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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今年適逢 IIS 第 50 屆年會，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在英國倫敦舉行，承辦單位為 Willis、Lloyd’s、

Prudential。此年會已成為保險業界彙集及檢視世界潮流、分

享想法之平台，其全球領袖座談會儼然已是國際間保險產官

學界對話之重要活動。世界各國超過 500 名之保險業高階經

理人、監理官、保險專家及學者與相關產業人士參加此次盛

會。本次年會會議主題「科技對於保險業之影響（The Impac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n the Industry）」。我國代表團除本人

外，尚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保險局張副局長

玉煇、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戴理事長英祥、金管

會督導財團法人及產、壽險業界代表等共 13 名與會。（附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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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IIS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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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1965 年，屬非營利性質之世界性保險組織，是目前世界

上最具歷史也最具規模之保險產業組織，擁有一千多名來自

50 個國家地區以上之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每年舉行一次年

會，由來自世界各地之保險產、官、學界及關心保險業人士

分享全球保險業即時與具前瞻性之議題與意見。

國際保險學會之主要活動為促進全球保險業交流，並藉

由 Shin 卓越研究獎項計畫，針對保險業所面臨之急迫、重要

議題，鼓勵從事實務且具原創性之研究。此外，在舉行年會

時，亦頒發保險界至高之榮譽--「保險名人堂」獎項予獲選

之保險業領袖，肯定其對全球保險業之重大貢獻。

2014 年保險名人堂主要獎項及得獎者如下：

(一)、2014 Insurance Hall of Fame Laureate：

1.Mr.Denis Kessler, 法國 SCOR 再保集團董事長及總經

理；

2.The Late Robert J. Kiln, 英國 R J Kiln & Company 創辦

人

(二)、John S. Bickley Founder’s Award：

Dr. Qixiang Sun,(孫祈祥)大陸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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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enneth Black Jr. Service Awards

Mr. Rowan Douglas, CEO Capital, Science & Policy, Willis

Group, Chairman, Willis Research Network, 韋萊集團董事長

國際保險學會亦提供其會員保險產業有關新聞、研究等

資訊，與透過舉辦重要會議及頒發研究獎項等鼓勵對保險業

有顯著貢獻之人士，其主要職能摘要如下：

(一)、年度全球性研討會

Annual seminars worldwide

(二)、每日更新保險新聞

Daily insurance news updates

(三)、保險研究、調查及報告

Insurance studies, research and reports

(四)、最新產業研究

Industry research updates

(五)、促進保險教育

Advancement of insurance education

(六)、提供研究獎學金

Awards, research fellowships

(七)、頒發保險名人堂及其他獎項

The Insurance Hall of Fame and other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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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IIS 持續改進之精神，其執行長 Mr. Michael

Morrissey 宣布將成立策略、治理、金融與服務四個專案小

組，為會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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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IS 會議議題摘要

本次年會會議主題「科技對於保險產業之影響（The

Impac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n the Industry）」，係由全球

會員關心之問題彙集而成。本次 IIS 研討會，以此為討論主

軸，並可歸納為下列議題:

壹、科技迅速變化時代下之壽險業 (Life insurance in a time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科技及基礎設備之演進改變人們互相聯繫及與世界互

動的方式，每個人對此均有目共睹。舉例來說，像是電話總

機從旋轉方式撥號，及猶如磚塊般大小之電話機逐漸進化。

而日常生活也因科技之應用被改造，諸如通訊方式、娛樂、

健康照護、運輸、生產、財務等。雖然保險產業尚未察覺到

科技創新與本身行業有何顯著之相關性，但科技對保險公司

之影響明顯可見，且保險公司分析所需之資料已經妥適地做

好分類。

現今約有35%之保險公司將資訊科技整合於系統及操作

模型中，及 18%保險公司具備蒐集及彙整其營運範圍領域內

資料之能力，二者占了二分之一強(如下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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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約 31%保險公司有能力蒐集可靠資料，及 29%保險公

司能以正確方法確實分析及解釋資料，二者占了二分之一

強。顯示現今保險公司已有相當能力就數據資料以科技進行

相關分析(如下圖表所示)

對保險產業來說，科技迅速變化之浪潮同時創造競爭及

機會，但能成功整併這些科技取決於數個外在及內在因素。

這些因素影響保險公司如何應用科技於客戶參與(Customer

Engagement)、差異化競爭(Competitive Differentiation)、營運

速度(Operation Speed)及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這些焦

點區域及內在、外在影響因素如下圖表所示：

Source: Digital Technology’s Effect on Insurance survey, KPMG International,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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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戶參與(Customer engagement)

(一) 量化自我(The quantified self)

科技創造了新機會吸引客戶透過健康之量化

健身數據；保險公司亦發展健康計畫和政策，並提

供折扣和其他獎勵激勵客戶進行健康管理。例如，

客戶被獎勵定期拜訪他們的醫生；運動方面，則保

持適當體重，甚至購買健康食品。這些計畫之目的

為降低理賠成本，但保險公司也配合客戶提高生活

品質之目標，進而降低客戶罹病率及延長壽命。隨

著行為監視器及可穿戴式先進設備之市場擴張，這

些科技整合至保險商品以激勵健康生活方式之機

會也將繼續擴張。

(二) 遊戲化(Gamification)

透過遊戲提高消費者參與，產物保險公司於流

行之遊戲中(如模擬市民)嵌入保險概念，以增加品

牌知名度，及誘發消費者對保險之需求。壽險和健

康保險也開發了若干遊戲來教育消費者及激勵其

選擇健康之生活方式。對很多人來說，保險頗令人

困惑，然而透過遊戲已經證明對民眾之教育成功;

如遊戲可用來改善財務知識之認知及幫助消費者

作退休前之準備。這種與客戶之互動提高公司品牌

知名度，並提高了消費者之參與。

(三) 遠程信息處理(Tel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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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信息處理已經徹底改變汽車保險之價格

結構。除了使用費率表外，個人之駕駛行為也是保

險費之衡量基礎。使用基礎保險 (Usage-based

Insurance)仍在初期階段，然而，它持續擴大，因為

越來越多公司因新技術出現而開發新方案，這些方

案已得到監理機關之支持，客戶也改善駕駛習性，

以便獲得較低之保險費率。

二、成長與分化(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一)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保險業獲得前所未有之能力，即透過社群媒體

與客戶直接溝通。這可以幫助建立品牌，評價競

爭，教育消費者和回應客戶之反饋意見。有效操作

社群媒體可以擴大銷售、改善溝通並達成保險創

新。保險公司可透過社群互動策略達成營銷目標。

(二) 行銷通道(Distribution channels)

對保險公司來說，傳統行銷方法因技術之進步

而演變，且有更多行銷方式可選擇。隨著消費者使

用網路之成長，線上交易隨之增加，保險公司也能

夠利用該銷售策略。這在開發保險市場方面真實發

生，新產品即能夠滿足精明之消費者。

(三) 微型保險(Microinsurance)

數以百萬計的人在開發中世界有機會獲得微

型保險之保障。保險公司能夠利用手機技術之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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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遠程族群。此外，手機可促進優質之賠付和理

賠處理。

(四) 資料驅動分析(Data-driven analytics)

保險公司將資料使用於預測模型，使定價政策

和風險選擇更精細化。這些運用預測模型之公司在

整個風險業務範圍能提供具有競爭力之價格。另

外，資料可以競爭對手之價格，連動需求模型，以

了解客戶對價格之靈敏度，及市場之相對競爭力。

資料也可透過第三方資料來源 (Third-party Data

Sources，例如機動車輛紀錄、用藥歷史和電子健康

紀錄)得出個人風險特性。

三、營運速度(Operation speed)

(一) 自動化(Automation)

透過改進營運效率是降低成本一個最清晰，且

最具量化之新技術。透過自動化作業手冊之常規作

業，保險公司能夠廣泛應用於所有業務範圍。電子

應用程序是用來記錄相關政策問題處理程序中之

資料，確保一致及有效之資料蒐集。危險選擇和核

保過程是已是重點技術策動自動化之應用領域。採

用自動化系統帶來一致性且更快速之應用程序，核

保規則應用成本效益分析，可使保險公司於市場經

濟規模下承保保險能力不足且中等收入之年輕市

場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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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伺服器虛擬化(Server virtualization)

伺服器虛擬化可節省成本及提升靈活性，為一

種創新技術。此實際服務增加時可儲存更多資料。

除了直接成本外，每增加一個伺服器則增加更多維

護、支援和能源成本。透過虛擬化軟體，原獨立區

隔之實體伺服器可藉虛擬化軟體共存於一個單獨

之實際儲存器(Storage)。

(三) 組織調整(Organizational alignment)

保險產業面臨新興科技之挑戰，須識別及合併

新興科技。公司內部之資訊團隊必須建立不斷學習

及聯繫外部合作夥伴之文化，以便和迅速變化之科

技潮流並駕齊驅。即使新科技已推出，內部是否採

用亦具有相當之挑戰性。這需要內部資訊部門與業

務單位間之溝通協調及整合。

四、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一) 保險詐欺檢測(Fraud detection)

科技進步對風險控制和預防發揮了重要作

用。於要保人要保或業務員代理作業時，採用先進

之科技分析，可協助打擊保險詐欺行為。透過從社

群媒體、公共紀錄、產業資料庫和內部資料所彙整

之資料，保險公司可以建立一個功能強大之保險詐

欺防制機制。

(二) 情境測試(Scenario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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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計算能力之進展，使隨機情境及極端事件

之檢測與壓力測試更加便利，建構出適當之經濟資

本模型。

(三) 資料安全(Data security)

因著零售網及金融機構資料洩露之頻率增

加，加重這些機構之責任及侵蝕公眾之信心。對保

險公司來說，個人財務所得資料及社群媒體資料之

增加，雖可創造與消費者簽訂保險契約之機會，然

而風險選擇及打擊保險詐欺等作業需求亦隨之增

加，對保險業增加之風險也須監理。因此，適當使

用及保護個人資料日益受到世界各地監理機關重

視之議題。

(四) 隱私(Privacy)

保險公司透過新科技，增加對資料之蒐集所涉

及之隱私問題已被廣泛提出。保險公司必須勤於維

護客戶信任，而非濫用保險資料。針對保險資料隱

私之問題，雖已制定某些監理準則，然而，保險公

司積極主動地確保保單持有人之隱私不被洩露尤

其重要。

科技將持續改變保險業，診斷工具及基因工程之進展，

推動著個別醫療照護之進步。未來自動駕駛汽車可以減少車

輛事故之風險。未來某一天，量子計算之進展將增加處理更

大資料量之可行性及改變傳統風險選擇之保險業。儘管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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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科技迅速變化之認知保守，但已持續邁向擁抱科技創新

之進程。保險公司利用科技吸引客戶及降低風險、有效及完

善之溝通、定價和核保。未來保險公司能夠使用進步科技以

提升效率，並且持續開發新商品，及透過先進科技走向下一

個時代。

貳、數位保險公司(the Digital insurer)

科技服務使保險業區分出贏家和輸家，資料分析在保險

業日益重要。保險公司需要掌握資料及分析資料。保險業使

用大量資訊，須對資訊敏感，保險業善用科技，實現其經營

理想。保險幫助消費者處理暴露之風險，科學則幫助了保險

業。伴隨科學發明、社會和經濟發展，科技再次處於鼎盛時

期。因此，保險公司必須投資及利用科技，使保險商品及承

保範圍更加有意義及具收益性，同時符合成本效益和生產

力。保險業使用科技於產品設計與訂價系統、資料蒐集、業

務開發和行銷，理賠管理方面包括損害防阻、風險管理和風

險控制。

保險市場日趨數位化，依市場調查統計，約 71%消費者

於購買保險前透過某些數位裝置進行購買前之相關瞭解，約

26％保單是在網路上購買的。(如下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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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Future of Insurance, PwC, June 2014

另，市場調查發現，約 50%消費者對提供保險公司更進

一步之個人及生活資料有心理準備，也明白提供之資料使其

能與保險公司洽商最佳之保險交易。(如下圖表所示)

保險公司是否願意配合科技進步而改變之五個因素：

一、 社會因素(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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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須因社會消費者族群之需求及行為而配合作

改變，否則將面臨失敗、被保險市場淘汰之命運。

二、 技術因素(Technological)

保險公司須視技術發展之階段及所需之資金作全盤考

量，以配合當時可行之技術進行相關數位科技化作業。

三、 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保險公司須視公司既有之系統設備能否配合而決定是

否採行新的科技，或增加新的設備來應用新科技。

四、 經濟因素(Economic)

新的科技是否具經濟可行性，其直接影響就是成本支

出。保險公司採用新技術所帶來之效益是否大於該成本支

出？

五、 政策因素(Political)

因監理要求帶動保險公司提升其科技水準，此亦影響保

險公司應用新科技之時程。

消費者預期方面，未來有以下幾個趨勢：

一、 預期更多(Expect more)

在保險產業中，消費者預期與業界互動將會更豐富多

元、受人矚目。

二、 相信同儕(Trust their peers)

消費者品牌之忠誠度會因同儕議論及社群媒體互動而

決定，未使用科技創新之保險公司，將會有被棄置一旁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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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三、 被通知(are informed)

保險公司容易取得之研究資料較會被競爭對手使用，而

暴露在誤導之風險中 ; 保險公司須與客戶建立信賴關係

(authenticity) ，適時告知消費者商品及其它訊息。

四、 擁有選擇權(have choices)

無差別之商品及服務使客戶缺乏品牌忠誠度，且客戶容

易從別家公司獲得替代品，為防客戶背離，須額外努力來留

住客戶。

五、 利用大數據之力量(Harnessing the power of big data)

保險公司如能槓桿般運用大數據，則對其未來營運策略

具有競爭優勢。如何找到新營運策略之視野及運用大數據，

將是保險公司改善策略決定之關鍵因素。

大數據涵義有二：

1.內部和外部之多重結構化資料，從不同之資料來源構成，

且須有容量大及高速率之特性；

2.使用傳統科技無法蒐集、管理並在合理之時間內被處理，

能與其他資料作區隔。

使用大數據來改善保險公司之營運須有三項步驟：

1.保險公司須要得到本身有序之資料，分類並儲存該資料；

2.擁有外部資料之來源，以便提高及確認保險公司自身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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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數據能被使用。

大數據之所以那麼重要，主要係因：1.能透過塑造消費

者之行為，創造一個關鍵性之競爭優勢，同時幫助主管做最

佳之關鍵業務決策；2.預示著實驗設計基本上相異之方式，

透過收集資料，然後尋找顯著之模式。

各式各樣之資料來源包括內部和外部非結構化資料來

源，包括檔案、媒體、網絡日誌文件、推特、電子郵件以及

網路；而結構化資料來源包括商務應用程式、社會化媒體、

公共網絡、資料儲存和機械資料等。

如何從非結構化資料導引出價值，通過以下之方法，客

戶策略(Customer strategy)、產品策略(Product strategy)及生態

系統策略(Ecosystem strategy)，藉以提升決策過程，使公司更

加準確、一致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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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應深刻體認及迎接科技之未來趨勢與重要

性，以便趁此時創造公司價值之極大化。保險公司應以下列

準則作為營運方向之重點：

一、目前尚無法得知科技應用於保險業之勝利賭注為

何，故保險公司須趕緊學習。(No one knows what the

winning bets are so learn fast.)

二、保險公司若在科技上輸了，也將輸於市場價格競爭

中。(Fail quickly, fail cheaply.)

保險公司不能只是作價格競爭，陷入殺價的惡性循環

中，而應善用科技方法與設備，提升競爭力。

三、測試和改善重於規劃及設計(Test and ref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lan and design’)

良好的科技規劃及設計固然重要，然而缺乏測試和改

善將導致實務運作發生問題，從而降低公司效能與增

加客訴。

四、與眾不同(Do something different)

完全競爭市場不具超額利潤，故保險公司應以科技創

造藍海市場及超額利潤，並以科技作為對手之競爭高

牆。

五、集中焦點在消費者(Focus on the customer)

消費者是保險營收之核心，故科技之應用須以消費者

為導向，並提高對消費者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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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路風險(Cyber risk)

保險公司首要解決潛在資料洩漏(Data breach) 之方法

是風險防阻(Risk mitigation)、預防(Prevention)和資料最佳可

行安全標準，次要之解決方法則是保險和再保險市場。這將

決定保險公司數位安全之防護範圍、可降低之法定準備金、

代位求償權(subrogation)之控制、賠款支付保證(Data breach)

和風險防阻之供應鏈等，這意味著保險公司將於資料之生態

世界中進行操作前揭作為與事項。

概略統計，自然巨災損害金額約少於 2 千億美元，而全

球數位活動預估成本介於 3 千億美元至 1 兆美元之間，此數

字代表網路相關活動成本金額有多麼地龐大，故保險公司所

面臨的風險與機會亦相對地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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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企業投入之平均資訊安全之預算，從 2009 年約 270

萬美元，至 2013 年已達 430 萬美元，每年成長比率約 15%。

網路保險之保費成長率約大於 10%，明顯大於傳統成熟

保險市場保費成長率約 1%。

關於網路風險可保性 (Insurability) 之資源投入分配及

發展：1971 年至 2009 年間 22,075 件經營虧損事件資料被蒐

集起來，2002 年至 2014 年間 25 篇相關及高質量之研究已被

出版，而關於數位風險可保性已依風險精算、市場條件和社

會條件分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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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資訊安全事件多是人為因素，據統計達 90%；而

人為因素中 42%為系統配置錯誤，31%為使用者錯誤引起，

此二原因就占了人為因素之 7 成(如下圖表所示)，故掌握人

為因素就可控制絕大部分之網路風險。

網路風險之可保性架構方面，精算技術對其最大可能損

失 (Maximum Possible Loss; MPL) 可予以管理，及對平均每

次事件之損失金額可予以防阻，而對隨機損失之獨立性及可

預測性、損失暴露及資訊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則尚無

法有效管理。就市場方面來說，保費之負擔能力仍有疑義，

且承保限制尚無法讓市場接受。而就社會方面來說，公共政

策之一貫性，及法令限制方面皆尚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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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就保險產業之涵義而言，保險公司除了就網路

風險之評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並在減少自負額及較高之

保險金額保障部分增加此種保險之產品價值，且可在移轉風

險部分增加更多之再保能量。

最後以一個圖形架構簡示資訊安全模型相關涵意，即避

免將重要資訊向未授權之個人或系統透露將使客戶對保險

公司產生信任感；確保該系統中係已安全控制，並且通信渠

道都在正常運作，資訊安全即能獲得；且維持和保證網路資

料的正確性及一貫性即能達成資訊安全的廉正性。此三者缺

一不可，建構真正之資訊安全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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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監理與創新能共存嗎？(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n

they coexist)

近年來 IIS 會議常討論到保險監理這個議題，在先進國

家，它有兩個主要目標，首先是要確保保險公司提供之保險

保障有足夠之財務實力，以應付未來之給付義務，或根據需

要針對保單持有人之損害風險加強監控；其次是要確保保險

公司公平對待保戶（市場行為監理）。在開發中國家，另一

個目標設定在建立具競爭力之保險產業以促進經濟發展。

全球許多地方，特別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後，消費

者保護已經成為一個日益重視之金融監理工作。雖然保險公

司樂於增加保險客戶信任措施，保障消費者之措施有時會產

生意想不到之結果。例如：不滿之客戶越來越多直接地向監

理機關申請調解。對保險公司來說，監理機關代表個別客戶

之直接干預是有問題的，且創造一種氛圍，即難實現公正之

結果，而且破壞了保險公司和客戶間之信任。

有時，一個過度規範消費者保障之監理與檢視保險公司

是否合規，可能導致相當高之成本，然後轉嫁到消費者身

上。以保護消費者之名義銷售某種商品之種種限制將使這些

商品無利可圖，監理對降低保費和控制利潤之施壓，也將導

致一個較窄範圍之商品提供，和消費者福利之減少。政府對

不同商品之價格比較，可能會產生誤導，使消費者做出錯誤

選擇，甚至太過之透明度或許讓消費者感到困惑，而不是啟

發消費者。

消費者權益保護議題內容廣泛，包括採取措施促進適當

之銷售行為，及時及準確之賠款，迅速完成客戶服務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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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等。此外，所有最重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重點即在管理

營運、財務和風險，俾使保險公司能面對保單持有人之長期

承諾。

而在 2008 至 2009 年「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中延

伸思考金融市場之監理，特別是將極端事件之風險管理流程

如壓力測試運用在監理標準和商業慣例方面，諸如極端事件

這種最新的挑戰，如天然災害（例如颶風）、人為災害（例

如美國 911 事件）和過度且無節制之冒險（例如恩隆公司之

信用違約）。即使在金融危機不影響傳統保險風險之假設條

件下，金融危機確實影響受監理保險公司之投資活動，及類

此保險公司參與之其他金融市場、國家和國際金融服務監理

機關正積極採取行動解決相關問題。

對保險業防範業務風險(Business risk)之擔憂並非新興議

題，在銀行業，銀行資本之結構和水準是否足夠之省思已展

現在巴塞爾協議Ⅰ和巴塞爾協議 II 之標準中，目前世界各地

正在實施巴塞爾協議 II。而近期市場動盪激發了銀行資本和

貿易需求部分之進一步修訂討論，以便因應類似之未來動盪

（例如巴塞爾協議 III）。

很多問題皆於此次會議中提出，風險之正確意涵是指可

以且應該在具償付能力之監理體系中加以解決。歷史提供了

豐富地對財務壓力之執行監理經驗(例如利率變動，資產價值

之變化，多重風險之相關性（Correlation of multiple risk）)。

過往之統計數據也對金融市場乃至於典型市場參與者之反

應變化影響之常見模式提供一些跡象，目前已知歷史波動範

圍內之市場「正常」行為較少受關注，而超出以往經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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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是最受關注之議題。這可能只是一個不同之市場模

式，或受到新金融商品及行動者之行為刺激，很明確地，清

償能力的監理標準，需要預測更新和更嚴重之風險波動程

度，而不是那些過去經驗，儘管監理方法各不相同，大多數

已提出對清償能力標準之規範(涉及較大金額保留資本，以支

應特定金額之資產、負債或金融產品)。

另一個主要議題是如何區分不同類型之金融活動風險，

首先，「保險」、「銀行」和「證券」業務截然不同，國際保

險監理官協會(IAIS)秘書長 Mr. Yoshihiro Kawai 指出，IAIS

不是仿效銀行業監理法規，也不是以銀行為中心。IAIS 有考

慮到銀行帳戶相關法規，而且制定出對保險業來說最好且審

慎之總體監督機制。這不僅祇是將機制變得更嚴格，而是擁

有一致性標準。今天，「保險」、「銀行」和「證券」三者融

入彼此，就好的方面而言，即以創造性思維尋求更有效之方

法來管理資產、負債和風險；但就壞的方面來說，這些努力

改變了風險暴露(Risk exposures)，及有時意想不到之不良後

果。這些努力及作為包括使用營運權力和產品設計，除減少

監理資本之要求，同時增加了風險，例如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在政策選擇上，監理是一個平衡之行為，如果資本要求

過高，其結果將提高消費者之金融商品成本，及避免被認為

是過多資本要求所產生之維持費用。

另一個值得關注之議題是保險市場逐漸全球化，保險監

理體系一般來說屬於國家層級，具有特定之「多國」制度特

性(例如歐盟)，有的甚至為更細之體系，例如美國國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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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State System）。不一致之標準存在就有機會進行監

理套利，而司法管轄區之保險業務只需相對較低之標準。以

清償能力 II 作為標準之當前進程似乎導致更大的一致性標

準，但全球一致性標準之路程還很長。在 IAIS 2009 年 10 月

年會，IAIS 批准了集團監理之指導文件，以建立全球監理機

構間關於跨國集團之國際合作框架，但是問題並不僅限於「保

險」，銀行、保險和證券監理機構間之一致性和溝通是必要

的，以避免過程中出現較少或不受監理之事件。

至少在法律規範中極重要者為保險監理之方法及能力來

執行這些規範，目前趨勢係朝著「準則基礎」之方法，即提

供監理目標和指導方針，而非嚴格之規定。這種監理方法有

賴採取監理目標及運用良好之判斷力於應用監理原則所處

之客觀環境上。相較於一個固定標準而言，監理機關必須評

估每個實體是否合於規範，而評估作出判斷需要更多之時間

和技術。

未來成功之清償能力體系監理，將需要對傳統監理人員

之技術進行顯著之升級，這可能是一件好事，如調控採取更

多之市場和經濟方法來評估公司和市場活動，但政府預算和

監理機關是否能夠升級以面對此一挑戰？

「準則基礎」方法之應用，相當程度地依賴專業證明分

析，公司帳戶須受會計審計報告監督，準備金(Reserves)則須

受適當之精算報告認證，清償能力標準亦可能須受類似之專

業來認證，以提供監理機關保證相關業務範圍係合於準則規

範。雖然並不總是可靠，信評機構(Rating agencies)還是能提

供對公司績效和風險額外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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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之論辯是關於監理體系之結構，貨幣政策是

否應與銀行監理分離，或結合一起？銀行、保險和證券應否

結合在一個單一監理機關？

對清償能力之擔憂，也引起了人們對如何處理倒閉金融

機構之問題關注。金融機構之規模和複雜性是否應加以限

制，以避免一個金融機構產生極大力量系統性地威脅市場？

各險別是否應分類監理？什麼樣的監理機構權力需要介

入，以避免公司喪失清償能力或管理其損害？誰應該擁有保

護，例如安定基金(Guarantee Fund)對抗因金融機構失卻清償

能力而引起之損失？

最後以 Ms. Annie Choi(Insurance Commissioner of Hong

Kong)與談內容做總結，她指出不管保險監理措施如何，類

如以往，保險業總會抱怨監理措施太多，而消費者相對而

言，總是認為監理措施太少。因此，渠認為監理機關與消費

者二者同時就新監理措施抱怨，那或許這項新監理措施就是

正確、有效。

伍、國際再保領袖綜合座談– 非傳統資本（或稱新興

資本）

保險業正遭遇典型之供需不均狀況，因此，風險之選擇

與分析在此時刻就非常重要。雖然並非每一建築物會發生火

災、每一保險公司會被控告，但保險費率仍可能下降。保險

業似乎處於低獲利之期間，但並非不能獲利。在此環境下，

保險業須回到客戶服務之基礎上，瞭解客戶之需要並制定促

進策略。如此一來，保險業前景仍可以樂觀待之。再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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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聚焦於不同市場及不同之險種業務，而不是將全球市場

視為一個市場。

2013 年全球產險業巨災市場保障總額約 3,120 億美元，

保險費約 244 億元，保險費率（責任限額之再保費率，Rate on

Line，簡稱 ROL）約 7.8％。如下圖：

退休金基金市場總資本約 30 兆美元，其近年來已進入

再保市場，對傳統再保險市場，隨其投入金額愈來愈大而造

成巨大之衝擊。全球產險業巨災市場保障總額 3,120 億美元

中，非傳統（新興風險移轉--ART）市場約 437 億美元，占

全球 14％，預期 2016 年非傳統市場額度將增至 570 億美元。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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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傳 統 資本 依 其期 間之長 短 計有 抵押再 保險

（ collateralized reinsurance ）、 指 數 型 商 品 （ Indexed

Products）、保險連結型證券（Insurance Linked Securities,如巨

災債券）、第三方資本（Third Party Capital，如協力廠商資本

Sidecars）、借款（Debt）、連結資本之權益證券（Equity Linked

Capital）及股權（Equity）。

巨災債券及協力廠商資本近幾十年在再保險市場之發

展情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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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再保市場較常見之非傳統資本類型巨災債券、協力

廠商資本（Sidecars）簡介如下：

一、保險連結型證券（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ILS），如

巨災債券，國際上將巨災風險定義為財產損失超過 2,500

萬美元，並影響大範圍保險和被保險人之事件。巨災債

券之發行類似一般公司債或公債，投資人支付本金承購

債券，而未來債券利息和本金之償還與否，須依據災害

損失發生情況來決定；當巨災損失超過特定金額或特定

事件(Trigger Event)發生時，發行公司有權利要求債券持

有人放棄或遞延利息和本金，係藉由保險市場與資本市

場之結合，將巨災風險移轉至資本市場來承擔。

(一）巨災債券結構

兩種最典型經由資本市場發行之巨災債券之結

構：

2003 年發行之住宅地震險巨災債券結構如上圖左，

茲說明如下：

1. 由風險移轉者成立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並與 SPV 簽訂（再）保險契約，將

欲轉移之風險再保予 S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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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V 向資本市場發行巨災債券，投資人將承購債券

之本金交給 SPV，SPV 再將本金存入銀行信託帳

戶，以排除 SPV 之信用風險，並將資金投資於債信

良好之投資工具，並與交易對手簽訂利率交換

（SWAP）契約，以浮動之投資收益交換固定利率

之固定收益。

3. SPV 將此一固定之利息加上（再）保費作為支付巨

災債券投資人之債息。當約定之巨災風險發生，便

依照契約約定將投資人之（部分）本金賠付風險移

轉者。若未發生巨災，則於合約期滿退還本金予投

資人。

（二）巨災債券之主要組成要素

1. 賠償啟動機制（Trigger）：計有參數（Parametric）、

損害填補（Indemnity）、模型損失（Modeled Loss）、

指數（Index）等種類。發行巨災債券之賠償啟動機

制，採參數型或損害填補型者為主。

2. 金額大小：巨災債券市場上最小之額度為八千萬至

一億美元，此金額以上方具發行之經濟效益。

3. 風險期間：巨災債券之風險期間可從一年到十年不

等，但以三～五年最多，三年期以下的投資期間最

為投資人所偏好。

4. 債券本金類型：分為沒收本金（principal at risk）與

保證償還本金（principal protected）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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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債券計息方式：依風險評估公司對巨災業務在風險

期間之預期損失推估出危險費率，再加上投資利

率。

6. 評等：委託評等公司給予巨災債券評等。投資人藉

由評等等級來瞭解巨災債券之風險程度，以及投資

人可能遭受損失之機率。

（三）巨災債券國際市場現況

截至 2013 年底市場上流通 (outstanding) 之巨災

債券總額累計 186 億美元，較 2012 年成長 25.6%。（如

下圖）

巨災債券成長之主因為：

1. 再保價格漲跌不定

2. 再保人信用風險

3. 避險基金投入此市場金額增加

4. 各類型基金分散其投資組合

5. 尋求固定收益之經理人藉此轉移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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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C SECURITIES ILS Market Update

二、協力廠商資本（Sidecars）

協力廠商資本為一特殊之再保險公司，由投資人設

立及出資，對某一再保險人之財產保險巨災業務提供若

干比率之承保能量（quota share）。協力廠商資本多數於

美國 2005 年及 2006 年 Katrina, Rita 及 Wilma 颶風後成

立，生命週期多數為一至二年，目前多以百慕達及開曼

島為主要之交易基地。

（一）協力廠商資本結構

協力廠商資本結構與巨災債券類似，均為於免

稅地區設立一特殊目的機構（保險人或分離帳戶）。

此特殊目的機構與發起人（sponsor，某巨災業務分

保人）簽訂比率性再保險合約，將扣除再保佣金之保

險費給付於特殊目的機構；特殊目的機構將投資人投

資現金設立抵押帳戶並投資於高利率之資產而獲得

收益；投資人投資現金，拿到分保人某巨災業務比率

性再保險合約某成份之參加票據，倘合約期間無賠

款，則獲取債息（本金及淨保險費）；有賠款則按比

例以所投資之本金賠付。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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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力廠商資本對主要交易雙方之好處

1. 發起人：增加核保槓桿效率、增加營業收入、在再

保市場費率堅硬期間增加市場成份、獲得抵押補償

之再保保障、視資本返還為撤離市場及讓現有股東

知道有此部分投入資本。

2. 投資人：於緊縮市場(hard market)時增加短期投資

機會、緩和與再保險股票相關之代理風險、藉此投

資具備核保專業及與發起人一樣之市場成份地

位、視資本返還為撤離市場、多元化之財務市場及

有機會投注較佳之保險風險及/或資產策略。

（三）協力廠商資本截至 2014 年 2 月總資本額約 3 億美

元，很多再保險人如 Honnover Re、Renaissance

Re 、Swiss Re、Hiscox、Validus、Munich Re 等都

曾為協力廠商資本架構中之發行人。投資人常來

自私募股權、避險基金、退休基金、養老基金、

壽險公司及資產經理公司等。

陸、保險業財務健全之前十大威脅

一、保險業為何失去支付能力

以 1969 年至 2013 年美國財產意外險之保險業觀

之，造成其失去支付能力之因素如下：

1. 損失準備不足（費率不足）44.3％

2. 成長過速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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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支機構出問題 7.8％

4. 巨災損失 7.1％

5. 保險詐欺 7.1％

6. 投資問題（資產配置不當）6.6％

7. 業務重大改變 3.4％

8. 再保失敗 3.1％

9. 其它因素 8.3％

以 1969 年至 2013 年美國人壽健康險之保險業觀

之，造成其失去支付能力之因素如下：

1. 損失準備不足（費率不足）29.6％

2. 分支機構出問題 18.0％

3. 投資問題（資產配置不當）15.1％

4. 成長過速 13.9％

5. 保險詐欺 8.7％

6. 業務重大改變 4.5％

7. 再保失敗 2.1％

8. 其它因素 8.0％

二、信評公司 A M Best 列出前十大威脅如下：

(一) 異常巨災事件（Mega Catastrophic 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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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系統重擊事件（Financial System Shock）

(三) 風險管理不足（Risk Management Shortfall）

(四) 極度通貨膨脹 (Hyperinflation)

(五) 模型錯誤（Model Error）

(六) 監理（Regulation）

(七) 非傳統資本（Alternative Capital）

(八) 新興承保風險（Emerging Underwriting Risk）

(九) 利率秒殺（Interest Rate Spike）

(十) 喪失企業家精神（Loss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

前五項對保險業係致命重擊，後五項則致其痛苦地

慢慢死亡。一些威脅對保險業亦為機會，此會使政府、

企業及個人加強風險移轉。

(一) 異常巨災事件（Mega Catastrophic Event ）

單一異常巨災事件會對保險業造成重大損

失，例如日本東北大地震、倫敦或紐約暴風、流行

疾病及恐怖份子攻擊事件。異常巨災事件會耗盡保

險業巨災預算及再保險復效額度，且異常巨災事件

會如 911 恐怖份子攻擊事件，但損失比其更嚴重且

集中。

為何保險業須重視異常巨災事件？異常巨災

事件為造成產險業失卻清償能力之單一最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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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其可能導致之因素為：巨災模型失當、有限、

非模型風險及管理巨災風險之誤差幅度。

2005 年至 2011 年異常巨災事件如下表一

保險業如何經營異常巨災事件？業界最佳實

務為何？

產險業：（1）使用多種模型，將之視為自身之

風險、（2）監控風險累積曝露量，了解模型有限及

非模型風險、（3）對回歸期 100 年或 250 年以上風

險購買再保保障。 對產險業有利之訊息是：某些

地區因非傳統資本加入競爭及再保價格非處高

檔，高層超額賠款再保合約之價格尚稱便宜；對產

險業不利之訊息是：寬鬆市場(Soft market)條件壓縮

獲利空間，保險人可能降低購買再保保障之額度以

節省成本。

壽險業：（1）將禽流感和 SARS 等列為模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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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減少保單集中度及管理累積風險。壽險業

可能之錯誤防護措施：（1）令人害怕之禽流感不會

造成高額損失；（2）著重監理上之改變甚於巨災事

件；（3）壽險業核保人員對巨災事件作好準備了

嗎？

(二) 金融系統震驚事件（Financial System Shock）

全球金融市場遭遇信用危機，使多種資產風險

保費上升。股票及不動產遭受嚴重之評價損失；缺

乏流動性；信貸利差擴大及資產減值準備上升。

10 年期政府債券利差如表二

值此，保險業宜考慮的事：下次金融危機會發

生在哪？它會如何傳開？（1）保險業之資產風險

增加中：非傳統資產利息較高，如基礎建設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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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商業貸款及可再生能源；追求利潤致利息風險

上升；（2）資產負債利差受壓縮；（3）流動性事件

的威脅（threat of liquidity event），流動性風險加倍

（a）持有較長期間資產；（b）私募、私募股權及避

險基金投資。

保險業如何管理金融系統震驚事件之風險：保

險業須從金融危機所得之教訓準備就緒，如強大之

資本緩衝、通過信貸融資獲得流動性、審慎移轉至

非傳統投資及完善之技術利潤（technical margin）

降低產生高投資收益之壓力。

(三) 風險管理不足（Risk management shortfall）

風險偏好與風險管理能力間產生不協調，過度

承接風險，當意外及非預料損失發生，導致保險業

受損。（1）今天有更多是公司內部之問題；（2）保

險業可能存在之風險隨著資本模型及風險度量標

準化，無法識別資產負債表所生之威脅；（3）此外，

因這種威脅存在，保險業擔心監理制裁及監理主管

機關，遂規避風險，未做好相關業務之風險移轉。

速看準備金問題：風險管理不善導致準備金不

足，如錯誤辨識損失趨勢、提供非其意欲之承保範

圍、準備費用導致喪失信譽，如業界金融實力不確

定性、喪失業務夥伴及行銷通路及導致信評不佳

（rating triggers）及快速旋向清償能力不足。

速看費率問題：風險管理不善導致費率不足

（如不知技術費率是多少、免費承保某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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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不能提供詳細數據將風險定價及追蹤績

效、業務擴展時，核保管控變弱。

保險業加強風險管理之作法計有：（1）風險定

型化及管理實施；（2）依風險偏好制定授權額度；

（3）應用最新之風險管理發展理論與實務及建置

風險模型；（4）建制風險偏好及容忍度報告書陳報

董事會；（5）通常以非常基礎之風險管理來發展保

險市場。

(四) 極度通貨膨脹 (Hyperinflation)

突發之通貨膨脹使損失成本大增，致保險業在

費率及準備金上無能力反映。財產保險、健康保險

及失能保險面臨此種狀況，人身保險因保單持有人

期望有更佳之報酬致解約人數激增而無法銷售傳

統產品。

目前市場環境為：（1）短尾業務競爭十分激

烈；（2）焦點轉移至意外險，因其費率低，費率及

準備金係以低通膨水準所訂定；（3）由於低程度之

通膨，收回已足額之準備金而獲利。

保險業如何管理極度通貨膨脹之風險：（1）將

通膨因素納入費率模型；（2）資產負債匹配（期間

與貨幣）；（3）因應利率上升，資產重新配置；（4）

再保險保障。

再保險可能產生之困難：（1）再保險人將焦點

轉移至意外險；（2）意外險之再保費率低廉；（3）

準備金不足使費率不足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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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錯誤（Model error）

資本管理靠風險模型，而風險模型低估極端情

境惡化保險業資產負債表。（1）採用太多樣化的信

賴因子：兩事件無關不代表同一時間它們不會發

生；（2）產險業錯估可能最大損失，致未購買高層

之再保保障；（3）人壽險及健康險：低估人口統計

資料的改變，致錯算健康險、長照險及年金險產品

費率；（4）未將事件納入模型非常危險，如很多模

型未將 2008 年金融海嘯事件納入資本模型。

保險業該考慮什麼？（1）安排風險過度依賴

經濟資本模型；（2）瞭解非模型風險；（3）考慮到

可能最大損失為幅度而非為一確定數字；（4）重視

風險累積額及核保。

保險業如何管理模型錯誤之風險：（1）使用多

種模型；（2）發展自己之風險模型；（3）嚴格之模

型確認程序；（4）營業單位及董事會最好了解模型

及模型在核保及風險管理之程序；（5）儲備壓力測

試及事件發生後之回溯測試。

(六) 監理（Regulation）

監理最重要的是預防保險業承接過多風險，此

可透過一綜合性風險管理系統（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system）控管。過度監理（regulatory

protectionism）將導致不必要之資產設限，減少資

本互換（capital fungibility）之利益及多樣化。過高

之監理成本使中小型保險公司離開市場；過多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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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迫使保險公司放棄可獲利之業務。

保險業為何要關注監理？（1）監理官採取保

護主義措施可能與資本互換保險模型衝突；（2）國

家監理官勝過監理協會，如對國內保險業者給與較

優惠待遇、以法律個體而非集團水準來監理、採取

有衝突之標準；（3）對資本標準意見不一；（4）自

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 ORSA）變成多頭怪獸；（5）法遵之成

本使小型保險公司及創新者離開市場。

保險業如何管理監理之風險：（1）壽險業者限

制保證利率商品之成長；（2）產險再保險人看見機

會，因再保險為救災資金而擁有過多資金；（3）遊

說努力，保險公會扮演主導角色與監理官對話；（4）

辯論系統性風險；（5）有些監理官會促使保險業採

行改善業務實施。

(七) 非傳統資本（Alternative Capital）

對保險風險饑渴之資本市場造成永久性之寬

鬆市場，傳統再保險人甚難在資本市場營業。全球

再保險人之競爭者有巨災債券、協力廠商資本、抵

押再保險人及避險基金再保險人。非傳統資本近期

之發展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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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資本之正面影響：（1）藉合夥駕馭非傳

統資本，如增加再保能量、降低資本成本及獲得手

續費收入；（2）聚焦於提供分出公司附加價值之服

務。非傳統資本之負面影響：（1）減少非傳統資本

加入市場之阻礙；（2）因競爭而降低美國巨災業務

高利潤之費率；（3）可能擴展業務至其它險種，如

恐怖行動、非高風險巨災、壽險及汽車險；（4）壓

縮其它險種之利潤；（5）提供能量給規模小之勞依

茲辛迪卡（Syndicates）及公開市場（subscription

market）。

非傳統資本之功能：（1）額外聚焦於周期管理

（cycle management）；（2）發現新業務機會：（3）

維持核保紀律；（4）改善管理第三方資本之能力；

（5）增加多樣化以減少對任何險種之依賴。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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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資本之影響：（1）非傳統資本壓縮再保險人利

潤；（2）維持高風險層成長之挑戰。

私有股權及避險基金提高壽險業務利率，即使

在低利率環境下，非傳統資本再保險人之投資模型

產出高利潤使壽險商品有利潤而增加高額監理資

本要求，此與傳統壽險公司形成競爭局面。

(八) 新興承保風險（Emerging underwriting risk）

保險業承保廣泛業務前未能檢測出新興之虧

損風險導致集體訴訟索賠，2013 年日內瓦協會（The

Geneva Association）於「The Liability Project」強調

責任保險質之改變，過去 30 年造成每個行業危機

之主要原因係未能辨識出不可預期之責任。

1. 電腦軟、硬體及網路風險（Cyber risk）：此為低估

之風險；到處都有此風險，如雲計算、社群媒體、

線上金融交易、電子個人資訊。攻擊型式如偷竊、

詐欺、駭客及蓄意破壞。風險及機會都可是保險

商品，全球此種犯罪成本為年經濟損失 5,750 億

美元。

2. 太陽風暴（Solar storms）：以 1:200 年太陽風暴做

電源會怎樣？停電範圍估計從 16 天到 1-2 年，可

能之經濟成本 6,000 億美元至 2.6 兆美元。太陽風

暴對保險業影響：太陽風暴在全險之承保範圍

內，沒有電力之延長期間使很多業務經歷財產損

失，可預期責任保險之合約條款未能履行之法律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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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可採取之行動：（1）更好之數據品質及

企業風險管理（早期偵測系統）；（2）限縮保單條

款以減少沒意願承保之範圍；（3）核保人員與損失

理算人員間須有較好之溝通；（4）在寬鬆市場放寬

條件甚為危險（如網路風險及恐怖攻擊、移除除外

不保及責任額度）。

(九) 利率秒殺（Interest Rate Spike）

利率突然上升 200 至 300 個基本點使保險業固

定收入之投資遭受很大之未實現損失。保險業資本

減至某水準將傷害其承擔風險之能力。反之，低利

率持續一連續期間對壽險業利潤及金融健全產生

更深的壓力，此為另一個議題。

若干已開發國家過去 10 年殖利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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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可採取之行動：（1）金融危機後加強投

資風險意識；（2）產險業縮短投資期間；（3）修正

投資指導方針；（4）持有至到期之能力；（5）加強

資產負債管理，負債配合資產而減少。

(十) 喪失企業家精神（Loss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

保險業都陷入了監理、治理及法令遵循之困

境，保險業無法吸引創新者及問題解決者，其多數

時間分配於確認相關之法令遵循。

保險業可採取之行動：（1）強調保險固有之創

新；（2）投資新員工訓練計畫；（3）擁抱新科技解

決方案；（4）考慮新產品、行銷通路及購買行為；

（5）從年輕勞動力之角度來考慮工作、生活平衡

之議題。

A M Best 之分析：（1）回顧繼任計畫；（2）產

品提供給市場之價值可以成果來證明（保險解決方

案符合市場需要、商品演變符合社會改變之需

要）；（3）保險業為創新者，可在競爭市場增加獲

利（推出新商品，此非零和遊戲、最終結束保險損

失與經濟損失之差距）。

柒、災害風險靭性

一、聯合國官員及貴賓分享發展災害風險靭性之看法及

進展

(一)本次國際保險學會邀請多位聯合國推動災害靭性

（Disaster resilience）官員蒞臨演講，這些官員主要

來自「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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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亦有來自世界銀行財務長蒞會，難得的

是，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以其長期投入及資助氣候

變遷議題貴賓身分發表演說，讓保險業界能瞭解目

前國際間最新有關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以及相

應之減災措施與可能之投資機會。而保險業及相關

學者亦分別就產業面、財務面及學術面等提出回

應。

(二)聯合國秘書處代表 Tomas Christensen 演講提到：

１、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之最新報告中

指出，全球要避免氣候失控，直接之行動是不可

或缺。集結 IPCC 過去 3 份評估報告而成之綜合

報告，對政治領袖和政府發出堅決有力之信號，

亦即人為導致之全球暖化早已超越任何合理懷

疑，而到本世紀末，地球某些地方將出現攝式 60

度的高溫，全球暖化是一項嚴肅議題。

２、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統計資料，全

球機構投資人所持有之資產數額達 83 兆美元，

其中由保險公司持有部分達 25 兆美元之譜，在

如此龐大之持有資產內，跟氣候變遷相關之基礎

建設投資不到 1%；此外，全球有關氣候靭性之

投資金額達 900 億美元，其中僅有 3%是用在預

防性基礎建設上，可見要加強吸引金融業者投資

在氣候靭性相關基礎建設上，為當務之急，而此

也是在座保險業者之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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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要如何引進金融資本來投資於氣候靭性相關基

礎建設上，將會是 2014 年 9 月氣候峰會之主要

議題。該次峰會將是一個不同類型之氣候峰會。

其目的是在催化由政府、企業、金融、產業及民

間社會達成新行動承諾，這將有助於世界轉向實

質低碳經濟。

４、緊接著在 2015 年，在日本仙台將召開第 3 屆之

世界減少災害風險大會，該會議係經聯合國大會

決議，由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執行。聯合國

氣候變化會議，則將於 2015 年在法國巴黎舉行。

這將是自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氣候

大會第 21 屆年度會議。該次會議的目標，係希

望能對全球所有國家，就氣候變遷議題訂出具有

約束力之協議。

(三)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Margareta Wahlstrom簡報

１、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SDR）為聯合國

1990 年代「國際減災十年計畫（ 1990-1999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IDNDR）結束後之常設組織，於 1999 年 12 月創

立，作為全球降低災害危機之跨國合作平台，直

屬於聯合國秘書處，由主管人道主義事務

（Humanitarian Affairs）之副秘書長主持。

２、UNISDR 之目標在於藉由全球夥伴關係之建構，

減少災害損失、強化國家與社區面對災害之回復

力及韌性，並納入永續發展規劃。其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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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國政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經濟

機構、技術部門、及民間社會等，皆可共同分享

資訊、減低人類社會之災害衝擊；其行動計畫則

包括提昇全球災害知覺與公眾教育，以降低社會

脆弱度。

３、UNISDR 成立後，積極推動全球共同減災計畫，

於 2005 年在日本兵庫（Hyogo）舉辦會議，經

168 個國家與政府之簽署，提出「兵庫宣言」

（Hyogo Declaration），並推出「兵庫行動綱領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HFA）」，呼籲各國

在 2005-2015 的 10 年期間內，共同建構降低自然

災害威脅之全球行動架構，保護生命與生計，

UNISDR 則擔任兵庫行動架構之推動機構。

(四)查爾斯王子提到，其早在 2006 年即曾邀集英國保

險業協會來討論巨災、減少風險及氣候變遷等問

題，當時無任何美國保險公司加入，反觀今日有許

多業者在此討論，可以集結許多私部門集體之專業

意見及知識，更不用提所負責管理之金融資產所能

形成之國際討論，其認為：

１、要讓民間私部門能投入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在明

年 3 月進行新一輪的聯合國「兵庫行動綱領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HFA）」之此時，

顯得尤為重要。接下來則有一連串相關會議，包

括：明年 9 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會議

（SDG）、下一階段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會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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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會議。

２、真正之永續發展，必須建立在具靭性之原則及適

當之風險評估上，而此又建立在基本面如系統健

康、生態系統功能健全，讓全人類能在我們賴以

生存之環境中和諧生活，尤其此點對貧窮之民眾

影響最大。

３、雖然查爾斯王子也認為社會各個部門都應充分

參與減少巨災風險。但據其所知，約只有半數之

國家目前還在評估兵庫行動綱領報告而進行巨

災風險管理。民間部門顯然能對此部分進行討

論。銀行、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及機構投資人，

對於氣候變遷及自然災害造成渠等業務風險，自

然亦扮演一定之角色。

４、當討論到自然災害風險，經常會面對一個問題：

缺乏將抵禦災害成本與對應之經濟、環境及社會

成本相互比較之研究。當同樣去觀察全球許多發

展及人道組織的運作時，也是類似之情況。其所

花費之大部分資源，均係於危機發生時用於解決

緊急性人道需求，而不是採取事前步驟來加以防

止及減輕危機。更新之兵庫行動綱領將提供政府

及民間良機會，一同來解決此項問題。

二、新遊戲規則

(一)本節由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首席經濟學家

Sebastien von Dahlen 擔任引言人，主題為新遊戲規

則-將巨災風險及靭性整合至金融體系中（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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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of the Game – Integrating Disaster Risk and

Resilience into the Financial System），主要從財務面

之角度來看保險業界要如何處理巨災風險。

１、D 君首先介紹，當 2010 年紐西蘭南島基督城發

生地震，地震之發生並沒有造成人員重大死亡，

如此強烈的地震沒有造成重大傷亡之原因，在於

紐西蘭嚴格之建築法規在地震發生時發揮作

用。雖然當時估計地震將造成基督城嚴重經濟損

失，惟因紐西蘭法規規定須投保保險，且當地保

險業者有80%之地震保險是以再保方式將風險分

散至國外，因此紐西蘭遭受之地震損失並不高。

２、按照 D 君及其他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之研究發現

(如圖 a、b)，若依再保險程度高低來研究自然災

害對各國年度經濟成長及對國民生產毛額累積

影響作分析，將可發現隨著再保險程度愈高，自

然災害對年度經濟成長之衝擊愈小，同樣地，再

保險程度愈高，自然災害對國民生產毛額累積影

響之衝擊也愈小。上開紐西蘭基督城地震即為例

證。

３、另外，在法規設計上要讓再保險業者及保險業者

能有誘因去投資巨災風險靭性之相關基礎建設

上，因此這需要將巨災風險及靭性整合至資本規

範內，副搭配總體審慎監理工具（macroprudential

surveillance tools），並有全球一致性之保險業資

本規範（insurance capital standard; ICS）。此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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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留意：

(１)辨識及分析重大風險。

(２)減少現存之風險。

(３)避免增加新風險。

(４)在金融、社會及環境上之靭性加以強化。甚至

能達到抵禦 100 年發生一次之巨災。例如在環

境靭性上，可整合聯合國及世界銀行之力量，

在社會層面，可由 20 大工業國、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及國際貨幣基金來努力，至於最核心之

金融面部分，則由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協

同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證券監理官組織

（IOSCO）以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

來統合訂定相應之金融法規(如圖 c)。

(二)英國標準普爾之執行董事 Rob Jones 先扼要說明信

用評等公司如何決定信評，再特別針對保險業者介

紹信評決定之方法：

１、保險業者之可能損失信賴水準原訂為 95%，嗣後

隨著法規不斷修正強化，目前大致上係以採內部

模型法衡量各類風險之應計提資本者，應校準至

1 年期、99.5﹪信賴水準之可能損失。此項調高

資本計提之方式，自然會對保險公司之信用評等

產生影響。

２、對於潛在對保險業者可能之風險，信評公司除了

作量化分析，亦作質性分析，例如氣候變遷等，

保險業者之作為將會影響到其信用評等。



53

３、此外，在法規上也有漸趨前瞻之作法，歐盟之清

償能力 II（Solvency Ⅱ）及美國保險法規都有這

種趨勢。英國之審慎監理總署（PRA）近來也要

求保險業者估計因氣候變遷因素，須額外計提之

資本。

４、在國家信評方面，就整體大趨勢觀察，未來對國

家信評影響最大因素為人口老化風險，其次為氣

候變遷風險。另外有相當影響力者係對巨災之潛

在曝險。

圖 a Impact on growth path (GDP) b) Cumulative effect

（GDP)

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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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小結

科技應成為「僕人」、「主人」或「僕人兼主人」？

保險業是資訊密集及敏感行業，資料及分析已成為保險

業界常聽到之用語，保險業已成為科技發揮之理想場所。科

學發明在生活、社會及經濟各領域快速進展，保險業協助他

人因應風險，科學界應為保險界之夥伴。簡而言之，保險業

者應投資、利用科技使保險商品及承保範圍具備意義、嘉惠

客戶，具成本效益性及建設性。科學應用於保險包含各種形

式、實驗性、經驗性、預測性，以及成長促進、問題解決、

創造性及破壞性。科技使保險業得完整連結，從商品設計、

定價專家系統、資料核校、分析、業務開發、行銷到理賠管

理、損害防阻、 風險管理及風險抵減等，均未缺席。

AIG 是保險業界第一個任命首席科學家（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 CSO）之業者，直接向 CEO 報告，該 CSO 負責科

學主導之決定，其格言為「保險業經由掌控其內部及外部資

料，據以作出較智慧決定，可強化獲利並創造成長。」，科

學主導之決定全面適用於承保決定、商品創新、訂價、通路、

行銷、理賠或客戶經驗。惟該 CSO 表示，其中有 90%係垃

圾資料，故仍需面對濾出無用資料之持續挑戰。

很明顯地，今日保險業贏家是使用科技者，且是以各種

可能方式使用科技，包含積極支持型、商業智慧型及策略

型。但贏家不會持久，科技法則是任何人皆可追上並取代贏

家，因此必須持續投資創新以維持領先地位。此外，執行長

及董事會應下達指令改進組織文化，教育職員「整個組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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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是以科學基礎及嚴謹資料導向作決策」。

科技是可能會取代主導地位之怪異夥伴，甚至會挑戰自

然法則，切記勿讓科技成為保險業主宰，而是掌控科技使其

運用於保險業，勿急於僱用科技專家作為保險業接班執行

長，保險專業不會也不應被取代。AIG 代表呼籲讓此一訊息

於「國際保險會議」第 50 屆年會會議發散出來。

（一）開幕致詞

IIS 總裁及執行長 Michael Morrissey 開幕致詞表示，中心

經濟要素演進從一千年前之土地、工業革命時之勞動、二十

世紀時之資本，演進至今日成為資訊。科技為資訊之「解密

者」，科技在保險業界日趨重要，今世最能蒐集、分析及利

用資料者將擁有經濟權利及能力創造財富。倫敦金融城市長

Ms. Alderman Fiona Woolf 致詞時表示，保險業是對世界城

市、社會及經濟之未來風險管理保證者。

（二）全球保險領袖座談會—保險業之機會

美國 ACE 集團董事長及執行長 Mr. Evan G. Greenberg 表

示：在今日已開發世界無形領域很多財富創造正在發生，

如：智慧財產、網路及科技。新進化領域才在開始階段，如

果保險業維持相關性與之同步進化，我們商業機會是無窮

的。IIS 主席及美國再保公司執行長 Mr. Greig Woodring 亦持

同樣看法。

Prudential Corp. Asia 執行長 Mr. Barry Stowe 表示：環顧

今日世界，太多機會存在，很難不樂觀，最特別的機會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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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0 至 30 年亞洲中產階級之崛起，其消費將佔全球消費之

ㄧ半。但機會並不僅在新興市場，已開發市場亦頗具潛力，

如美國之退休富人，是文明史上最富有之ㄧ代，為人壽保險

業及年金服務提供者帶來極大商機。

倫敦 Lloyd’s 執行長 Ms. Igna Beale 表示：在開發中及

已開發市場均有成長潛力，世界上仍存有很多低度保險地

區，不僅是在開發中市場民眾不習慣購買保險，在已開發市

場如美國、日本及歐洲亦有同樣情形。”在我心中，保險業

之未來充斥著各種機會及正向、肯定之理由。”

Willis Group（倫敦最大之保險經紀商）董事長兼執行長

Mr. Dominic Casserley 表示：對於保險業抱持著單調無聊者

之看法正在改變，因為風險在上昇，保險業管理風險之方法

及解決方式已被視為更精采及相關。

德國慕尼黑再保公司 Munich Re 董事長 Dr. Nikolaus von

Bomhard 總結對保險業之樂觀看法，渠表示：”我們不承保

超過能力範圍之風險” 。但強調保險業應避免陷入價格競

爭及為成長而成長之”舊陷阱”—估計超出承保能力 700 及

900 億美元之間。保險業今日有各種工具及制度性經驗避免

此種錯誤，問題是”作為經理人，你有勇氣告訴董事會真相

嗎？說出某些領域是我們生意上不可縮減及不可成長

的”。否則，不只對股東而言很恐怖，也會使整個保險業受

窘。

（三）主管研討會—科技快速變遷時期之壽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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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革命改變人類之互動及商業之經營，加上其他行業

（如：零售商及車輛製造業）廁足保險市場，使保險業已根

本改變。消費者行為、消費者需求及生活型態已成為駕馭市

場及眾人之核心。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時，兩項主要科技同時展開，

一為行動通訊科技、另一為雲端科技，兩項科技對於商業影

響重大亦迅速加快科技改變步調，如果保險業對此一大規模

科技改變不因應調適，將如同 20 世紀前半世紀世界最大之

鐵路公司 Pennsylvania Railroad Company，因飛機科技之進步

而倒閉。

消費者係商業之核心

保險業應能直接對客戶傳遞”價值”，非僅銷售商品，

安聯人壽代表以科技說明壽險業客戶三個核心挑戰之重要

性：（1）”怪客陷阱”－大部分客戶認為保險太複雜及難以

理解未購買足夠之人壽。（2）”愛的過度”陷阱－很多客戶

因傳統面對面銷售管道之強力推銷而失去興趣。（3）”漸行

漸遠”陷阱－客戶與保險公司之聯繫快速減少至一年一次

之帳戶報告，此種業務等同每年循環贈送之聖誕卡。解決方

式包括：（1）簡化商品吸引一般或剛入門之買者；（2）將商

品以消費者為中心、相關聯及科技可行之方式帶入市場；以

及（3）將商品模組化以兼顧效率及區隔化。商品及解題只

是一部分答案，客戶於線上研究時，如何使用科技強化客戶

經驗及提供相關資訊，同時找出方法使客戶與保險顧問聯

結，亦同等重要。保險顧問仍然是專業需求之重要來源，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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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面對更複雜及整體性規劃及指導需求時。

與談人強調接觸客戶之工具正在改變，RGA 代表指出以

下趨勢：Quantified self 使保險公司經由數量化健康及體能資

料創造與客戶接觸之新機會。Gamification 不只在現有流行

遊戲如模擬市民(SimCity)及開心農場(Farmville)植入保險觀

念，亦發展新遊戲教育客戶並激勵健康生活型態選擇。

Telematics 依個人駕駛行為評估個人，而非依廣泛之評分變

數，此可受到主管機關及客戶廣泛支持。

Sun Life Financial 將以上趨勢實現，利用建立公司品牌之

BrighterLife.ca 獨特生活方式研討會，提供從健康烹飪至生涯

管理之小道消息及資訊。其MoneyUp app即為一Gamification

方法，用以改善金融知識宣導及更加全面接觸團體儲蓄客

戶。

市場及商品之影響

與談人皆同意資訊及”大數據”益發重要，亦認知分析

大數據組合分析方法之重要性，大數據組合以不可思議之比

率成長，已成為副產品及帶動科技革命。大數據經過有技巧

之儲存及分析，具有揭示獨特及深入之市場觀點之潛力，可

作更有意義之區隔，告知市場發展、風險管理及核保資訊，

並可豐富客戶經驗。

科技可協助保險公司與需求變更之客戶有更好之聯繫，

亦可使保險公司與較不熟悉之客戶聯繫。Legal and General

代表指出，”提供與當地相關之全球服務，在維繫成長將扮



59

演主要角色。未來，將需要目前未提供之服務來接觸客戶及

市場。”

RGA 代表表示，”在壽險方面，實質檢視是共通的，且

購買保險之時間線是以數週而非數秒評估。侵入式銷售有非

常充分之經驗證據顯示是保險公司不利之選擇，為接觸未投

保年輕人及中等收入市場之障礙。新醫療技術、智慧型手機

apps（應用程式）及以資料導向預測模型解決方式，得連結

申請人及保險公司之資訊缺口，保險公司得以大量減少核保

期間及侵入性。”

很多保險公司將成長目標之期待放在東南亞、拉丁美洲

及非洲新興市場正成長之中產階級。Sun Life Financial 代

表表示，”北美洲及歐洲壽險市場已成熟，在開發中國家保

險之潛力估計有 15 至 30 億保單，生命及健康保險是需求最

多商品，這些市場不只偏年輕，配備亦越來越行動化，發展

中市場行動手機申請自 2011 年至 2013 年超過兩倍成長，超

過 2013 年已開發國家成長。”

保險本身在改變，反映科技改變之影響及保險業者如何

與客戶溝通。

通路及營運之挑戰

因應這些機會，保險業者面臨很多挑戰，Legal and

General 代表指出”目前很多壽險公司在市場主要路徑是生

產產品、上架、再由通路賣給客戶。要直接接觸客戶，此種

路徑需要根本改革以因應今日人們生活的數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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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集團（Allianz）代表指出”客戶超越業界，混用其

線上及線下管道，在此多元管道世界，上網瀏覽數量快速，

但越來越不可預測，且不一定會產生交易。線下實體重複同

時非常相關，但也只是瀏覽之一部分，採購不論是在研究階

段（例如旅行社或車商所發之小冊），或在交易階段（例如

保險），此一 ROPO（線上研究，線下實體通路購買）行為已

在各行各業有詳細紀錄，在壽險業亦非常清楚。

Sun Life Financial 強調親身接觸之重要性，”偏向年輕族

群及使用行動平台等社群媒體，已加速此族群凝結及時與全

天候之聯結。渠等持續利用數位互動、研究商品服務、購買、

社交、發表意見、聆聽及尋求諮詢及確認。如果保險業者欲

與其接觸，應視其如何及在何處生活來接觸（例如線上及行

動），過程中應對其相互牴觸需求妥協（例如開放與隱私）。”

以上是否意味保險仲介機構已不重要，Sun Life Financial

代表響亮的回答：｢不會｣，”要有效向此族群銷售，保險仲

介機構應積極些，保險業者得利用在數位專業之投資使其仲

介機構立於成功地位，為保險顧問配備行動及社群媒體能

力，促進以數位提供顧問及銷售之對話。使用社群媒體訓

練、告知及激發仲介機構。高解析視訊會議、具簽署能力之

平板電腦及其他數位互動應用程式得使開發市場更有效率

並擴展地域。”

科技亦有潛力使保險業轉換接觸客戶方式及提供後續服

務。例如：RGA 找出保險業可利用科技克服之挑戰，如自動

化之好處。”經由改善營運效率減少成本是很多新科技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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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及予以量化之優點。”該公司舉例如虛擬伺服器，使獨立

區隔伺服器在單一實際硬體同時存在，Sun Life Financial

強調記憶型電腦所呈現之機會，記憶型電腦以人腦模型製

作，得及時處理演講、印象、及一連串有前後關係、行為及

未組合之資料。由經驗中學習並調適其產出。Legal and

General 代表指出”雲端服務對於提供高端線上服務，顯著降

低輸入價格及運作成本，產生一群新數位線上機構。該公司

認為”此一創新正符合大型公司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提出降

低 IT 投資及減少運作成本方案之需求。

但要了解這些優點並非只是直接的。與其他與談人評論

一樣，Legal and General 代表指出壽險業者在處理保留系統

（legacy systems）面臨之挑戰。”停止變更保留系統，說的比

做的容易，機構應尋求保留服務啟動科技，以設法減少大型

核心系統變更並尋求解決方式以從主機卸下相關工作。機構

要作出忍耐、投資、遷移或消除系統決定，執行企業組合式

管理程序有助於作出成熟決定。”

風險、資本管理及法規

這些改變正碰觸現行之規定－及顯著法規變更需求，

Legal and General 代表指出，”全球主管機關會持續以加速

採取變革，壽險業者必須跟上。”

的確，Sun Life Financial 代表表示”行動及網路科技創新

之速度已使主管機關跟不上，例如：加拿大保險管理署

（Canadian Council of Insurance Regulators）之立場是”社群

媒體是一種溝通型態，因此受職業道德、廣告、適合度及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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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保存之規定管理”，事實上，社群媒體不是市場所曾經歷

之任何溝通型態。問題是如何將現行規定適用到一個從未採

用之環境。”

面臨這些挑戰，RGA 代表提醒科技經由偵測犯罪、情境

測試、資訊安全及重視隱私方面，在控制及減少風險之重要

影響。

政府與民眾

保險業者除面對主管機關外，亦面臨大幅度內部挑戰，

Legal and General 代表指出，”在完整保險業，尤其是壽險

業，在現存資訊科技資產（特別是在庫存產品及廢棄之保留

系統執行）及符合客戶期待每日皆可線上執行之能力，有很

大之科技差距。”

除了這些內部挑戰外，RGA 代表評論道：”保險業與創

新中心及科技公司之距離已產生尋覓及納入新興科技之挑

戰。”要有信心處理這些挑戰，靈活度將成為區隔成功者與

其他人之重要因素，Sun Life Financial 代表表示”壽險業傳統

上是以信任為基礎及高觸感之行業，財務顧問在壽險業有其

高度價值。壽險業者整體之挑戰是維持核心組織價值及風險

管理規定來平衡數位平台促成之步調快速傳遞。”

各與談人代表之公司總計有 429 年之經驗，並在其成立

後觀察到驚人之改變，這些公司設立時間早於平板電腦、手

機、雷射印表機問世之前。其中至少有 3 家設立時間早於人

類飛行，2 家早於電話，1 家早於電報及摩斯電碼，在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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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中，壽險業者如何跟得上快速變遷之科技？

數位科技將會觸及所有業務，業者已著手投資並計劃投

資全部行業。

（四）主管研討會—管理與創新能並存嗎？

香港政府保險局長 Ms. Annie Choi 表示：不論引進何種

規定，保險業界會抱怨管得太多，消費者會認為管得不夠，

整體而言，如果雙方皆在抱怨，也許意思就是新規定大概正

確。

2008 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之全球金融危機至今仍未

平息，造成全球保險業面臨業務與投資雙重打擊。保險業之

經營風險甚至產生跨國波及效果，若加上科技跨越邦界之特

質，如何強化國際保險監理已成為國際趨勢。為防止類似危

機再次發生，G20 呼籲各國檢視金融體系之監理缺失及漏

洞，同時委託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研擬改革方針以建立更健全之全球金融體系。在 FSB 推動

下，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亦致力全球一致化監理目標。

IAIS 秘書長 Mr. Yoshihiro Kawaiy 在本次年會中表示：IAIS

並非在模仿銀行規定且 IAIS 標準並非以銀行為核心，而是將

銀行規定納入考量，就總體審慎監理觀點決定何者對保險最

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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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會議普遍關注科技發展對於保險產業之機會。與

會者咸認有效運用科技將使保險公司擁有較佳之競爭優

勢，從而帶來科技與保險融合之綜效。然而，科技固然

可以強化保險經營之各項職能，但保險本質是集合面臨

相同風險之個體，再以科學方法計算出應繳納之費用，

當群體中之個體遭受約定保險事故所導致之損失時給予

補償。簡言之，保險之本質為分散風險。因此科技雖然

能協助保險功能之發揮，卻無法取代保險專業。

二、 科技與保險融合有助於客戶信任、締約機會、降低成

本、提升營運效能、強化行銷通路、運用對各種風險因

素等大數據進行分析，使保險費率釐訂更為精準、利用

大數據檢驗模型及可信模型進行策略運用降低風險、提

昇承保/再保能量及技術與增進風險管理等多項實益，在

積極面可提昇保險業經營效益；消極面則可降低成本。

三、 近年來，無論是雲端科技或是網路與行動載具之發展

均十分快速。臺灣是科技之島，網路與行動裝置普及，

具有發展線上投保之優勢。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我國

金管會已將金融環境數位化列為重要政策，包括銀行、

證券、保險三個產業一起啟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

版本，以因應商業模式之變革。對照 IIS 本年年會主題和

與會者之各項論點，已述明世界潮流趨勢，適可為我政

府落實金融 3.0 政策之參考。

四、 本次年會會議，討論到風險、資本管理及法規時，與

會者提及法規變更之需求。就此一議題，我金管會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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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機制採「雙翼並行」：一方面開放，一方面重視風紀，

保險業電子商務逐步開放線上投保，相對要求做好資

安、消費者保護以及內稽、風控等，適與國際潮流相吻

合。目前迫切需要者，就是配套法規逐一落實，如此則

我國金融機構必能穩步向前。

五、 IIS 設有保險名人堂獎項，得獎者均視為至高無上之榮

譽。本中心每兩年舉辦一次之保險卓越獎，我國保險業

視為國家級獎項。從第三屆開始，增設終身貢獻獎個人

獎項。保險名人堂與保險卓越獎終身貢獻獎項作業方式

均為徵求提名，惟 IIS 保險名人堂研究團隊在實際操作上

似有先做初步篩選與聯繫工作，因此每一年度候選人可

提出多位人選請會員票選；本中心舉辦之保險卓越獎終

身貢獻獎項候選人之產生，似因東西文化差異，在徵求

提名時較不熱烈，本中心或可徵詢 IIS 作法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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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出席第 50 屆 IIS 年會中華民國代表團名單

姓名 服務機構 職稱

1 張玉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副局長

2 戴英祥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3 楊誠對 中央再保險公司 董事長

4 桂先農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

5 龔天行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6 鄭濟世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理事長

7 吳明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8 陳櫻芽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9 張澤慈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副總經理

10 謝淑芳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11 蔡朝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12 彭靜恩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經理

13 羅安德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辦事員



67

附錄二 第 50 屆 IIS 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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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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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我國第 50 屆 IIS 代表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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