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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為凝聚全球華人金融保險專業人士，提升其專業素質、形象及社

會地位，進而給予肯定與尊榮，保險行銷集團(IMM International)於

1996 年創辦世界華人保險大會(Worldwide Chinese Life Insurance 

Congress)。該大會致力於構建國際性、專業性、高水準的交流平台，

提升全球華人金融保險人士的專業素養與經營智慧，透過共同學習及

成長來促進世界保險的健康發展與繁榮，增進國際社會對華人金融保

險專業人士的了解、認知與肯定。 

受世界華人保險大會創會主席梁天龍先生與第九屆世界華人保

險大會主席朱旭龍先生之邀請前往參加，並指定於該大會之 CEO 論

壇發言(附件一)，議題指定為「金控(綜合金融)時代的思考與挑戰」(附

件二)，分享海內外金融保險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等高層經營管理

人員。 

本次會議在澳大利亞雪梨舉辦，共有來自 13 個國家或地區逾 100

家的保險機構及 3,300 位貴賓、從業人員等與會，會期中頒發兩位我

國金融保險業的終身貢獻獎與 2012 國際龍獎得主 950 位。本屆大會

主題為：靜、厚積薄發，象徵保險業是一份可以永續經營的事業，它

需要潛心積累，用心經營才能有所成就，而在瞬息萬變、激烈競爭的

大環境下，心無旁騖的專注和對理想的執著不移，以及保有一顆不躁

進的心，才能孕育出行業的未來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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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預定預定預定預定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日日日日        程程程程                                                    行行行行        程程程程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8 月 8 日 晚間啟程 

8 月 9 日 

抵達雪梨 

17:30-19:00   雪黎市政府貴賓歡迎晚宴 

19:30-21:30   大會開幕典禮 

8 月 10 日 

【上午】：大會專題演講－主場 

【中午】：CEO 論壇午宴 

【下午】：CEO 論壇 

【晚宴】：龍之夜晚宴 

【晚上】：龍之夜頒獎典禮 

8 月 11 日 

【上午】：CEO 論壇 

【中午】：CEO 論壇午宴 

【下午】：雪梨市半日觀光旅遊(CEO 貴賓) 

8 月 12 日 大會演講暨閉幕典禮 

8 月 13 日 返程(附件三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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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會議主要內容會議主要內容會議主要內容會議主要內容 

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每二年舉辦一次，至今已成功舉辦八

屆，過去分別在臺北(1996 年)、蘭卡威(1998 年)、香港(2000 年)、

大連(2002 年)、香港(2004 年)、成都(2006 年)、新加坡(2008 年)

與重慶(2010 年)舉辦，本次在澳大利亞雪梨舉辦。 

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是一個沒有語言障礙，沒有地域、公司、

民族、文化界限的學習場所與盛會。本屆主場演講貴賓及主題： 

高希均教授        鬧中取靜：學習、創新、分享 

呂文香副總經理    我的人生我決定 

姚仁祿理事長      從猴急播發到厚積薄發的修練 

至於 CEO 論壇則因場地限制，只限於與會貴賓須親自持有

大會的 CEO 論壇專題邀請函方可入席。CEO 論壇分在 8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與 8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舉辦。 

本次大會之便，世界華人保險慈善公益推廣會共在現場募

得澳幣 51 萬 7,660 元，約人民幣 341 萬 3,300 元、新臺幣 1,608

萬 9,000 元，共計 455 顆珍珠，其與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合作，

從事「撿回珍珠計畫」，幫助一些優秀的貧困學生接受教育，

以愛心回饋社會的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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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概述 

第九屆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暨 2012 國際龍獎 IDA 年

會，於 2012 年 8 月 9 至 12 日在澳洲雪梨隆重登場。本次

大會的主題是：靜，厚積薄發，它寓意著保險從業人員是

欲成就一番事業，就要潛心積累，用心經營，時時刻刻都

保有一顆寧靜的心，才能厚積智慧與能量，最終創造更高

的價值。 

雪梨是本次大會選擇的舉辦地點，這座美麗的城市到

處瀰漫著藝術氣息，有遠近馳名的雪梨歌劇院，以及雪梨

港和達令港的相映成輝，能讓與會者在積極與會和學習之

餘，也能充分感受和觀賞雪梨的美感與藝術。 

本次會議據統計，共有來自 13 個國家與地區逾 100

家的保險機構及 3,300 位貴賓和壽險菁英參加，會議期間

約有 150 餘位各國家或地區保險機構高層管理人員與

會，其中包括各項學習課程 49 堂、講師與分享經驗的保

險菁英 58 位等，成為提供來自世界各地壽險從業人員無

私的經驗分享與交流的平台。 

在開幕式時，大會頒發出繼香港一代保險宗師黃偉慶

先生、美國保險楷模梅第大師、臺灣新光人壽副董事長吳

家錄之後，第 4 位及第 5 位的終身成就獎得主，他們分別

來自我國新光人壽駐會董事潘柏錚先生與遠雄人壽的行

銷副總經理呂文香女士。 

在三天半的會議期間，包括 CEO 論壇和學習課程等

活動，畫下圓滿句點後，宣布 2013 國際龍獎 IDA 年會「業

精於勤」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第十屆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暨

2014 國際龍獎 IDA 年會「千里之行始於足」於中國廈門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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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貴賓暨致詞 

澳洲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州副州長兼貿易

投資廳長安德魯‧斯托那(Mr. Andrew Stomer)致詞時表

示：對於如此盛大的大會是第一次在亞洲以外的國家舉

辦，而且選擇雪梨作為舉辦地點，感到相當榮幸！雪梨是

亞太地區最繁榮的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金融機構所在

地，尤其保險業對於新南威爾斯州每年提供了約澳幣 600

億的經濟產值，也為 170 萬人提供就業機會；新南威爾斯

州相當重視雪梨在亞太地區金融業的地位，政府未來將積

極投入資金，進一部加強雪梨在亞太經濟上的建設，以及

各項的發展。 

此外，安德魯‧斯托那(Andrew Stomer)的致詞中也

強調州政府重視發展中華文化和國際間投資貿易關係，並

且注意到這種合作關係中保險業的強勢增長；雪梨是澳大

利亞的金融中心與金融監管中心，州政府會致力於基本建

設，吸引海外投資，致力於打造州的新形象，歡迎海外投

資與旅客的旅遊。 

8 月 9 日晚間，在雪梨會議展覽中心 2 樓 Bayside 

Terrace 舉辦「雪梨市政府歡迎晚宴」，由雪梨會議獎勵

旅遊局(Business Events Sydney)行政總裁(Chief Executive 

Officer)林恩‧劉易斯‧史密斯(Lyn Lewis-Smith)女士主持

致歡迎詞，席間也請新南威爾斯州州長巴瑞‧奧法爾

(Barry O’Farrell)以貴賓身分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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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會主席致詞 

世界華人保險大會主席朱旭龍先生，在致詞時也表

示：經過兩年的籌劃與準備，非常感謝新南威爾斯州、雪

梨市政府與雪梨會議獎勵旅遊局各級政府長官的支持，第

九屆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才能夠順利在雪梨舉辦。 

朱主席也特別強調：創辦於 1996 年的世界華人保險

大會每二年舉辦一次，至今已成功舉辦第九屆，就像保險

行業是一份良心、愛心、責任心的事業可持續發展和永續

經營。期望所有優秀保險從業人員一起捨掉浮躁，一步一

腳印，聚沙成塔、匯川成海，凝聚一股力量，推動著世界

華人保險行業理性健康及前進發展。 

龍獎 IDA 的頒發，朱主席也期許在座每一位保險業

與社會的優秀菁英，透過良師及負責任的態度，促進保險

業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共同為偉大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

而驕傲，為偉大的保險行業和從業人員而感動，當這些優

良的傳統文化交會在一起的時候，形成了華人金融保險行

業獨有的特質，那就是典範、完美和尊重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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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龍獎 IDA 頒獎 

國際龍獎 IDA 年會是世界華人金融保險業的最高榮

譽獎項，自 1998 年在馬來西亞蘭卡威宣布以來，至今已

進入第十三年，以公正客觀的原則制定獲獎標準，根據統

計，到目前申請國際龍獎 IDA 的人數已經接近 2.6 萬人，

每年吸引全球無數華人金融保險菁英競相前往。2012 年

國際龍獎 IDA 會員接受頒獎得主共達 950 位。 

主禮貴賓市新南威爾斯州投資與重點市場部的國際

經理 Mr. Gary Offner，致詞時表示，對於任何行業獎勵翹

楚，鼓勵菁英，無疑是推動思維創新，同時提高業界整體

水準的關鍵所在，國際龍獎 IDA 得獎者以高尚人格品

德，鍥而不捨的精神，從這樣廣受尊敬的行為脫穎而出，

其實是榮譽的實至名歸，更是無上光榮。 

頒獎典禮的壓軸是邀請被譽為「美國保險天王」、「美

國保險業歐巴馬」的所羅門‧希克斯(Solomon Hicks)先生

分享「從願景到勝利－我如何創造歷史，從創造歷史中又

如何改變自己？」分享他自己有一個希望成為公司第一名

的夢想，卻是在離業績截止日只剩下 11 天的情勢下，從

公司排名 138 名躍升為第 1 名的奇蹟。所羅門先生將他的

成功祕密武器，竭盡所有地傾囊相授、精彩激昂的分享，

在眾人歡呼及掌聲中為 2012 國際龍獎 IDA龍之夜頒獎典

禮再一次畫下精彩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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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一、 本屆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暨 2012國際龍獎 IDA年會的主題

是：「靜，厚積薄發」，它富意著從業人員若要成就一番事

業，就要潛心積累，用心經營，時時刻刻都須保有一顆寧

靜的心，才能厚積智慧與能量，創造更大的價值。 

二、 本屆頒給臺灣保險業界二位終身成就獎得主：新光人壽保

險公司駐會董事潘柏錚先生(附件五)與遠雄人壽保險公

司呂文香副總經理，他們在保險行業的貢獻，協助行業發

展，促進社會持續的和諧與健康，確實值得尊敬。 

三、 本屆大會係首次在亞洲以外的澳洲雪梨舉辦，深受澳洲重

視，新南威爾斯州長巴瑞‧奧法爾(Barry O’Farrell)、副

州長安德魯‧斯托那(Mr. Andrew Stomer)與雪梨會議獎勵

旅遊局行政總裁林恩‧劉易斯‧史密斯(Lyn Lewis-Smith)

等均分別在不同場合出席或致詞，顯見大會的成功因素，

除主辦單位的費心規劃與用心執行外，更主要的還在於會

場所在地政府的支持與協助；此外，雪梨市還安排半日旅

遊，亦有益於當地觀光業的促進。 

四、 世界華人保險大會期間，世界華人保險慈善公益推廣會與

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合作，聯合發起「撿回珍珠計畫」，

目的是希望幫助一些優秀的貧困學生繼續升學，使其保留

改變命運的希望，本次總共募得新臺幣 1,608 萬 9,000 元，

相當於 455 顆珍珠，發揮保險從業人員愛心回饋的無私奉

獻精神，值得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