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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本次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之第 8 屆 AIDA 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於 

2019 年 10 月 3 日至 4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AIDA 歷史悠久，創始於

60 年代，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協會，成立宗旨為促進和發展保險業參與

者之間的國際層面上合作，乃國際保險法專業研究之重要組織。AIDA 歐洲

分會(AIDA Europe)成立於 2007 年，目的為透過組織本身或其成員的交流

以促進保險業與相關法律的發展，並舉辦相關研討會議以提供開放、務實

且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對話平台。 

 

今年會議內容主題為「科技風暴的著陸」(Landfall of the Tech 

Storm)，主旨在探討科技如何改變與客戶間的互動 – 保險銷售、理賠、

服務層面之法律問題以及其他保險與再保險的重要發展。本次研討會議題

涵蓋歐盟新實施之保險銷售指令(Insurance Distribution Directive，簡

稱 IDD)、AI人工智慧於保險業的發展、自動駕駛及歐盟相關法規、網路安

全與網路保險等。另有其他熱門議題，如新科技發展的影響、氣候變遷對

保險業的影響、區塊鏈相關議題等。會議內容相當豐富，第一天上午議程

採共同場次舉行，下午則是採平行場次分組舉行，由與會者選擇參加組別；

第二天上午則為前一天下午各平行分組場次的重點摘要圓桌會議以及最新

的熱門議題，以共同場次舉行，下午則主要為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會

議，採平行場次分組舉行。各場次時間緊湊，席間均有相當熱烈的討論與

回饋。 

 

本會議提供歐洲保險業及相關專業知識分享之平台，以促進保險產

業內各領域專家之交流互動，包括核保人員、理賠處理人員、精算師、風

險工程師、公證人、保險經紀人、律師和再保險公司等，參與的國家有安

哥拉、阿根廷、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中國、丹麥、

法國、芬蘭、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牙買加、

日本、盧森堡、墨西哥、摩洛哥、荷蘭、波蘭、葡萄牙、俄羅斯、南非、

西班牙、瑞典、瑞士、臺灣、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烏拉圭

及美國等，相當廣泛。 

 

我國保險業及學術界向來甚積極參與 AIDA 每年舉辦之相關年會，

600169
文字方塊
與目的



 4 

以了解目前國際上保險產業之相關發展趨勢。我國在加入該組織之初係以

「Republic of China」之名入會，乃目前少數仍然維持此名義加入的國際

組織。今年我國出席人員除包括本中心桂先農董事長、黃世傑資深專員外，

尚包括台灣保險法學會林建智理事長、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

總經理陳櫻芽等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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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保險法學會(AIDA)簡介 

 

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

簡稱 AIDA)成立於 1960 年，為推廣發展國際間會員之合作，提昇國際保險

法規及相關事務的究及知識而成立之非營利國際機構。 

 

AIDA 目標在於提供國際基準建議給保險業採用，以促使各國有關處

理保險爭議之相關保險法能趨於一致。該學會成員及會議出席人員主要為

保險法領域之專業人士，包括法學教授、律師與保險業界人士等，規模日

漸擴大。AIDA 各項研討會所設定之議題，多能促進國際 交流及契合市場

趨勢，主要為：監理政策、法律爭議、法規遵循、 風險管理及產業發展等，

因此已成為各國保險法相關專業人士交流研討及社群聯繫之重要平台。

AIDA 之各國分會(National Chapters)成立數量日增，我國約在 80年代由

本中心首任總經理王傳通先生及甯育豐教授爭取加入成為會員，並由本中

心擔任中華民國分會(R. O. C. Chapter)代表。2012 年曾因中國大陸擬申

請入會，提出我國 AIDA會籍更名乙事。經前金管會林建智委員與本中心曾

武仁前總經理與 AIDA 交涉，目前該學會網站上我國會籍仍列 Republic of 

China。 

 

AIDA 的最高指導單位為 Presidential Council，臺灣保險法學會理

事長林建智先生亦於 2016 年 7 月起成為 Presidential Council 之理事。

Presidential Council 下轄的各個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各自主導不

同領域之保險法研究，如理賠及代位的累積數據、新科技、空氣污染、損

害防阻、汽車保險、老年年金、再保、保險監理、責任保險、保險爭議、

運輸保險、消費者保護等相關領域。 

 

目前 AIDA有歐洲、中南美洲等區域團體，而其各地會議均吸引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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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踴躍參加。AIDA 歐洲分會(AIDA Europe)成立於 2007 年，目的為透過

組織本身或其成員的交流以促進保險業與相關法律的發展。AIDA 歐洲分會

致力於舉辦歐洲司法管轄區內的相關研討會議，提供所有相關組織一個開

放、務實且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對話平台，俾了解保險領域、再保險領域

以及相關法律的重要進展，並對其成員於其個別所致力的發展領域上給予

支持。AIDA 歐洲分會所舉辦的會議對所有相關單位開放，以吸引來自各領

域包括保險界、學術界、企業界、監理機構或立法機構等代表的參與。

AIDA 歐洲分會對於年輕學者人才的培育亦不遺餘力，並藉由實際贊助研究

工作或由邀請參與會議的方式，持續提供對年輕學者研究發展上的支持。

本次 AIDA 歐洲會議已為第 8 屆，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第 9 屆會議將於

2020年 9月 17至 18日於瑞士蘇黎世舉辦。 

 

除了各地區每年視需要召開研討會議外，AIDA 每四年召開一次全球

會議(World Congress)是由單一或多個會員負責籌辦，相關報告及資料於

會後彙整出版， 2014 年及 2018 年分別在義大利羅馬及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辦，2022 年將在澳洲墨爾本舉辦。AIDA亦時常參與相關國際性會議，亦與

相關機構及教育機構結盟合作保險法的研究及知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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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8屆AIDA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 

內容重點 

 

本年度會議為國際保險法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Law，簡稱 AIDA)於里斯本舉行第 8 屆 AIDA 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會議主題為「科技風暴的著陸」(Landfall of the 

Tech Storm)，主旨在探討科技發展如何改變與客戶間的互動 – 保險銷售、

理賠、服務層面之法律問題以及其他保險與再保險的重要發展。主要討論

議題涵蓋歐盟新實施之保險銷售指令(Insurance Distribution Directive，

簡稱 IDD)、AI人工智慧於保險業的發展、自動駕駛及歐盟相關法規、網路

安全與網路保險等議題，並就保險創新科技(InsurTech)等近期保險業之熱

門議題進行探討，並由 AIDA 下轄之數個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就保險

商品銷售、保險法律原則、再保險合約法原則、爭議解決及氣候變遷研究

等相關議題與進展進行報告。本年度 AIDA 歐洲會議 (AIDA Europe 

Conference)議程如附錄，主要的專題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一、專題演講一：(共同場次) 

講 題： 

1.自快速變化的市場中藉由創新來維持競爭力(Striving to 

innovate and staying competitive in a rapidly 

changing market) 

2.保險業的未來 – 創新與科技如何改變與客戶間互動與服

務(Future of insurance industry – ho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re changing client interaction 

and insurance services) 

演講人： 

1.Jorge Magalhaes Correia (Chairman & CEO Fidelidade 

Seguros,Portugal) 

2.Julia Unkel (PwC Germany Insurance Leader) 

 

摘要： 開場演講的第一個部分先由葡萄牙忠誠保險集團主席

Fidelidade Seguros 進行演講。忠誠保險集團為伊比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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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1080 年成立於葡萄牙，在當地

保險市場為素負盛名的領導品牌，且為歐洲歷史最悠久的

保險公司之一。演講者先提出七大趨勢來說明這個世界正

在歷經快速變化並迎向「新常態」(new normal)：包括人

口老化、都市化、氣候變遷、資訊爆炸、AI 人工智慧的興

起與機器自主、分享經濟、數位化經營模式等，並藉由其

經營公司的經驗分享如何自快速變化的市場中藉由創新來

維持競爭力。演講最終以「以人為本的思維」在未來快速

變化的環境下仍將是維持競爭力所不可或缺的，來做為總

結，說明創新仍需以人性為出發點。 

 

開場演講的第二個部分由 PwC 負責德國保險產業的主管對

保險業的未來的創新與科技如何改變與客戶間互動與服務

為題進行演講。演講首先指出在當前全球經濟勢力重整、

創新思維與氣候變遷等主要趨勢的影響下，保險業將存在

越來越有限的可預測性與越來越高的相互依存性。保險業

未來的數位化與客戶服務趨勢，將取決於模組化的價值鏈、

新的生態系統以及服務平台三方念的發展。此外，保險業

本身是門統計的科學，亦無法自外於全球走向人工智慧

(AI)的道路。現今，保險創新科技(InsurTech)已聚焦在

新型態保險商品、新型態作業模式、新型態展業模式三方

面進行發展。演講者最後提到邁向未來保險世界的路上，

監理面亦須調整以跟上科技創新的快速腳步並迎向新常態

(new normal)。 

 

二、專題演講二：(共同場次) 

講 題：網路風險全貌 – 法律、風險與保障議題(Cyber Risk 

Landscape – Legal, Risk and Coverage Issues) 

主持人：Pirmin Stalder (LGT ILS Partners Ltd., Switzerland) 

演講人： 

1.Celso De Azevedo (Partner at Penningtons Manches 

Cooper LLP, London / UK) 

2.Nelson Ferreira (AIG, Head of Liabilities & 

Financial Lines,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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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dam Banas(Swiss Re, Senior Legal Expert Cyber 

Solutions, Zurich / Switzerland) 

 

摘要： 本場次以網路風險為主題，包含從法律層面、業務層面與監

理層面對網路保險相關的保障議題進行報告與探討。來自

倫敦的 Celso De Azevedo 先針對保險合約中潛在網路損

失除外條款(Silent Cyber Exclusion)的使用進行報告，

指出英格蘭銀行下的審慎監理總署(PRA)所提出 SS4/17 號

監理聲明(Supervisory Statement)之網路保險核保風險

(Cyber insurance underwriting risk)指引中，對於不

確定的網路風險曝險，要求保險業應採取行動以降低非意

圖承保的網路風險；可採行的措施包括調整保費、強化除

外條款文字、設定特定的保障限額等。演講者列舉了幾個

目前倫敦市場中可於保險契約中所附加之電子資料之相關

條款或網路損失除外條款，對因任何原因所引起的電子資

料、系統或網路的相關毀損或滅失等予以除外，以規避網

路風險的相關賠償責任。然而，網路科技日新月異，對於

全險保單來說，若除外條款的文字未盡完整或存在解釋空

間，則保險公司亦仍存在負擔賠償責任的風險。此外，

AIG 於葡萄牙當地的責任保險與金融保險主管 Nelson 

Ferreira 說明 AIG 於美國自 2011 年起已開辦網路資安相

關保險之情形，來自 Swiss Re 的講者更就 Adam Banas 對

違反資料保護的保障範圍乃至於更廣泛的網路安全保障條

款進行探討，將網路保險保障範圍區分為對第三人的保障

以及對第一人的保障，且指出未來將會是一個持續變革的

核心保險商品。網路累積風險(cyber accumulation)將會

以三大主要情況出現，即資料回復成本、違反資料保護後

的應對成本、其他非實體風險成本。 

 

三、專題演講三：(共同場次) 

講  題：歐盟保險銷售指令 (IDD)的允諾與現實  (Insurance 

Distribution Directive (IDD): “Promises and 

Reality”) 

主持人：Prof. Pierpaolo Marano (Associate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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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ecro Cuore, Milan/ Italy, 

Chairman of the AIDA Europe Scientific Committee) 

演講人： 

1.Fausto Paren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EIOPA) 

2.Kiran Soar (Partner InceGordonDadds, London / UK) 

3.« Pills » on the IDD by Young Authors and winners 

of the AIDA Europe Young Authors Awards 2019. 

 

摘要： 本場次主題在於探討歐盟的保險銷售指令(IDD)的相關議題，

包括在歐洲單一市場實施狀況，以及 IDD 在倫敦市場的情

況等。IDD 為歐洲近幾年才推出之規範，主要因歐盟已實

施以客戶保護為核心的 Solvency II 制度，但 Solvency 

II 中對於銷售行為的規範卻相形缺乏。EIOPA(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主席

Fausto Parente 首先提到於金融科技興起的浪潮上，監管

科技(Supervisory Technology (SupTech))亦順勢而起，

以提升金融及監管機構的監管的效益。此外，並介紹歐洲

單一市場以及未來幾年的驅動指標，以及 EIOPA 如何在

IDD 規範下促進並控管跨國的銷售行為，與數位化如何衝

擊歐洲的這個單一市場等。 

 

來自英國的講者則先就「倫敦市場」與「英國市場」做出

一個的區別，說明倫敦保險市場以其數百年的發展歷史，

至今已具有全球保險市場的核心特殊地位，並非屬於英國

的一個區域市場。位於倫敦的英國最大的保險組織勞合社

(Lloyd's)於 1993 年起導入的「勞合社最低要求」

(Lloyd’s Minimum Standards)，內容包含公平待客、申

訴處理、商品風險與資訊揭露等。歐洲自 2005 年發布保

險中介指令(Insurance Mediation Directive (IMD))作

為產、壽險業共通的銷售與管理規範後，2016 年起頒布新

的 IDD 以用來取代原先的 IMD。若以範圍差異來比較，IMD

只針對保險中間人進行規範，IDD 則是規範所有保險市場

中的相關人員，包括保險公司、經紀人等主要及次要之保

險服務提供者。因 IMD 的實行，新的 IDD 對倫敦市場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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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較為有限，主要影響包括授權承保人(coverholder，指

被授權接受或簽發保險文件者)可被認為是保險商品生產

者，且若銷售行為人發生以客戶最佳利益為職責之衝突時，

不得接受績效獎酬。於 2016 年脫歐(Brexit)公投前，勞

合社認為進入歐洲單一市場將是倫敦保險市場未來是否能

繼續維持全球最大專業保險與再保險中心的成功關鍵，因

此脫歐公投後 2017 年勞合社旋即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成立

歐洲子公司，該子公司受到比利時國家銀行的監管並符合

歐盟 Solvency II 的資本要求。因此不論脫歐最終結果為

何，對於倫敦市場的影響仍將有限，且倫敦市場亦將執行

IDD相關要求。 

 

本場次最終由獲得 2019 年 AIDA 歐洲青年作者獎項的青年

作者簡短分享其對於 IDD 的得獎文章的主要觀點，包括於

推動 IDD 時必須同時考量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

規範與影響、訊息揭露責任、比例原則等；另外，亦就保

險中間人可視為保險商品的生產者以及未來如何提供消費

者於締約前階段對保險商品之比較，進行探討。 

 

四、專題演講四：(平行場次) 

講 題：人工智慧 AI 的發展的關鍵特點以及 AI 如何影響保險業價值

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are the key 

featur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ow will 

AI affect the insurance value chain and which 

issues does this bring to the spot?) 

主持人：Dr. Kai Goretzky (Counsel, Dentons, 

Frankfurt/Germany) 

演講人： 

1.Ralph Echensperger (Chief Claims Officer, Zurich 

Insurance Company Ltd., Zurich/ Switzerland) 

2.Johannes Kinold (Head of Governance / Risk 

management function ROLAND Rechtsschutz-

Versicherungs-AG, Cologne/Germany) 

3.Prof. Dr. Jens Gal (Maître en droit, Go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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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Frankfurt/Germany) 

4.Helena Tapp Barroso (Partner, Morais Leitão law 

firm and IAPP Certified Privacy Professional 

(CIPP/E), Lisbon/Portugal) 

 

摘要： 本場次開始為第一天下午的各平行場次。演講者以人工智慧

AI 的發展的關鍵特點以及 AI 如何影響保險業價值鏈來進

行探討，討論面向包括銷售面、治理面、資料保護面、責

任面等當前鎂光燈聚焦的議題。開場先以大腦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帶出人腦與電腦人工智慧間的競賽。歐盟已對

AI 的倫理制定了規範性的指引，核心原則為由人來掌控機

器，並對人類監管、技術與安全性、隱私與資料保護、透

明度、多樣與公平性、社會環境福祉、問責制度等面向進

行規範。以自動駕駛為例，保險創新科技(InsurTech)於

行車保險的相關環節如費率釐訂、保單管理、理賠服務等，

已有實際的 AI 應用經驗。 

 

理賠服務面的關鍵議題包括如何對客戶提供客製化服務以

及協助降低或預防損失的發生。從風險管理的觀點，藉由

大數據的發展，AI 可協助保險公司處理包括定價、準備金、

客群分類等核保風險，以及組織、內控、營運持續管理、

資安、委外等相關的作業風險。講者並點出 AI 在產品責

任保險以及資料保護上的關鍵議題，包括從維也納道路交

通公約 (Vienna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 1968)於

2016 年 3 月修正允許自動駕駛技術應用於交通運輸後，後

續各國實際導入各級自動駕駛平台的同時是否仍需再對公

約進行調整。此外，就資料保護方面，由於 AI 是高度資

料驅動的一門科技，於個人資料保護上不能忽略對於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遵循。 

 

五、專題演講五：(平行場次) 

講 題：法律環境變革下的再保險原則–再保險工作小組與再保險合

約法原則計劃小組聯合會議(Reinsurance Principles in 

a changing leg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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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surance Working Party and PRICL Project Team 

(Joint Meeting) 

主持人：Carlos A. Estebenet, Partner Bulló Abogados, 

Argentina, Chairman of Reinsurance Working Party, 

Prof. Helmut Heiss, University of Zurich / 

Switzerland & Chairman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of the Project for Principles of Reinsurance 

Contract Law (PRICL) 

演講人： 

1.Prof. Helmut Heiss (Zurich Switzerland) 

2.Prof. Manfred Wandt (Frankfurt / Germany) 

3.Oliver William (Zurich / Switzerland) 

4.Christian Lang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Zurich / Switzerland) 

 

摘要：本場次為再保險工作小組(Reinsurance Working Party)與再

保險合約法原則 (Principle of Reinsurance Contract 

Law (PRICL))計劃小組的聯合會議。本次會議主要由前三

位講者針對 PRICL 的三個章節進行報告，分別為：第一章

一般條款(General Provisions)、第三章救濟(Remedies)

以及第五章損失累積(Aggregation)。第一位講者主要重

點講述於 PRICL 第一章說明無法於 PRICL 中解決的爭議須

循國際統一私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UNIDROIT))的「國際商務

合約原則」(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PICC))來解決。此外，第一章中包括於合約兩

造當事人可排除 PRICL 的適用或變更 PRICL 中條款的效果，

優點是讓 PRICL 在使用上更具有彈性，缺點則是讓 PRICL

失去了一致性。其次，第二位講者對於 PRICL 中再保人與

被再保人的責任，PRICL 的第三章中規範了救濟的原則，

以使受侵害的一方能獲得補救；而 PRICL 中的一般救濟原

則是屬於雙方相互具有的權利，其相當大的程度聯結到

PICC 中描述較為詳盡的內容；另一方面，特別救濟則並非

屬於雙方相互具有的權利，例如再保人對被再保人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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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告知義務時的救濟。第三位講者主要報告 PRICL 第五

章的損失累積，提到在締結再保險合約之定價時須考慮到

的風險累積的問題，故再保險合約中之損失累積條款

(Aggregation Clause)中有詳細定義並約定如何將多個單

獨損失合併為一個損失計算以適用同一自負額或賠償限額

的方法。損失累積方法通常可區分為同一事件累積

(event-based aggregation) 或 同 一 起 因 累 積 (cause-

based aggregation)，講者分別說明兩者機制上對損失累

積結果的可能差異；一般以效果來說，同一起因累積的機

制之損失累積較同一事件累積的範圍為寬廣。講者特別提

到以新興的網路保險來說，如何對損失累積設定一個正確

的賠償限額至關重要。 

 

六、專題演講六：(共同場次) 

 

講  題 ： 圓 桌 會 議 – 平 行 場 次 之 結 論 摘 要 (Roundtable On 

Conclusions from Selected Breakout Sessions) 

主持人：Christian Felderer (Chairman, AIDA Europe, Zurich) 

演講人： 

1.Dr. Kai Goretzky 

2.Prof. Pierpaolo  Marano 

3.Prof. Sara Landini/Dr. Kyriaki Noussia 

4.Prof. Margarida LimaRego 

5.Carlos Estebenet/Prof. Helmut Heiss 

 

摘要： 本場次為第二天第一場次之圓桌會議，乃第一天下午各平行

場次的結論摘要。除了上述所選擇參加的 AI 場次以及再

保險 PRICL 場次外，其餘同時段未能參加的場次，藉由本

共同場次中各平行場次講者對主要結論的回顧與分享，可

獲得以下重點摘要： 

 

⚫ IDD 是否與保險創新科技相關?(Does IDD deal with 

InsurTechs?)：本場次就 IDD 與銷售風險管理間的關

聯進行報告，首先說明銷售相關與行銷相關的活動可

使保險公司、其他通路甚至消費者，直接及間接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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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財務上風險下，保險公司的商品銷售管道具有

多樣性，並仍在持續轉變當中，而驅動轉變的主要市

場面與社會面的力量包括消費者權益抬頭、數位化與

科技發展、人口老化、新的規範(如 IDD)以及長期的

經濟不確定性等。消費者期待接收到具有選擇多樣性、

便利、透明、有價值的保險服務。對於 IDD，主要的

規範包括：基於客戶最佳利益、搭售的訊息揭露、傭

獎的透明度、利益衝突揭露、公平競爭環境、訊息的

要求(標準化的保險產品訊息文件(IPID))、產品監管

與治理等。保險上的銷售風險主要以幾種形式存在，

包括對客戶資產組合的風險、對保險公司長期營運或

商譽的風險、以及對銷售通路本身的營運風險。接著

講述保險創新科技(InsurTech)於歐盟與美國法規上

的未來，提到 InsurTech 使得保險業即將來到它的柯

達(Kodak)時刻，說明改變的浪潮已經來襲，且來得

非常快速，若保險業不掌握數位化浪潮並運用

InsurTech 轉型，將會步上柯達的後塵。 

⚫ 自動駕駛車於行車保險、合約觀點與 IDD 的衝擊

(Autonomous Vehicles – Motor Liability and 

Contractu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DD 

Impact)：本場次先提到第四次工業革命(Industry 

4.0)將行駛車輛的系統引入一個新的階段，使得人為

因素可以實質地被降低或甚至完全排除。因此，風險

與責任的型態將會產生大轉變，保險業亦需要導入新

的法規及新的風險管理方式。 

⚫ 科技時代下的法律技術–律師如何持續勝任?(Legal 

Skills in the Tech Age– How do lawyers stay 

legally fit?)：本場次提出的主要論點為法律技術

不只是法律人的議題，而是涉及所有利益關係人，包

括客戶、同事、社會大眾等，都期待能更增進法律案

件處理的能力，例如稅務上的技術。若講到科技時代

的來臨，首先律師本身需要接受新科技方面的知識，

但也是說要成為科技專家，需要知道的是科技發展的

主要面向與趨勢，並瞭解於法律層面隨著新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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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涉及的議題。需要注意的是，面對未來科技發

展，團隊合作將會越來越重要，以律師的角色而言，

可將新科技是為是一種語言以跟工程師或技術人員進

行對話，藉由充分且正確的表達使得整個利益關係人

間能夠互相溝通尋求爭議的解決。 

 

七、專題演講七：(共同場次) 

 

講 題：熱門議題及主要進展(Hot Topics /  Key Developments) 

主持人： Alkistis Christofilou (Partner, Rokas Law Firm, 

Athens / Greece), Anna Tarasiuk (Partner, 

Lyszkiewicz Tarasiuk Law Office, Warsaw / Poland) 

演講人： 

1.Hugo Borginho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isk 

Analysis and Solvency, Autoridade de Supervisão 

de Seguros e Fundos de Pensões – ASF, Lisbon) 

2.Peggy Sharon (AIDA President, Partner, Levitan 

Sharon & Co, Tel Aviv / Israel) 

3.Philipp Frech, General Counsel & Corporate 

Secretary, B3i Services AG, Switzerland 

4.Anthony Perotto, Partner, NCTM Milan, London: 

"Insurability of (GDPR) fines and penalties 

 

摘要： 本場次為近期熱門議題的重要發展。第一單元來自里斯本當

地的講者 Hugo Borginho 報告主題為保險業者的永續金融。

講者首先探討「永續」與金融產業間的關聯，以及「永續」

如何從原先僅僅為利基市場思維，進而轉變為普遍的主流

思 維 ， 並 演 變 出 目 前 對 環 境 、 社 會 和 公 司 治 理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上的一門

顯學，以將「永續」概念融入公司的決策、營運以及投資

活動中。由於保險產業本身是保險提供者與投資者的角色，

氣候變遷與永續議題的挑戰與保險業務間的關聯性也包括

了保險商品開發以及投資標的選擇等，將對保險業者的資

產負債表兩端都產生影響。保險業者在應對氣候變遷與社

會影響方面，需有整體性的觀點與作為，避免其投資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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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對理賠經驗頻率/嚴重度的加劇產生貢獻。講者另帶

出了一個問題：邁向綠色與永續產業的同時，保險業者是

否就會承擔較少的風險? 對此，講者提出了未來潛在風險

兩個主要的面向，一是所面臨的實體風險將受到未來頻率

上或損失程度上加劇的氣候災害事件所影響，二是將面臨

轉移風險，包括因經濟活動變化轉移至保險業持有的資產

的風險，以及保險業進入政治與科技複雜領域並轉移至永

續與低碳經濟的風險。這個轉移至 ESG 過程中的風險當然

也帶來了機會，包括作為保險公司治理效率提升的契機、

對於 ORSA 中適度引入 ESG 相關目標與價值追求、投資組

合風險的進一步分散、長遠商譽以及新商品的開發等。 

 

第二單元講者為現任 AIDA 歐洲理事會的主席－來自以色

列的 Peggy Sharon，演講的主題為保險業自身所曝露的網

路安全風險。保險業者持有大量的個人資料，因此也是網

路威脅的目標對象，而保險業也因 GDPR 的推動而對資訊

安全曝露著巨額罰款的風險，因此保險業者做好資料安全

保護也是維護保險業安定及被保險人權益的途徑之一。於

法規面而言，歐盟於 2009 年對 Solvency II 所頒布的指

令中，第 45 條關於自我風險與清償能力評估(ORSA)即包

括了對網路犯罪等之外部風險評估。以色列監理機關所辨

識出之保險業網路安全風險包括：員工疏忽，惡意郵件、

外部人士攻擊、員工或廠商的遠端攻擊、經紀人的攻擊等。

且由於保險業者與律師、醫療提供者及理賠公證人間的作

業聯結，這些相關機構也成為駭客的目標，使得敏感個資

的洩漏成為最大的威脅。以色列對此已發布網路安全風險

管理以及相關備援計劃與委外作業之規定，並指出仍有包

括缺乏程序規範、未具備緊急應變團隊或發布緊急事故機

制等之缺失。放眼未來，在 AI 與機器學習的趨勢下，越

來越少的人力將直接投入於核保及理賠作業，保險業者資

料安全與保護已被意識到將是一個潛在的大議題。對此趨

勢，演講者最後提出一個問題做結尾：誰來提供保險公司

資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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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的演講由 B3i Services AG(簡稱 B3i)總顧問

Philipp Frech 介紹保險上之分散式帳本技術 DLT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平 台 。

B3i(Blockchain Insurance Industry Initiative)成立

於 2018，其投資者為來自世界上 18 個保險市場，其股東、

客戶等相關聯機構總計涵蓋超過 40 家公司。DLT 與區塊鏈

(Blockchain)技術是數位化領域中最值得關注的潛在發展

之一，而 DLT 平台與區塊鏈的主要差別在於，區塊鏈中的

每個網路內的人都能看見所有交易，但在 DLT 平台中並非

一定需要如此。講者除介紹 DLT 的主要特點以及 DLT 平台

於法律層面上所面臨的主要議題，並說明因保險產業的營

運生態系統越來越複雜，保險公司必須找到更有效率的方

式以管理保險的價值鏈中所有夥伴關係，並以提供無縫的

客戶體驗為目標，也正是區塊鏈才能夠有效整合複雜的產

業生態網絡，使得不同利益關係人可找到一個共同的簡單

方式互相溝通。因此，保險公司使用區塊鏈(包括 DLT 平

台)將會有幾個的主要優勢，包括：增進產業價值鏈營運

效率、支援新產品發展、提高資訊透明度與安全度、自動

化流程與簡化理賠管理等。 

 

第四單元的講者則對目前歐洲對於 GDPR 的罰款是否具有

可保險性的發展提出探討，目前於歐洲多國皆已有金額大

小不同的 GDPR 處罰案例，但各國對於 GDPR 的財閥是否具

有可保性觀點不一，認為可保的國家包括挪威及斯洛伐克，

認為不可保的國家包括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賽普

勒斯、丹麥、芬蘭、法國、愛爾蘭、義大利、拉脫維亞、

盧森堡、馬爾他、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西班

牙、瑞士、英國等國，其餘國家則是尚未有清楚的定論。

演講的最終，提到一般皆認可保險業者可對違反 GDPR 時

的「非直接」成本與費用提供保障，包括事故調查費用、

抗辯費用、緊急處置(例如公關)費用等，但前提是這些費

用需為超出被保險人可控制的範圍外所產生的費用才可獲

得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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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題演講八：(平行場次) 

講 題：氣候與巨災事件工作小組–當氣候政策與巨災事件防範失效

時 誰 可 真 正 負 責 ?(Climate & Catastrophic Events 

Working Party(CCEWP) – Who is really accountable 

when climate policies and cat event safeguards 

fail?) 

主持人：Tim Hardy (UK, Chairman of CCEWP) 

演講人： 

1.StijnFranken (Nauta Dutilh (NETHERLANDS)) 

2.Prof. Dr. Stefan Perner (Vienna University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USTRIA)) 

3.Pery Saraiva Neto (Pery Saraiva Neto Advogados, 

Florianopolis (Brazil)) 

 

摘要： 本場次為第二天下午的平行場次，為 AIDA 之氣候與巨災事

件工作小組(CCEWP)第 21 次小組會議。過去九年中 CCEWP

已舉辦過 21 次小組會議，顯示出參與者對小組參與的積

極與熱忱。本場次之討論主題為當氣候政策與巨災事件防

範失效時誰可真正負責? 2015 是指標性的一年，因當年各

國達成巴黎協議的共識 (隔年簽署 )。Climate-change 

litigation 已在至少 28 個國家中被提出，其中美國佔了

75%。諷刺的是，美國卻揚言要退出巴黎協議。這個場次

的用意是幫助思考對保險業者、再保險業者、保戶乃至於

政府機構的衝擊。 

 

第一位講者說明荷蘭法院的一項歷史性的判決：2015 年荷

蘭環保組織「Urgenda」代表荷蘭國民控告荷蘭政府，希

望迫使當局採取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因應氣候變遷，最終荷

蘭海牙地方法院下令，強制要求政府以 1990 年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為基準，在 2020 年之前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達

25%。這個判決成為歐洲透過司法手段強制政府減排的首

例。講者指出政府對其國民具有應善盡管理責任的義務，

而這件指標性的判決具有政治、法律及國際的影響性。荷

蘭政府不滿法院裁決提出上訴，上訴法院於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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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裁決，決定維持 2015年判決。 

 

第二位來自奧地利的講者講述以歐洲觀點來看氣候變遷的

責任，指出氣候變遷的責任與相關訴訟問題只能以對氣候

變化的廣泛對抗的背景來理解，包括國家政府與歐盟定期

所發布的強化努力方向與作為，但往往又淪為僅具象徵性

的意義。這個情況導致越來越多公民或相關團體以採取訴

訟作為自我保護的手段，以補救國家層面於對抗行動上的

失效，但並非皆能成功。在瑞士，資深公民 (senior 

citizens)宣稱瑞士當局對環境與公民健康的保護上已失

職並提出訴訟，雖然最終以失敗收場。在奧地利，於興建

維也納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工程上，最終由奧地利最高行政

法院以確保奧地利長期經濟與產業的成長為由，推翻由當

地居民與環保團體對環境衝擊評估所提出的上訴，並批准

了第三跑道的興建。總結地說，近年來對於氣候變遷的法

律層面檢討正逐年在增加，但嘗試將責任加諸於未能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者的功效仍可能是有限的。對私人企業的訴

訟仍在襁褓階段。國際民事訴訟程序對於氣候變遷的相關

訴訟是開放的，但對於透過侵權行為法加諸責任的方式是

否能夠訴訟成功，目前仍存在疑慮。 

 

第三位講者說對於我們所依賴的海洋與冰凍圈，研究報告

指出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全球暖化威脅對海洋與冰凍圈

已帶來突發且不可逆的改變。目前所觀察到的現象已包括：

大量融冰所導致的平均海平面加速上升、熱帶風暴的強度

增加、極端巨浪的增加等，都加劇了沿岸地區面臨的危險

程度。對於整個生態系統的影響則包括：海洋物種遷徙、

棲息地改變、海洋暖化、海洋熱浪、鹽分上升、氧氣流失

等，並加劇了風暴與水災的嚴重度。此外，亦將進一步影

響食品安全、水資源與品質，最終影響全體人類的生計與

福祉、基礎建設、交通、旅遊等等。對於極端氣候事件與

海平面上升的預測已激起了對於回應行動上的不同討論。

2031 到 2050 年間預期冰層融化將持續發生，而 2050 年後

除非溫室氣體排放明顯減緩，否則融冰的趨勢將加劇，且



 21 

將造成海平面極端事件的頻繁發生，尤其是熱帶地區。海

平面上升的趨勢仍將持續至 2100 年以後。未來的挑戰在

於，居住在高曝險與災害性地區的居民往往是最沒有能力

去應對威脅的一群人。要建立對氣候變化的彈性框架取決

於對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制定急迫與雄心的目標。關鍵的作

為在於強化政府與政府間的合作與協調。研究報告顯示應

將全球暖化控制在一個較低的範圍(1.5℃以內)，若超過 2

℃，則恐怕一切已成定局而難以挽回。 

 

這個專題由最後的開放式討論作結尾，首先提到部分國家

特別是南美洲國家對於法律承認地球與環境本身即具有權

進行法律上的自我保護，而非僅居住於此的民眾。於國際

法架構下，一國的行為或政策對另一國的影響恐負有責任；

對此，南半球國家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島國，已訴求國際間

的大國對其海岸線的衝擊負責。然而政治的鐘擺於不同國

家與不同時間可能會擺向不同的方向，舉川普政府執政下

的美國為例，目前對於環境保護議題偏向採取以自身利益

為主的政策思維。最後，若聚焦於國際保險與再保險市場，

氣候變遷下帶來的潛在責任問題則將對整體保險產業產生

影響。對於協助政府與企業回應氣候變化衝擊並建構可持

續因應風險的彈性框架與適應力，保險一向被視為關鍵角

色；對於不同產業或國家於氣候變遷下的衝擊與潛在責任，

如同被保險人所面臨對財產上、責任上甚至轉型策略上的

風險，保險業者亦將持續面對氣候變遷對其資產與負債兩

端所產生影響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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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本年度國際保險法學會(AIDA)於里斯本舉行第 8 屆歐洲會議(AIDA 

Europe Conference)，吸引來自國際間保險學者專家及業者，包括法律顧

問、律師、法學教授、學者以及監理相關單位等人員參加，各國均踴躍派

員參與，與會人數約 230 餘人。我國部份，除本中心由桂先農董事長與黃

世傑資深專員代表出席外，尚包括台灣保險法學會林建智理事長、富邦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陳櫻芽等人參與，與 AIDA 各會員國之

與會代表進行交流。根據主辦單位的資料，與會代表來自 30餘個不同國家，

今年整體出席人數與所代表的國家數較往年會議又再次提升。會議中透過

議題分享及交流，可讓與會人員瞭解全球保險發展趨勢，以及面臨之新課

題與挑戰，特別是歐洲地區的保險業務相關問題的潛力和機會，收穫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AIDA 歐洲分會對於年輕學者人才的培育亦不遺餘力，並藉

由實際贊助研究工作或由邀請參與會議的方式，持續提供對年輕學者研究

發展上的支持；本次會議的特點之一即為提供獲得 2019 年 AIDA 歐洲青年

作者獎項的青年作者於會中簡短分享其對於 IDD 的得獎文章的主要觀點，

可供台灣未來舉辦相關會議時與具潛力之年輕學者間互動的參考。謹就參

加本次會議心得與建議臚列如下： 

 

1. 本次會議就保險創新科技(InsurTech)與人工智慧(AI)、網路風險

(cyber risk)、歐盟保險銷售指令(IDD)及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

風險等議題有多場介紹與說明，亦熱烈討論。與會專家認為現今保險

創新科技(InsurTech)已聚焦在新型態保險商品、新型態作業模式、

新型態展業模式三方面進行發展；邁向未來保險世界的路上，以「以

人為本的思維」在未來快速變化的環境下仍將是維持競爭力所不可或

缺的，監理面亦須調整以跟上科技創新的快速腳步並迎向新常態(new 

normal)；人工智慧 AI 的發展將影響保險業價值鏈，但就資料保護方

面，由於 AI 是高度資料驅動的一門科技，於個人資料保護上不能忽

略對於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遵循。於網路保險方面，保險

業現階段對於不確定的網路風險曝險採取行動以降低承保風險的同時，

應認知到持續變革網路保險未來仍將會成為一個核心保險商品。最後，

就氣候變遷方面，保險業一向被視為協助政府與企業回應氣候變化衝

擊以維持對環境適應能力的關鍵角色；但如同被保險人所面臨對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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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責任上甚至轉型策略上的風險，保險業者之資產與負債亦將持續

面臨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與挑戰。 

 

2. 氣候變遷議題可能是本次會議舉辦前後國際環境變化最大的一部分。

本次會議中特別指出 2015 對於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動是指標性的

一年，因當年各國達成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的共識，並順利

於隔年簽署；Climate-change litigation 已在至少 28 個國家中被提

出，其中美國佔了 75%。然而諷刺的是，結束本次會議後返國不到一

個月，美國即在川普政府的主導下於 11 月 4 日宣布已以書面方式知

會聯合國，正式啟動退出巴黎協定的程序，自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此協定起，全球已有超過 190 個國家和地區

簽署協定，以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 2 攝氏度之內。而美

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是至今唯一退出這

項協定的國家；國際間一般也將美國的行動視為對氣候變遷議題上開

倒車的表現。然而，或許這就是風險的本質，即使已簽署全球性共同

努力的目標，仍出現如川普勝選這樣的政治風險黑天鵝事件。 

 

3. 本次會議所在地里斯本，城市本身對歐盟及保險業具有相當之歷史意

義。於 2007年 12月 13日經所有歐盟成員國簽署的「里斯本條約」，

已於 2009年 12月 1日正式生效，因此今年正逢里斯本條約生效 10 周

年。里斯本條約旨在調整歐盟在全球的角色、人權保障、歐盟決策機

構效率，並針對全球氣候暖化、天然能源等政策，以提高歐盟全球競

爭力和影響力。然而，里斯本條約中仍因若干國家特殊利益考量而有

所妥協讓步，並留下許多「灰色地帶」，將為歐洲統合的進程帶來很

多不確定性，包括第 50 條的脫歐條款，進而衍生近年英國脫歐

(Brexit)對歐盟發展乃至於全球經濟環境的新變局。里斯本對保險業

本身的重大歷史意義則為 264 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根據維基百

科，這場發生於 1755年 11月 1日早上 9時 40 分的毀滅性大地震，造

成的破壞和死傷人數在人類天災史上約排在第 11位，死亡人數高達約

六萬至十萬人。大地震後隨之而來的火災和海嘯幾乎將整個里斯本付

之一炬，同時也令葡萄牙的國力嚴重下降，殖民帝國從此衰落，足見

自然災害風險對於社會經濟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親身走訪當年被大

地震摧毀並由龐巴爾侯爵領導重建的里斯本下城區，更可充分感受到

保險產業益發提升的存在價值；保險業在經過兩百餘年的發展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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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成為發揮災後安定人心與積極協助重建的重要社會力量之一。本

次參加國際會議不僅可以瞭解全球保險動態，且可與其他與會人員交

流，建議應持續派員參與該 AIDA相關保險會議，以利掌握最新國際保

險趨勢發展並多認識其他各國與會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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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9 AIDA 第 8 屆歐洲會議我國參加人員名單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桂先農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深專員 黃世傑 

台灣保險法學會 理事長 林建智 

富邦人壽 資深副總 陳櫻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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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9 AIDA 第 8 屆歐洲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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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會場剪影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