事業之發展、深化兩岸保險法學之交

流、合辦學術研討會及師資互訪等。

本次參加上海論壇會議期間，於 2015 年 5 月 25 日下午，

梁總經理應韓長印教授邀請赴上海交通大學，發表「臺灣保險市

場發展現狀分析」專題演講。本次專題演講由上海交通大學保險

法研究中心主任韓長印教授主持，上海亞太保險經紀有限公司金

怡鐘總經理、上海恒量律師事務所謝賢林主任律師，以及在校

碩、博士研究生十餘人參加。

梁總經理（中）於上海交通大學發表專題演講。本次專題演講

由上海交大保險法研究中心主任韓長印教授主持（左）

梁總經理先從三方面剖析臺灣保險市場發展。首先是臺灣

保險業的發展歷程，歷經清朝末年的萌始時期，日本占據臺灣之

開拓時期，到二次大戰後飛起與穩定發展時期，直至 1986 年起

的戰國時期。其次，從人壽保險業以及財產保險業的發展角度闡

述保險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就人壽保險業而言，經濟

成長、國民財富累積、教育普及、民眾接受保險觀念都對人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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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穩定成長產生了重要且正面的力量。同時，開放外商保險公

司引入健康保險等新險種，對於人壽保險業的發展也有著相當的

影響。投資型保險商品的導入，也使得人壽保險成為重要的理財

工具。種種因素皆使得臺灣人壽保險業保費收入成長率高於經濟

增長率。就財產保險業而言，由於土地、工資等成本上升，臺灣

產業外移勢必無法避免，復加以保險公司對於部分險種未積極推

動或開發，使得財產保險市場趨近飽和，故財產保險業發展較人

壽保險業緩慢。除了商業保險的發展之外，政府為因應社會需

求，亦推動政策性保險，例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等制度。

臺灣保險業未來展望，大致朝向四個面向。第一為亞洲布

局，由於臺灣保險業屬成熟市場且趨於飽和，走向海外是一個必

要的方向，根據保發中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臺灣保險業看好中

國大陸保險市場未來發展潛力。第二為電子商務，當前網路投保

在許多國家與地區已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汽車保險，根

據調查結果顯示，亞洲人最樂意採用網路投保。第三為企業社會

責任的轉變，目前臺灣正致力於實現保險業資金運用與企業社會

責任的結合。第四為費率精算的專業單位的設立，此為保發中心

未來主要發展方向。

專題演講最後由上海交通大學保險法研究中心主任韓長印

教授進行總結。韓長印教授指出，臺灣保險業發展經驗對於大陸

保險業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鏡意義。韓長印教授並對保發中心一直

以來給予交大保險法研究中心的支持表達了誠摯的謝意。

在講座結束之後，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教

授代表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與保發中心梁總經理互贈禮

物。季衛東院長、韓長印教授和梁總經理等亦就兩岸保險業的發

展現狀與未來展望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和保發中心未來進一步合

作事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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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季衛東教授

（右）代表法學院與保發中心梁總經理（左）互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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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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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加上海論壇 2015 會議，不難發現上海政府與上海復

旦大學對此活動的重視，上海復旦大學更常設機構與人員籌劃辦

理。歷年來，中國大陸與各國政要、諾貝爾獎得主皆受邀出席會

議，本年度論壇亦不例外，受邀發表演講的貴賓除了中國大陸與

亞洲國家政要之外，最受注目尚包括 199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Myron Scholes教授(美國Stanford University商學院Frank E.

Buck 金融學榮譽教授、期貨選擇權訂價公式共同提出者)與美國

聯邦準備理事會前主席 Ben S. Bernanke 等人。

本年度論壇為首次將巨災保險議題「面對災害：風險管理

與金融創新」獨立為一子論壇。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地理氣候複

雜多變，人文環境豐富多樣，是世界上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以天然災害為例，21 世紀以來，天然災害的發生次數和影響範

圍呈逐年遞增的趨勢，2000 年至 2008 年間平均天然災害所造成

經濟損失占 GNP 的比例為 1.65%。天然災害不僅影響到國家的

經濟成長和持續發展，同時影響到國家財政稅收與救災支出、居

民生活與消費、貧困、公平等問題。因此，在巨災事故頻率增加

的背景下討論社會安全與金融創新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現行制度下中國大陸災害救濟主要包括 4 個主要管道，最

為重要的是以國家財政為背景的政府救助，其次是由民間慈善機

構和人民自發性的慈善捐助，第三個管道是商業保險公司保險給

付，第四個管道是受災民眾之間的自救與互助。綜合比較以上 4

個救災管道，國家財政救助在因應巨災風險中存在救災預算提供

無法即時、政府救助欠缺效率和增加國家財政壓力等缺點；而慈

善捐助具有偶然性，加大計畫和管理的難度；受災民眾之間的自

救與互助也因為災害的破壞導致救助程度有限。因此，利用金融

創新機制管理巨災風險，是有效管理災害風險方式。於論壇中，

中國大陸產、官、學界將其投入巨災風險管理相關研究成果進行

報告，亦邀請百慕達、德國、紐西蘭、新加坡、韓國與我國等各

國學者專家進行報告。

梁總經理應邀擔任報告人，並以「巨災風險因應對策-兼論

臺灣保險業經驗」為題進行專題報告。梁總經理提及臺灣除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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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颱風與洪水的威脅外，今年又遭逢乾旱之苦。面對巨災風

險，除了建構明確的風險地圖，讓居民充分瞭解自身可能面臨的

各種巨災風險與巨災風險可能造成的威脅外，更需要政府推動並

強制執行土地使用規範與建築法規，有助於保險業訂定風險對

價，確實反映風險，使保險機制的運作更有效率。保險市場應以

創新思考因應巨災風險。透過此次簡報除分享臺灣因應天災風險

之經驗外，針對各國面對日益增加的巨災風險，未來之因應之策

恐需要跨國家、跨區域之間的相互合作，並結合傳統再保險與資

本市場的風險承擔能力，提出一些想法。

中國大陸在互聯網與大數據的應用方面發展速度驚人，在

金融創新上，有與會者提出「互聯網+巨災保險概念」，即「政府、

保險、證券等機構利用互聯網完成巨災風險保障的組織、管理，

為民眾提供巨災保險相關的產品、資訊及服務的網上消費、獲取

等經營或營運活動」，以克服現行巨災保險各項不足之處，包括

1.成本高，風險分散能力有限，民眾得不到最佳保障；2.缺乏有

效監督及吸引科學保險人，使得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權益難以保

障；3.過於依賴政府財政，不利於培養廣大民眾的風險管理意

識，亦損害納稅人權益。此外，中國大陸與會者亦多次提出建構

保險交易所或保險交易中心之構想，未來是否可能朝向類似資本

市場之交易所方式或以其他形式發展，值得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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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會議議程



18



19



20



21

附錄二、會場實況

上海論壇 2015 報到處

上海論壇 2015 開幕式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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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論壇 2015 會場看板

上海論壇 2015 分論壇會場—上海復旦大學光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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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受邀擔任上海論壇 2015「巨災風險管理與金融創新」分論壇報告人

國泰陸家嘴人壽王克威總經理、上海復旦大學徐文虎教授、上海保監局裴光局

長、保發中心梁正德總經理、上海復旦大學許閑教授（左至右）於上海論壇 2015

期間於會場(上海復旦大學光華樓東輔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