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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國際保險學會(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ociety;簡稱 IIS)成立

於 1965 年，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最具聲望的保險業非營利組織

。為符合其重新的定位與服務的提升，並配合其日益成長的組織及

其策略目標，今年將一年舉辦一次的年會更名為「全球保險論壇」

（Global Insurance Forum）。

本年度 IIS 全球保險論壇於 104 年 6 月 14 日至 17 日在美國紐

約舉行，會議主題為「保障缺口的填補 Filling the Protection Gap

」。我國代表團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保險局王主任

秘書麗惠率同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李常務監事松季與

沙秘書長克興、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楊董事長誠對、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曾董事長玉瓊、住宅地震保險基金陳董事長明仁、國立政

治大學風險與保險研究中心蔡主任委員政憲、台灣產、壽險業代表

，以及特別補償基金同仁代表等計 17 人共同與會。（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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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簡介

國際保險學會(IIS)為全球保險業、學術界和其他對保險有興趣

的人士提供一個即時分享全球性保險議題及意見交流的平台，其會

員包括保險業高階管理人員、各國監理機關以及全球保險專家學者

等。該組織每年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等活動，俾利保險知識與資訊

的交流；每年也透過推舉全球保險界具卓越領導或創新的人士進入

保險名人堂(Insurance Hall of Fame)，以表彰其貢獻與成就。

保險名人堂成立於 1957 年，目前獲獎者計有一百多名。被提

名人具備之資格，除了公認對保險業有廣泛且持久的貢獻、對服務

社會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外，他們亦具有創造性的思維和富有想

像的行動力。每年經推薦的人選，由 IIS 公布入圍名單後，再經過

全球的 IIS 會員投票選出，今年獲獎者並於 6 月 15 日 Gala Dinner

中接受頒獎表揚。

2015 年保險名人堂（Award Laureates）主要獎項及得獎者如

下：

一、Kenneth Black,JR.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Gordon C.Stewart

Retired President,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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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Chairman, IIS, USA

二、Johns S.Bickley Founders’s Award

Dan Anderson

Emertius Leslie P.Schultz Professor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nited States

三、 Insurance Hall of Fame Award

Stephen Catlin

Executive Deputy Chairman, XL Group plc,

United Kingdom

此外，我國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陳總經理瑞及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許理事長舒博榮登 2015 IIS大使名錄，擔任IIS 與國

內保險業界聯繫的代表，為IIS的活動建立知名度和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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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IS 會議議題摘要

今年 IIS 舉辦的全球保險論壇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超過 500 位

保險業高階管理人員、監理機關及知名傑出學者，共同就本次論壇

主題「保障缺口的填補 Filling the Protection Gap」進行探討。

第一天邀請到 Google 的副總裁兼首席互聯網顧問（Vice

President & Chief internet Evangelist）Mr. Vint Cerf 於開幕時發表

主題演講（Keynote address）；另外，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中國保監會）周副主席延禮亦於會中發表了特別演說（special

address）。

基於 IIS 具有吸引全球企業領袖的能力，以及作為主導變革力

量的保險業，有著推動創新、刺激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和減輕全球風

險的影響，本次論壇第三天議程安排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秘書長潘

基文（Ban Ki-moon）並在聯合國總部發表了主題演講。

茲將本次論壇議題重點摘錄如下：

壹、全球領袖小組－保障缺口的填補 Global Leadership Panel:

Filling the Protection Gap

主持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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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討論的議題不是甚麼奇談，我想指出的問題不只是

有一個保障缺口，現狀是每個銷售的保險系列幾乎都存在著保

障缺口，它不是在縮小或趨於穩定，而是持續在擴大中。

政府想要讓保險公司和私人組織為他們做些力有未逮的

事情，但同時政府也設定了做這些事情的門檻（障礙），如何

才能取得平衡呢？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與談人：

政府參與導致市場扭曲

讓政府介入任何市場是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就像

其他行業一樣，保險業也存在著許多市場失靈的來源。不幸的

是，政府參與的意圖（念頭）往往導致了很多市場扭曲的現象

。在美國最明顯的例子可能就是繼續資助在洪水易發地區重建

的聯邦洪水計劃。Mr. Hancock 呼籲更多的私營企業參與，提

供一個回饋策略、更好的建築標準、以及更好的地點。

Mr. Berkley 表示，公共保險是個很好的想法，以洪水保

險為例，當你看到窮人居住的房屋被洪水吞噬，每個人都說美

國需要洪水保險。而現實是海岸線擁有百萬美元房子的富人繳

納的保險金比窮人的多，但是洪水保險赤字高達數十億美元。

因此，政府把一個好的想法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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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計畫之間很大的不同在於，你不會為思慮中的問題

提前付款。當政府提出計畫時是追溯性的付款，而私營企業提

出計畫時，我們必需是前瞻性的收款。當事情發生後，政府決

定介入，沒有收取任何保費。另外還有一個本質上的不同是，

政府直接向沒有保障的任何一個人收費，而每個人都必需承認

這是成本，唯一的問題是由誰來買單？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更明

智的洪水方案，並找到預算平衡的方式。

使行為更加安全的保險

保險業通過差別定價，可以推動經濟及經濟體中每一分子

更加安全的行為。最終只要客戶更加安全，我們和客戶就獲得

雙贏的局面。而且，業者擁有許多業務上的承保經驗、數據及

遠程通信處理領域的專業知識，這些是政府永遠不會產生的觀

點。例如政府強制執行的駕駛測試、酒駕法、安全帶法的手段

與現在運用無線通信技術的車載電腦系統（telematics）相比

，就顯得太遲鈍了。因此公私可以聯合，為經濟提供一個更加

安全的記錄，但是在很多發達國家，太多扭曲導致公私合作失

衡。

企業的知識是它的競爭優勢

對政府而言，在建設城市抗災的應變能力上，保險業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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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和互補性。在一個城市建立彈性有很多種方法，作為一個

保險業，我們在錯誤中不斷地學習。我們可以分享專業知識，

從數據中取得的防損和知識，是我們獨特的競爭優勢，這可能

比我們投入資金的工作更有價值。

主持人提問：

對人壽保險來說，現在早亡風險比之前小一些，科技帶來

全新的風險。你如何看待技術在調節風險與引入新風險中的作

用？

與談人：

保險需求的基本推動因素是恐懼，保險行業的作用是減少

對未來的恐懼。人們擔心的因素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因著技術

和軟體的普及。與其他危險相比，購買網路保險的金額仍非常

小，我們在全國承保了約 20,000 張保單，但是與財產保險相

比，總保費仍屬微乎其微，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在發展的領域。

保險行業在改善保險保障，瞭解人們真正最擔心之處，仍有很

多工作要做，我期望推出大量新的保險保障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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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提問：

有關在發展中世界使用微型保險來填補全球保障缺口有

創新的龐大成長，例如非洲和東南亞。請問 AIG 參與的經驗？

與談人：

現在，微型保險已經分佈到幾十個國家。

-烏干達：從經銷成本角度看，它的確帶來了挑戰，因為

我們致力於讓它在微觀水準下成為可負擔的，進行創新

，並在其他方面創造價值。

-肯亞的型動支付是收取保費很好的例子。

-印度的作物乾旱保險已參數化，理賠人員無需提出證據

證明作物損失即可獲得理賠，減少了理賠過程中的摩擦

成本。

在社會安全網欠發達的地區，保險尤其受到重視。我認為

在微型保險領域，回到基本的問題是了解我們可以解決哪些恐

懼，保險本質上的附加價值是什麼。

主持人提問：

新一代人口的保險態度和購買保險的傾向是否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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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經銷管道不同：千禧一代喜歡手機或電腦螢幕，有問題

就上網詢問，並透過電腦 APP 購買保險。

-所有權形式不同：無論是線上租賃汽車（Zipcar），還是

分享房屋或其他東西，這一代的人擁有房屋、擁有車輛

、擁有所有東西等都在改變。

-資本使用的改變：人們意識到資本寶貴之處在於如何使

用它，如果你找到一種有效的分享方式，你已經改變了

其背後的保險理論。

主持人提問：

如果你能夠利用業務縮小部分的保障缺口，你會如何做？

為了 AIG、社會及保險行業的利益，你想縮小最重要的缺口是

什麼？

與談人 A：

我認為中國的食品安全是個大問題。大量人口都在擔心食

品品質時，就是一個大問題。而這也是全世界保險行業面臨的

，食品供應鏈保險將幫助很多人。我看到了一個很大的機會，

不僅僅是中國，全世界都如此，是一個全球問題。食品供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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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數量，還有品質的問題。

與談人 B：

在每次調查中得到的結論是－我們的客戶最擔心的是網

路可靠性。我們存在是因為人們有恐懼，而且他們想要找到一

種減輕恐懼的方式。我們需要投入資金和時間以瞭解網路風險

，並設計出能夠滿足客戶恐懼及其現狀的產品。

貳、保險 2020 及其以後 Insurance 2020 and Beyond

保險 2020 的核心信息是不論組織在短期間內想要做的事

情、或是因應市場的波動、或僅是每天日常業務的運作，都需

要尋求如何能跟上未來全面的社會、技術、環境、經濟以及政

治（STEEP）發展的步伐。

現在我們處在 2010 年和 2020 年之間，檢視目前所看到

的初步預測和展望未來的重要趨勢，對未來 5 年及其以後的發

展都將是非常有用的。保險是一個位於轉折點的行業，因為它

正面臨新技術、新銷售模式、不斷變化的客戶行為、以及更多

地方性、區域性和全球性嚴格法規的衝擊。對於某些企業而言

，這些發展是具有破壞性的潛在來源。

與其他行業相比保險業歷經更多的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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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在第 18 屆全球 CEO 年度調查「你認為未來五年以

下趨勢將如何顛覆（破壞）你的行業？」，調查結果受訪者宣

稱非常或是有點具顛覆（破壞）性。

就行業監管、客戶行為、行銷管道、傳統和新的重要競爭

對手數量的增加、以及在生產或服務提供核心技術的變化等項

目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保險業的變化均較其他產業為高。

其中又以在行業監管及行銷管道變化的差距較大。（詳下表）

保險業正走向一個充滿機會和威脅幾乎均等的市場，調查

顯示有 59％的保險業 CEOs 認為，比起三年前，現在有更多

的成長機會；另外，亦有 61％的保險業 CEOs 認為，與 2012

相較，目前存在更多的威脅。

保險業的趨勢及顛覆（破壞）

2011 年當我們就保險業的未來提出看法時，我們依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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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環境、經濟及政治等面向來分類，計有 32 個不同驅

動的變化情況：（詳下表）

（一）社會面：包含客戶的行為、人才的流失、利害關係人

的信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及人口的變化等。

（二）技術面：包含資訊與分析、設備裝置與感測器（Devise

& Sensors ）、軟體與應用程式（ Software &

Applications）及醫學的進步等。

（三）環境面：包含氣候變遷與巨災、可持續發展及空氣汙

染等。

（四）經濟面：包含城市化、成長新契機、財政壓力、通膨

與通縮、風險分擔與移轉、社會保障與福利、經銷商

的移轉及合作關係等。

（五）政治面：包含監理法規的改革、地緣政治的風險、國

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恐怖主義、稅務處理及伊斯蘭教

義的遵循－回教保險（Sharia Compliance【Takafu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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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各種驅動變化的影響，改變了保險公司的競爭方式：

一、 社會面：力量的平衡正向客戶移轉。

二、 技術面：軟硬體的進步，將大數據轉化為可運用的

觀點（actionable insights）。

三、 環境面：日益嚴重及頻繁的災難事件，引發更多複

雜的風險模組及風險移轉。

四、 經濟面：新興市場經濟與政治力量的崛起。

五、 政治面：保險市場的協調性、標準化及全球化。

現今調查顯示有 81％的保險業 CEOs 意識到數據的

力量，並使用它來提升客戶的經驗。其中 2014 年有 46％

的消費者在線上投保車險，有 71％的消費者購物時，在

線上直接取得報價。

另外，有高達 91％的保險業 CEOs 認為，監管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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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前景的威脅超過其他任何行業。保險公司面臨的挑戰

是如何維持對其他策略挑戰的關注，通過建構新的需求，

將劇變極小化。

以下就保險業在社會面及技術面受破壞性科技影響

，列舉如下：

一、 社會面的顛覆（破壞）

（一） 新加入者獲得大型消費族群的據點。

保險的關鍵是擁有對人們背景與生活習

慣的大量數據，這或許就是保險公司最大的力

量。（New York Times, Jan 18, 2015）

（二） 電子商務阿里巴巴正在改變中國的市場及金

融服務與保險的創新

2013年 02月 18日，由阿里巴巴（Alibaba

）的馬雲、中國平安（Ping An）的馬明哲、騰

訊（Tencent）的馬化騰聯手，在中國設立第

一家眾安線上財產保險公司。

眾安線上定位於“服務互聯網”，其業務範

圍限於互聯網相關的財產保險業務，不設分支

機構，其交易模式避免了傳統保險推銷員強行

推銷和電話騷擾的弊病，完全通過互聯網進行

銷售和理賠，主攻責任險、保證險等兩大類險

種，而不涉及傳統產險公司最熱門的車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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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互聯網保險是一種公開、透明的銷售方

式，主要靠產品優勢來吸引人們主動瞭解保險

，從賣保險轉變為讓客戶自助買保險。

（三） 新加入者在機器人（理財）顧問（robo-advisor

）裡，正在開發新的輔助模型和自動化全方位

管道教育和諮詢。機器人（理財）顧問是一種

在線財富管理服務，為用戶提供自動化的、以

計算機算法為基礎的證券投资组合管理服務

。此類服務不使用真人投資經理。

二、 技術面的顛覆（破壞）

（一） 收集有關天氣數據的氣候公司，利用機器學習

技術，徹底改變了量產管理和農作物的保險。

每年農民在種植農作物時，要作風險評估。分

享這些風險知識，可以幫助他們改善農場的經

營。

（二） Discovery 已經利用技術、資訊及分析建立了

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提供個性化的承保，並改

變客戶的行為。

今（2015）年 4 月 Discovery Limited（

"Discovery"）和 John Hancock Life Insurance

簽訂了一個策略合作的夥伴關係，它為美國消

費者引進了一個全面的健康生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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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移轉退休金風險予保險業 Shifting the Retirement Risk

(back) to Insurers

由於投資市場長期處於低利率及人口平均餘命的延長，使

得退休保障缺口愈趨嚴重，時至今日，退休保障缺口已不僅僅

為世界各國面臨之挑戰，儼然已成為主要危機，若僅以政府預

算或稅收支應，勢必將為政府及人民之沈重負擔。由於風險管

理係為保險業之專業領域，若保險業能夠透過其專業，將長壽

風險及投資風險移轉至保險公司，協助分擔退休保障缺口之重

擔，則可減輕各國政府為人民提供安全網之負擔。

保險業可由雇主及個人等兩層面為基礎建立風險移轉機

制：

一、雇主層面

由於世界主要國家之大部分雇主須提撥特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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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至員工退休基金，故長壽風險亦影響雇主甚鉅，若

能建立完善保險機制，將風險由雇主轉移至保險公司

，則不僅雇主能夠確保財務之穩健，員工之退休生活

亦能獲得更進一步之保障。

為有效控管長壽風險，世界主要國家之保險產業

已建立特定因應機制，其中長壽保險及退休風險移轉

(Pension Risk Transfer, PRT)逐漸嶄露頭角。長壽保

險市場於數年前由美國再保險公司(RGA)及法國再

保險公司(SCOR)所建立，其中以英國最具代表性，

截至目前，該國保險公司已完成 20 筆以上之交易；

該國再保險公司已完成 9 筆以上之交易，金額達 350

億美元。就 PRT 而言，由於該機制係針對大規模交

易以及長年期資產與負債所設計，較受到雇主及保險

產業之推崇，雖然其並非創新之機制，然在過去 10

年中，該機制不斷演進及改善，故已受到主要國家之

青睞，如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等。預計至 2017 年，

透過 PRT 由雇主轉移至保險公司之風險將達約

2,000 億美元。

二、個人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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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 10 年來，個人退休金計畫已由確定給付

制改為確定提撥制，雖然該轉變賦予個人更大之彈性

及選擇空間，卻同時亦表示個人對其退休基金之累積

將承擔更大之責任，且伴隨該責任而來係為退休基金

累積次佳化之風險。有鑑於此，保險公司在移轉風險

上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保險公司可藉由(1)擴大退

休保障計畫之保障範圍；(2)強化保險保障之儲蓄功

能，以及(3)保證退休收入等 3 種方式確保個人之退

休生活獲得保障及有效減少退休保障缺口。

另外，由於富創意卻同時極具挑戰性之創新思維係為創造

簡易兼具效率與品質之流程或商品，保險業應盡量以簡易方式

建立風險移轉機制，將其複雜程度降至最低。

肆、退休與儲蓄－注意差距 Retirement and Savings: Minding the

Gap

講者提及退休的保障（Retirement security），退休年齡設

定在 65 歲，它源自 1880 年德國總理俾斯麥推出的社會保障

體系，在 1880 年代德國工人 65 歲退休，對當時政府的支出

沒有造成任何財政負擔。如今我們使用這個模組（Bismarck’s

Model），退休年齡又是多少呢？以壽命而言，現今德國退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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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已經不是 65 歲，而是 81 歲；其他表列國家（詳下表）亦有

相當大的差異。

由政府建立之退休制度最早發展於 165 年前，以美國為例

，該國之退休制度建立至今已逾 79 年。雖然世界許多國家之

退休制度已行之有年，惟全球人口結構正面臨老化，當各國發

展最初之退休制度時，退休人口及勞動人口比例約為 1：12，

時至今日，該比例已大幅成長，預計至 2020 年，該比例將成

長至 1：3，至 2050 年將成長至 1：2，亦即原有之退休制度

已不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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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人口結構之變化及彌補其伴隨而來之退休保障缺

口，專家建議由退休計畫設計及教育基礎著手。在退休計畫設

計方面，專家表示可透過退休金計畫之「自動加入(automatic

enrollment)」及「重新加入(re-enrollment)」、確定提撥及員工

提撥比例延伸對應 (stretch-match employee contribution)選

擇，增加未來退休收入及提升員工儲蓄動機，並期望藉由「自

動加入(automatic enrollment)」及「重新加入(re-enrollment)

」機制，將退休金計畫參與率由目前之 55%~60%提高至 90%

；藉由鼓勵確定提撥制，將提撥比率由目前之 3%~5%提高至

8%~10%；藉由員工提撥比例延伸對應，將對應比率由目前之

3%提高至 100%。

在教育基礎方面，退休規劃概念之形成應由學校教育即建

立紮實之基礎，亦即透過金融知識之普及化，將退休理財之觀

念扎根於個人思維，如此一來，以個人對於金融工具及市場之

認知，加上政府持續改善退休制度以及保險公司致力於發展符

合需求之退休商品，期望能夠將退休保障缺口減少至最低。

伍、將資本置入市場的建立及監理風險的管理上，未來並與再保

險市場融合 Putting Capital to Work in Build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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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Regulatory Risk, the Converged Reinsurance

Business of the Future.

緣保險業經營之全球化，資金運用之效率及有效性對於保

險公司擴展經營版圖而言至為重要，然由於下列因素所致，保

險業資金運用難以最佳化及資金取得途徑受到限制：

一、許多國家之保險監理制度過於嚴格，風險性資本計提

過高，其目的雖為確保公司清償能力，卻對於市場發

展造成阻礙。

二、許多國家施行保護主義，亦即該等國家規定保險業之

大部分資金須保留於國內，此舉不僅使保險公司面臨

過高之集中風險以及投資成本，其資金運用亦較不具

效率性。

三、保險市場缺乏創新商品，此影響飽和之市場無法有突

破性發展，導致保險業不易開發新客源，資金來源益

發不足。

為不受上述因素所限，保險業可朝下列方向發展：

一、逐步改變監理思維，適度允許自由市場機制加以運作

，建立一套鼓勵資金構成及發展之保險監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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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寬保護主義，允許保險公司將資金運用於海外，以

達分散風險、減少投資成本以及增加資金運用管道之

效果。

三、除了傳統股東權益外，引進另類資本，例如長壽風險

債券、混合資本債券等，以擴大保險公司資本來源。

四、發展創新商品，以增加保險公司資金來源，並同時使

更多民眾獲得保障，以目前全球正熱烈討論的 Blue

Marble Micro Insurance 為例，該商品性質類似巨災

保險，其不同處在於該商品係針對經濟弱勢者提供特

定災害發生後之基本程度保險保障。統計資料顯示，

全球約有 50%之人口居住於災害(包含人為及自然災

害)發生頻繁之地區卻未有保險保障，若保險業成功

發展此類商品，不僅使本身長期資金來源多元化，亦

給予世界弱勢人口擁有保險保障之機會。

陸、投保極端事件－公私合作計畫的必要性 Insuring Against

Extreme Events: The Need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講者 Howard Kunreuther 教授是本屆大會 ”Shin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得獎者，獲獎之研究題目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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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於極端事故降低損失扮演之角色- 對於公私部門合作之需

求」(The Role of Insurance in Reducing Losses from Extreme

Events: The Need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並於大會

發表該研究內容，重點摘錄如下:

一、 對於低頻率/高幅度之極端巨災事故(Low

Probability-High Consequence, “LP-HC”)-

無論是保險公司、消費者、政客甚至監理官，常因

不同的因素而使其風險管理陷入迷思:

（一）消費者: 對於極端事故的個人經驗非常有限

（二）保險公司: 難以在巨災損失發生前，獲得充分統計資

料進行風險評估以計算對價保費

（三）政治人物 / 政府機構: 因政治考量，保單定價優先

考慮費率普及性原則，忽略了風險應有之對價

二、 Prof. Kunreuther 亦點出全球天災損失已邁入新紀元(A

New Era of Catastrophes)，自 1980 年迄今損失金額逐

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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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其主要原因包括:

（一）高度都市化

（二）曝險金額大幅增加

（三）氣候變遷及海平面上升

三、 面對不斷攀升的極端天災損失-

Prof. Kunreuther 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為出發點，從認知科學之角度，說明人類的判斷和決策制

定經常來自於個人經驗與直覺思考，當缺乏過去經驗，在

風險管理方面就容易低估風險，產生誤判。舉例而言，個

人或企業通常因未曾親身經歷天災損失而不主動投保天

災險，待重大事故發生後，無論親身經歷或經媒體報導，

方查覺保險的重要性而產生投保意願；但投保一段時間後

未再發生天災損失，就傾向認為事故再次發生之機率極低

而不予續保或中途註銷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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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Prof. Kunreuther 提出應聯結「系統一：直覺思

考」(System 1: Intuitive Thinking)與「系統二：審慎思考

」(System 2: Deliberative Thinking)兩大思考系統，運用

於天災風險管理，可避免因偏見或過度樂觀低估了天災風

險發生之機率與幅度，進而以長遠的眼光及宏觀的角度評

估風險移轉與損害防阻措施之投資效益。

四、 建議當局未來可採取的保險政策制定原則

（一） 原則一：應促使保險費率確實反映風險

當保險公司收取的保費確實反映風險成本，

被保險人才會正視他們所面臨的風險，評估保險

費與投資損害防阻/減輕措施之間的成本效益，進

而達到損害預防或減輕之目的。

（二） 原則二：個別處理保障之可負擔性及普及性等問

題

對於居住於高風險地區之特定族群(例如:

低收入戶)，倘提供其天災風險保障，其經費應來

自於公共資金(general public funding)；而公共資

金之運用則需整合各界意見，包括一般稅收、州

政府預算或洽收保單稅等。

五、 發展長期極端災害風險管理策略

Prof. Kunreuther 呼籲政府、企業以及社會大眾皆應

著手於發展極端災害風險管理的長期策略，可從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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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

（一）架構不同選項 (Choice architecture)

1.指導原則- 需於天災發生前：

- 突顯可能面臨的問題，提醒廣泛注意；

- 模擬不同的情境，促使認知保險與減災的重要性。

2.可行方式-

- 使消費者更瞭解保險的角色

- 利用對巨災事件的關注程度提醒注意未投保之後

果

- 克服心理預設之投保門檻

（二）公私部門的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1.指導原則-

- 協助無能力負擔減災設施費用者；

- 針對巨災風險，公部門協助私營保險公司獲得保障

。

2.可行方式-

- 鼓勵投資於減災措施

- 解決保障可負擔性之問題

- 公部門提供巨災保障

（三）提供社會大眾多年期保單(Multi-year insurance)

1.採用多年期保單，其優點-

- 可穩定被保險人保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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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減少保險公司行銷成本；

- 可減少(曝險者)因短視而中途註銷保單之情形

- 平均分擔保費成本於各個年度

- 減緩因巨災事故造成之市場緊縮、費率上漲之問題

2.採用多年期保單之挑戰-

- 保險監理機關需允許保險公司完全以風險為基礎

定價

- 保險期間無法變更保險費或停止續約

- 保險期間需要透過風險轉移工具以獲得充分的保

障

- 保險期間可能發生不可抗力之系統性風險變化（例

如氣候變遷）

六、 研究結論

（一）保險市場能夠協助分散不可避免的災害風險，並提供

誘因來降低風險，但畢竟能力有限，尤其是面對極端

巨災事故(LP-HC)，需要公部門協助。

（二）保險公司可以透過監理機構核准採取風險對價保費

鼓勵民眾採取減災措施，並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

提供長期的貸款鼓勵投入減災設施，使民眾獲取的保

險減費高於每年所負擔的貸款成本。

柒、極端風險的管理 Managing Extrem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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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揭 Prof. Kunreuther「保險業於極端事故降低損失

扮演之角色- 對於公私部門合作需求」之研究，Mr. Pritula、

Mr. Catlin 及其他與會人士於本場座談提出相關問題及意見：

一、極端天災風險管理實務面政府及保險業者可採行的作為

Q: 針對前述所提出的架構不同選項 (Choice

architecture)，政府及保險業者可以扮演甚麼積極的角

色以達成這些目標?。

A: 最基本的工作為主動的溝通-

1)應宣導倘巨災發生時未投保之後果，並強調巨災發生

的機率及可能性以突顯問題；

2)應簡化保單文字使其易懂，以提高保單資訊的透明度

。

二、如何鼓勵投入多年期保單(Multi-year insurance)

Q: 如何鼓勵投入多年期保單之開發及銷售?

A: 主要從兩年期保單著手，根據該校所做之實驗，當人

們被告知次年度保費可能上漲時，就會傾向購買兩年度

保單。

三、現場提問

Q: 有關透過監理單位核准採取風險對價保費鼓勵民眾採

取減災措施之建議，考量市場競爭，通常費率無法反映

風險，此純屬市場機制，應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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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監理單位應留意保險公司清償能力(solvency)問題，當

發現費率遠低於風險對價時，即應介入處理；此外，信

評機構也應發揮其影響力。

四、其他與談意見:

（一） 從個人甚至到大型企業，皆常忽視巨災風險發生的

可能性，企業主亦不願投入其資金於風險管理。

（二） 保險公司對於無法及時獲得評估的風險，應採取風

險分散，避免風險過度累積。

（三） 有關公私部門之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政府應協助保險業取得極端風險之保障，除了天

災風險，政府亦應留意保險業面臨之其他保障缺口

，例如網路風險(cyber risk)，尚無法以模型評估。

捌、醫療保健：2020 和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Healthcare: 2020 and

the Impac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與談人 A

隨著全球各地的人口老化，在未來五年、十年、二十年我

們將面臨重大的挑戰。不只是從健康的角度，也是從經濟、社

會和健康系統的角度。現在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在未來數年

那些挑戰將更加嚴峻。我簡要的提供一些我們擔心的議題的資

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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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60 歲的人口正在大幅增加中

到 2050 年時將增加幾乎有一倍之多（由 2012 年的

11％增加至 2015 年的 22％）。

-慢性疾病的危機

非傳染性疾病占全球醫療支出為 75％，死亡的有 63

％。到 2030 年，預計在低所得國家的疾病負擔將超過 50

％；在中等所得國家的疾病負擔預計超過 75％；生活在

多種慢性疾病的美國人，每 3 人中就有 1 人。

-全球在健康系統上的支出以及未來成長幅度的統計

2002 年全球支出有 3.3 兆美元，2012 年有 7.3 兆美

元，2023 年即跳升近 13 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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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B

我們看到未來潛在醫療課題的元素，受到激勵行為的改變

而轉變目前的保健模式，並以較低的成本改善其結果。方法就

是把患者作為一切的核心，其六個核心區域簡述如下：

一、 慢性病的危機 The chronic disease crisis：

我們需要做的是讓供給的資源就定位，讓這些供

給資源能真正配合激勵措施，以造成長期的行為改變

。

二、 客戶價值觀的改變 The move to outcomes and

values

讓有償的表現作為任何供應的基礎，並且重新改

造當前的疾病護理模式，並改善其結果。

三、 M-health techologies 移動醫療（mobile health）技

術

利用移動醫療來了解行為，以降低醫療成本。

四、 大數據革命 The big data revolutions

利用數據核心的新方法推動行為、低風險及提高

效率，我們看到保健科技和另一個大領域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個大數據革命。

五、 以客戶為中心 Customer Centricity

利用數據、移動醫療更加了解客戶，以拉近與患

者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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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承保的壓力 Underwriting pressures

利用資訊流程來補充承保收入，以及在承保收入

時所承受的投資收益、監理限制及防止微分段（micro

segmentation）的瞬間壓力。

與談人 C

一、 聯合國專注於降低孕婦和兒童死亡率

（一） 解決婦女、兒童和民眾的健康需求是發展的主

要驅動因素，可以減少貧困，並有助於未來持

續性的發展。

（二） 健康系統和醫療保健未充分涵蓋所有人口，婦

女及兒童的健康是一個國家的健康體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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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或有效率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

（三） 人們不能平等的獲得醫療之潛在因素有：

1. 融資問題

2.一個國家人口運輸物資的供應鏈

3.獲得潔淨水和衛生設施

4. 更有效的跨部門工作是驅動前進的重要方

式

（四） 人口老齡化問題將對健康系統有巨大的影響

1. 到 2050 年，較不發達國家將與已開發國家

都將面臨這問題，需要醫療保險的人數都

將不斷的增加。

2. 隨著人口老齡化，非傳染性疾病將越來越

多，未來數十年將是全球各地首要死亡原

因。

二、 讓更多的人更加公平的獲得醫療服務

（一） 全民健康保險的目標是讓人們有機會獲得免

費的醫療保健服務。

（二） 聯合國的成員國現正討論今後可持續發展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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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持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健康保險計畫，意味

著擴大了各國政府的能力和範圍，以確保全體

國民獲得醫療保健，而不是僅僅依靠擴大的保

險市場。

三、 公私合作關係

（一） 為確保每個人都可獲得醫療保健，公私合作關

係可能是我們需要採用的方法。

（二） 特別是經濟成長的國家如日本、德國及其他人

口日益老化的國家，都將需要改變以勞動力為

主要支撐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政策及作法。以及

那些因著平均壽命的延長及出生率的降低，首

次面臨人口老化的健康需求而資源有限的國

家。

（三） 老齡化增加了保險的需求。

（四） 我們的倡議是建立一個平台，以加強一些國家

和政府在聯合國系統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及與

私營企業及民間社會的夥伴關係。

與談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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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預見的。

二、醫療保健的成本將上升，但隨後並沒有這麼多的年輕

人產出生產性的收入。

（一）需要找到方法來保持所有老年人口的生產性

及有用性。

（二）必須讓老年人盡可能長時間地屬於勞動力人

群。

三、在低所得和中等所得國家，非傳染性疾病的發病率極

高，因為健康系統並未準備好來解決這些疾病，引發

很多問題。

（一）醫療保險或許能夠更好、更充分利用科學技術

的發展。

（二）民營保險公司所處位置需要在公共政策的介

面中有明確的定義。

（三）慢性病患者的醫療支出一般極高，保險可以使

病人返回公共系統。

（四）因為有非常多的分歧，我們需要清楚地知道，

在每一個國家，公共政策將決定私人保險的作

用是甚麼，因此必須具體分析每一個國家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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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四、全民健康保險的志向

（一）是可以在每個國家逐步實現的目標。

（二）因著各國不同的經濟現實，每一個國家都可以

不同的速度來提高其覆蓋面。

（三）多思考特定的背景，在低成本服務提供的情況

下，我們可以公平地希望涵蓋所有人，而不僅

是有私人保險安排的有錢人。

（四）單靠政府將無法實現全民健康保險這一目標

。各國政府將需要為私人保險公司的參與而創

造空間，並定義遊戲規則。

（五）公共部門都在尋找創新，創新也許應該是來自

私營企業，並推動公共部門的變革。

玖、 2015 年以後永續發展、氣候變遷與保險業（之聯結）Post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Risk & The

Insurance Sector

聯合國預計在 2030 年之前，達成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15 年 3 月在日本仙

台（Sendai）舉辦的 UN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39

Reduction，達成”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Sendai Framework)”。就人類經濟的

永續發展，全球保險業如何透過公部門與部門的合作落實執行

，為這場綜合座談的主要議題。

與談人 A: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及其相關工作已經進行約三年半

的時間，本週各聯合國會員國將就其財務部分進行結案，如同

秘書長潘基文於大會致詞時所言，這項工作是全球、全面性的

，氣候變遷的挑戰，不只是關係經濟成長，也關係者全球人類

的健康、教育、女權以及環保等議題。

這 17 個目標，非關慈善事業，對於企業主而言，代表了

投資的機會，企業需要思考並創造新型態的經營模式，尤其是

保險業，在災後復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應持續把握機會，以

充分發揮其功能。

與談人 B:

KPMG 於本次 IIS 大會提供“Demystifying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aradigm”研究報告發送予與會人員-

一、近來越來越多人在討論企業與永續發展之間的關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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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經濟、財務及環保等議題，保險業適時扮演了填補缺

口的角色。全球保險業已經願意站出來，協助解決所面

臨永續發展的迫切危機。

二、擬透過該研究報告傳遞予全球保險業者的五大重點訊

息-

（一） 公私部門之合作將為保險業開啟新的契機

（二） 倘欲充分利用公私部門合作的契機，必須具備新

的思維模式

（三） 保險業具備創新企業文化者，較易掌握公私部門

合作之契機

（四） 企業之領導風格為肇始並持續其創新文化之關鍵

（五） 保險業者應以長遠眼光進行企業創新及各項合作

與談人 C:

直到今日，僅有少數的政府採取適當的措施保障政府財

政，全球仍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天然災害風險處於未投保狀態，

對於開發中的國家，投保的斷層尤其明顯。但有部分國家政府

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例如：今年三月颶風侵襲太平洋島國

萬那杜，在災後八個月之內，該國已經從區域巨災保險計劃迅

速取得了復原所需要的補償；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加勒比海

16 個國家的天然災害保險計劃，自從 2007 年成立以來，已經

撥付了共 12 次的賠款，總計超過 6300 萬美金，而所有的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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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皆在災後 14 天之撥付給各國政府。

這些全球天然災害保險計劃，都是由私營保險公司提供

保障，然而僅代表全球天然災害經濟損失的極少部分，應該延

伸到更多的國家及地區。為了能夠達成這目標，公部門需與私

部門合作，由全球保險業者提供專業支援，包括風險評估模型

等，以及更多的承保能量來支應這些需求。

與談人 D:

就本議題，主要的建議包括：

一、 保險業除了提供給本身以及客戶專業諮詢外，應該也

要提供給公部門相關的服務，加上全民有共同的社會

目標，才能使保險系統運作順利。

二、 氣候變遷將是長期的議題，已開發之國家大多有年金

制度，如何促使的那些大量的儲蓄資金投入社會安全

制度，進而投入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保險監理官可

藉由提供更具透明的資訊，吸引更多民眾參與投入。

與談人 E: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是非營利組織，

致力於公私部門合作，提供中立的平台，促進各國參與者的對

話，其中包括產險與壽險相關議題。近期討論的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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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聯合國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世界經濟論壇亦

研議了 10 個工作方針，涵蓋政治、經濟與技術面等

議題，包括: 糧食安全、全球能源，消費者/供應鏈等

問題，全球保險、再保險公司及經紀人亦參與討論。

二、 就全球金融體系的持續發展，亦面臨包容性不足的問

題，已開發國家亦有許多低收入人口無法獲得銀行信

用核貸，以及無法獲得基本的天災風險保障等問題。

三、 基礎建設計畫之執行，是否將損害防阻或減輕納入考

量，以俾經得起長期使用及永續發展的考驗。

世界經濟論壇與全球保險業的研究合作，主要包括下列

四個保障缺口，是保險業新的商機，保險業可藉由專業的提升

以及新商品的開發，以充分掌握這些契機。

- 金融監理機制改革

- 退休人口的變遷

- 天然災害以及其他巨災風險

- 科技的日新月異所帶來新興形態的風險較難評估。

壹拾、 風險評估模型之運用範圍擴充與巨災保險 Expanding

Risk Modelling and Disaster Insurance

主持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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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災風險管理的角度，包括損害防阻、減災，以

及災後復原，包括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歷年來提供各國政

府於風險融資(risk financing)上的協助，直到目前進度為

何？以及獲得哪些經驗?

與談人 A:

世界銀行就損害防阻、減災，以及災後復原的工作

已進行了15年，範圍涵蓋50國，主要成功的學習經驗包

括四大方面：風險評估模型與精算分析、保險市場開

發、清償能力、風險融資解決方案。

許多風險仍潛在未知、無法充分評估，就風險評估

模型開發者而言，每天都面臨新的複雜問題待解決，改

革需要耐心。

與談人 B:

過去十年個人投入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期能提升

風險評估模型的可信度，協助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等組織

之決策制定，進而強化各國的災後復原能力，對於本座

談議題主要的意見包括：

- 應重視聯合國的仙台（Sendai）減災架構(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該架構係各國

無論政府、人權組織或學術界等針對氣候變遷議題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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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合作。

- 各國如何在國內形成共識，將減災及災後復原相關規範

納入政策制定與立法程序，以俾編列預算確實執行，長

期投入資金購置設施(例如：早期預警系統之建置)，尤

其對於低度開發國家而言，成為一項挑戰。

與談人 C:

如何將風險評估結果聯結到決策制訂，最大的挑戰

在於保險業者是否得以採用取風險對價保費，鼓勵民眾

採取減災措施，以俾落實減災措施獎勵制度。公私部門

合作最顯著的案例就是土耳其巨災共保組織(TCIP)，該

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是由世界銀行結合瑞士再保、慕尼黑

再保以及 RenaissanceRe 等公司所共同成立，輔以再保

經紀人協助土耳其政府建置自有風險評估模型。因為地

震低頻率、高幅度的損失特性，風險預估困難，因此風

險評估模型顯得相對重要。

與談人 D:

風險評估模型公司過去與世界銀行及各減災組織合

作，已成功地在世界各地將天災風險評估模型的評估結

果運用於災害偵測、早期預警以及損害減輕等領域。

主持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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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模型面臨的挑戰- 各國天災風險有許多雷

同之處，風險評估應如何同中求異，以俾運用於各國不

同的減災及災後復原需求? 此外，應提高風險評估模型

的可信賴度? 並充分運用於公部門與保險業之合作?

與談人 A:

風險評估提供的服務必須符合需求，需要溝通技

巧，而不僅是專業技術，並讓使用者了解評估過程所使

用的文字。

另外一個問題是，通常從事風險評估的專業人員，

在政府單位較無決策權，需要具有影響力的高層介入，

才可能將風險評估結果付諸執行。

對於提高風險評估模型的可信賴度，所輸入的資料

品質與模型設計一樣重要。建議可藉由開放資料(Open

Data) 取得基本資料來改善。但資料開放的程度，涉及

政治與國安問題，以及智慧財產權等考量，也需要考慮

社會大眾的觀感，因此，運用開放資料來提升風險評估

模型的效益，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與談人 B:

有關風險評估模型面臨的挑戰，意見如下：

一、模型運作需要輸入基本資料，但無論是在已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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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開發中國家，即使地方政府單位也不見得能夠

提供基本資料，同時風險評估需要相當程度的專

業人才。

二、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風險，尚無法從風險評估模

型完全預測，獲得充分的解決方案。

三、各國之間對於天災風險保障的需求大不相同，要

先從國內各層級政府單位取得共識，才有可能訴

諸立法，形成政策，編列預算投入風險移轉。前

提需要對於風險移轉工具(例如保險)有正確認知

。

與談人 C:

相關建議- 公部門及私部門應協力於在天災發生

前：

- 促使大眾重新思考所可能面臨的天災損失，利用

對巨災事件的關注程度提醒注意未投保之後果，

查覺保險的重要性而產生投保意願。

- 鼓勵民眾採取損害防阻措施；可採取懷柔政策

(Carrot and Stick)，獎勵與懲罰並行，以鼓勵民

眾採取減災措施。

與談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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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評估模型基本原理雖然雷同，建構概念相似

，但因為所需的解決方案不同，模型開發所需的

模組差異甚大。

二、就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中所需的風險評估，建

議如下：

（一）私人風險評估模型公司參與 Global

Earthquake Model (GEM)建置，目標提供各

國瞭解地震風險發生機率，以尋求解決方案

。然而，各國之間對於天災風險投保情形差

異甚大，仍有諸多非關技術的障礙有待公私

部門共同克服。

（二）關於風險評估基本資料的品質，不僅在低頻

率/高幅度的巨災評估很重要，對於高頻率/

低幅度的損失亦然，因此如何取得高品質的

資料亦是一大問題。

風險評估結果之用途在於提供決策者參考，但不應

過度倚賴模型，評估結果並無所謂的「正確性」。

壹拾壹、 專題演講：

一、 Mr. Vint Cerf, Google 副總裁兼首席互聯網顧問（Vice

President & Chief internet Evangelist）

講者 Mr. Cerf 提到，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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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在 2013 年 5 月發表了「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dvances that will transform life, business, and the global

economy」研究報告，該研究係經由訪談全球各領域的企業領導

者，挑選出改變人類在生活、商業與全球經濟發展的 12 項破

壞性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ies），並預測到 2025 年對人

類生活及全球經濟帶來重大的影響。

破壞性科技對人們日常的生活、工作影響甚巨，其中軟體

更占了很大的份量。儘管擁有多年技術產業規劃的經驗，Mr.

Cerf 仍表示，要寫出沒有任何錯誤（bugs）的軟體是一個艱難

的技術，他還不知有任何程式員能成功地寫出無缺陷（bug-free

）的代碼。而這正是他希望保險業能夠在推動工程師提高他們

的技術上發揮作用。

他引用最近的重大數據洩露事件，指出這是軟體的漏洞（

software failures）導致了大量的個人和身份資料的外洩，再多

的賠償金額也無法彌補個人隱私及資料的丟失。因此，他強烈

的希望保險公司建立”激勵和壓力”的機制，使像我一樣的工程

師能把工作做的更好，不僅要寫出更安全的軟體，而且在測試

方面也要有更嚴謹的流程，以確保驗證的方法獲得改善。儘管

仍有問題需要解決，例如尋求立法措施和創新之間的平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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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意味著為了建立具體的責任感，我們必須要與立法者合

作。

保險公司需要去思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失敗的臨界值，與

創新一起，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起不了作用（或不可行）的可能

性。在 Google 的方向是，我們會為了一個高回報或結果而承

擔一定的風險。例如無人駕駛汽車（driverless cars）是有危

險的，但如果是可行的，則將會有一個巨大的回報。但現在的

問題是，甚麼時候我們將不能再承受更多的失敗？

二、中國保險市場的發展與監理（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Chinese Insurance Market）

講者中國保監會周副主席延禮陳述，中國將會更進一步的

來開放保險市場。事實上，目前研擬中市場開放的方案，甚至

已超越世貿組織的任務。而且中國監理機關也將持續的為在中

國經營的國際性保險公司排除業務上的障礙。他並代表中國保

監會歡迎大家來中國做生意，也歡迎外國保險公司利用政府的

新措施，例如自由貿易區。同時中國保監會也高度重視國際間

的交流與合作，並全力支持 IIS 和中國保險學會之間的策略合

作。以下是周先生就中國的市場發展、產品及服務的創新與新

的監理需求等主題所做的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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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場發展

本專題報告有關金額部分係以美金兌人民幣 ＄

1＝6.2RMB 作為換算基準，另各項百分比的變化係

以人民幣作為比較基礎。

中國自 1980 年代以後的改革及開放，經濟即保

持高速的成長，同樣的保險業也成長的非常快速。

1980 年中國境內只有 1 家保險公司 PICC（中國人

民保險），發展到 2014 年境內已有 2,546 家的專業

代理商及經銷商、19 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9 家再

保險公司、82 家人壽保險公司、68 家財產保險公司

以及 10 家控股或集團公司。下圖是近幾年保費收入

、成長率及世界排名：

2014 年保險市場的發展，概述如下：

1. 高速成長



51

- 2014 年全國保費收入為 3,260 億美元，與去

年同期相較成長 17.5％。總資產超過 1.6 兆美

元。

- 財產保險公司收到的保費為 520 億美元，與去

年同期相較成長 16％；人壽保險公司收到的

保費為 2,100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18.2％。

- 風險覆蓋超過 180 兆美元，與去年同期相較成

長 25.5％。賠款與支出為 1,160 億美元，與去

年同期相較成長 16.2％。

2. 結構的調整

- 保證保險與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66.1％。

- 年金產品與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77.2％。

- 保健產品與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41.3％。

3. 提高營利能力

- 預估整個保險業的獲利為 330 億美元，與去年

同期相較成長 106.4％，係有史以來最好的成

果。

- 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率業達到 860 億美元，與

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46.5％，也創造了記錄。

- 投資報酬率達到 6.3％、綜合回報率為 9.2％，

二者皆為近 5 年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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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大的資本

- 整個保險業淨資產為 2,100 億美元，與去年同

期相較成長 56.4％。

5. 政府的作為

- 2006 年國務院發布保險業的改革與發展的宣

言（issued Opinions）。

- 2014 年國務院發布加速保險服務業現代化的

宣言。

- 其中一項目標是在 2020 年保險滲透率達到 5

％、保險密度達 565 美元。

（二） 產品及服務的創新

1. 車險

(1) 車險是財產保險中最大的業務

- 2014 年車險保費收入為 890 億美元，占財

產保險總保費收入 73.11％。

(2) 商用車險的改革

- 目標：市場定價機制的自由化

- 成果：更好的消費者保護

- 實驗計畫：2015 年 5 月有 6 個省份執行

2. 商業養老金

(1) 商業養老金產品與服務的創新

- 2014 年受託管的企業年金達 51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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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5,000 家公司中涵蓋了 8.77 百萬名員

工。

- 保險公司擴展投資至廣泛的老齡照顧服務

。

(2) 政府的支援

- 推廣反向抵押貸款（reversed mortgage）

的試驗計畫

- 2015 年年底，遞延所得稅對私人商業養老

金的新政策

3. 商業健康險

(1) 截至 2014 年底有 2,200 個產品被開發出來，

涵蓋了疾病、醫療、關懷費用，以及因失能

所致之所得損失。

(2) 2014 年健康險保費收入 256 億美元，與去年

同期相較成長 41.27％。在 27 個省份執行重

大疾病保險，計涵蓋了 7 億人口，而且保障

提升了 10-15 個百分點。

(3) 新倡議

- 加速商業健康險的宣言

- 商業健康險稅收優惠的試驗計畫

4. 巨災保險

(4) 2014年中國保監會開發了巨災保險制度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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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並且發布了地震保險條例草案。

(5) 自 2013 年，地震、洪水及颱風險的試驗計畫

，於深圳、寧波及雲南等地實施。將有更多

的試驗計畫來進行。

5. 農業保險

(1) 政府的支援：

- 2007 年政府開始補貼農業保險

(2) 好的發展動力

- 2014 年農業保險收到的保費收入為 53 億

美元，其保險金額為 2,680 億美元，支付

3.5 億受災戶保險賠款達 35 億美元。

- 推出新的產品：天氣指數保險和目標價格

保險

(3) 後續步驟

- 推展全國性的農業保險之 IT 平台

6. 網路+保險（Internet +Insurance）

(1) 2015 年中國政府提出「網路+行動方案」（

Internet + Action Plan）

(2) 「網路+保險」（Internet +insurance）代表保

險業的創新

- 保險 APP、微信（WeChat）平台…等

- 網路、大數據、雲端運算、移動通訊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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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著保險業的商業模式

- 2015 年發布了網路保險條例

（三） 新的監理需求

1. 中國風險導向的償付能力體系（China Risk

Oriented Solvency System；C-ROSS）：

(1) C-ROSS 已發展 3 年以上

(2) 17 條詳細的監管條例

(3) 三大支柱結構：定量的資本要求、質的監管

要求、市場的限制

(4) 2015 年 2 月開始 C-ROSS 試點實施

2. C-ROSS 關注新興市場的需求

3. 近期中國保監會的發展

(1) 推廣公司治理及集團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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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 C-ROSS

(3) 改善基礎數據的收集、數據的品質及標準的

建構

(4) 更積極參與國際監理規則的制定

4. 未來展望

(1) 中國正在改變其經濟發展的模式

(2) 中國保監會將會進一步的來開放保險市場，

其市場開放的研議甚至超越世貿組織（WTO

）的任務

(3) 中國保監會將持續的為有意在中國經營的國

際性保險公司排除業務上的障礙

(4) 歡迎外國企業充分利用政府新的措施，例如

自由貿易區

5. IIS 與中國保險學會（ISC）的合作

(1) 高度重視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

(2) 全力支持 IIS 與 ISC 之間的策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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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本屆 IIS 全球保險論壇透過專家學者演講及與會人員交流後，

可說獲益良多，茲將參與本屆全球保險論壇之心得與建議敘述如下

：

一、 IIS 全球保險論壇為全球保險業界之重要盛事，可藉以瞭解保

險最新趨勢並與參加之其他國家人員經驗交流，因此建議應

每年派員參與該論壇，以掌握最新國際保險脈絡並與國際接

軌。

二、 各國政府對於保障弱勢及彌補其國人保障缺口責無旁貸，然

對政府而言，保險業擁有風險管理及數據分析等專業知識。

以巨災為例，保險業在建設城市抗災之應變能力上，最具創

新和互補性。因此建議政府與保險業可建立合作關係，以期

資源利用達到相輔相成，發揮綜效，為廣大人口編織更為密

集之安全網。

三、 保險業使用微型保險以彌補全球保障缺口有突破性成長，考

量許多人口居住於災害(包含人為及自然災害)發生頻繁之地

區卻未有保險保障，保險業著手發展所謂 Blue Marble Micro

Insurance，該商品性質類似巨災保險，其不同處在於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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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針對經濟弱勢者提供特定災害發生後之基本程度保險保障

。若保險業成功發展此類商品，世界弱勢人口將獲得擁有保

險保障之機會。由於保險業係為促進社會發展之重要因素，

建議我國保險業及主管機關就我國國情共同研議發展 Blue

Marble Micro Insurance。

四、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加上投資市場長期處於低利率環境

，使得退休保障缺口愈趨嚴重，今日退休保障缺口已成為主

要危機。若保險業能夠透過其專業，將長壽風險及投資風險

移轉至保險公司，協助分擔退休保障缺口之重擔，則可減輕

政府、雇主及個人之負擔，期望能夠將退休保障缺口減少至

最低。

五、 近年來全球天然災害頻繁，而大部分全球天然災害均由氣候

變遷所致，惟多數全球天然災害保險計畫係由保險公司提供

，惟此僅代表全球天然災害經濟損失的極少部分，為將天然

災害保障延伸至更多國家及地區，保險業除了應與政府及國

人通力合作，建立一致之目標外，亦應扮演提供專業支援之

角色，故建議：

 保險業除了提供客戶專業諮詢外，亦應提供政府機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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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加上全民有共同社會目標，方能使保險系統運作順

利。

 氣候變遷係為長期議題，已開發之國家大多有年金制度，

而如何促使大量儲蓄資金投入社會安全制度，進而投入氣

候變遷及永續發展議題，主管機關可藉由提供更具透明之

資訊，吸引更多民眾參與投入。

六、 聯合國及世界經濟論壇已開始關注巨災及人口結構變遷對於

全球所帶來之衝擊，並積極與全球保險業進行研究合作，主

要包括金融監理機制改革、退休人口變遷、天然災害與其他

巨災風險以及科技日新月異所帶來之新興形態風險等議題，

此發展無疑為保險業新契機，故建議保險業持續追蹤聯合國

及世界經濟論壇與保險業之合作發展，並藉由專業之提升以

及新商品開發充分掌握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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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出席 2015 IIS 全球保險論壇我國代表團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1 王麗惠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主任秘書

2 李松季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常務監事

3 楊誠對 中央再保險公司 董事長

4 曾玉瓊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5 陳明仁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董事長

6 蔡政憲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與保險研究中心 主任委員

7 沙克興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秘書長

8 陳櫻芽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9 廖建生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10 許嘉元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1 謝淑芳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12 李孔石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常務理事

13 陳明環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14 楊佩瑜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副理

15 張玉玲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副理

16 辜文輝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專員

17 趙韻如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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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5 IIS 全球保險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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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場剪影

2015.6.14 Welcome Reception 留影，Daily News 隔日刊出

由左至右：地震基金陳董事長明仁、保發中心曾董事長玉瓊與趙專員韻

如、保險局王主任秘書麗惠、特別補償基金張玉玲與辜文輝

2015.6.15 Gala Dinner 留影，Daily News 隔日刊出

由左至右：國泰人壽陳協理明環、國泰世紀產險許副總嘉元、人壽保

險管理學會李常務理事孔石、保誠人壽廖執行副總建生、富邦人壽陳

資深副總櫻芽、產險公會沙秘書長克興、特別補償基金張玉玲及中央

再保楊董事長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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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第 51 屆 IIS 代表團合影

2015.6.17 早上於聯合國總部門口前廣場留影

由左至右：保發中心趙專

員韻如與曾董事長玉瓊、

保險局王主任秘書麗惠、

保誠人壽廖執行副總建生

、特別補償基金辜文輝與

張玉玲、富邦人壽陳資深

副總櫻芽及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謝律師淑芳

2015.6.17 Closing Reception 晚上於聯合國總部留影

由左至右：特別補

償基金辜文輝與張

玉玲、保發中心趙

專員韻如、人壽保

險管理學會李常務

理事孔石、保發中

心曾董事長玉瓊、Michael J. Morrissey, President and CEO, IIS、保險局

王主任秘書麗惠及產險公會沙秘書長克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