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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期間：107年 12月 24日至 107年 12月 26日 

派赴地區：大陸上海市 

報告日期：108年 2月 20日 

 

關鍵詞：保險科技 

內容摘要： 

    保險科技帶來的新科技、新產業和新模式為保險業發展提出新挑戰和新

契機，需要彙集多方的智慧並轉化為增長動能才能真正促進保險行業過渡到

全球價值鏈高端。 

    本次由上海復旦大學主辦的「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主為展現海峽

兩岸保險專家、金融學者和行業工作者的共同智慧，整合海峽兩岸創新保險

科技資源，提高創新效率，實現產學研共同創新，有利推動兩岸保險科技的



 

共同發展。 

    除此之外，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復旦大學長久以來

維持良好合作交流關係，陸家嘴國泰人壽十分關注和支援上海復旦大學風險

管理與保險系的專業研究、大學本科與研究生教育和教授科研的發展方向，

實質提升上海復旦大學對保險專業領域的研究水準與教學品質。同時，國泰

獎教(學)金亦充分表現陸家嘴國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強烈的企業社會責任意

識，對行業人才培養的高度支持，及產學研共同發展的前瞻性，為上海復旦

大學師生樹立優秀的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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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保險科技是金融科技（Fintech）的重要分支，是全球保險界、金融界

和科技界大資料浪潮的領導者。國際保險市場和學界已對 UBI車險的推廣、

智慧家居資料收集的應用、智慧保固商品的開發等具有深遠創新意義的保

險科技進行深入關注和研究，全球保險大企業對保險科技佈局已初顯樣

貌。兩岸保險的產、官、學界，致力研究與落實應用保險科技是新時代、

新科技發展的重要一環。 

    邀請本中心參與『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暨國泰人壽獎學（教）金

頒獎儀式』會議的大陸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成立於

2002 年 9 月，致力培養高素質的綜合型人才，不僅要求學生具有紮實的保

險理論基礎實力，更要求學生參與不同的保險實務演練，學習研究保險市

場和經營的實際現況，發揮應用經濟學科理論研究和實務統一的教學方針。 

近年來，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無論是在保險專業

理論研究還是保險業務拓展方面皆取得優異的發展，例如成立復旦大學中

國保險科技實驗室、完成全球首發保險科技白皮書、國家級研究課題等，

國泰獎教（學）金的鼓勵，無疑是上海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獲得各

項成就的重要助力之一。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深耕大陸保險市場多年，對兩岸保險專業人才的培

育不遺餘力，在臺灣，自 2005年起，即委由本中心代為主辦「兩岸金融保

險學術研討會」，每年邀集臺灣大專院校金融保險相關系所合辦，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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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相關大學院校金融保險系所師生來臺與臺灣師生們進行學術交流，上

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曾多次參與該學術研討會；交流方

式包括論文發表會議、圓桌論壇會議、大師論壇會議、兩岸學生研習營、

大陸師生參訪臺灣地區大專院校及參觀活動等，俾以瞭解兩岸金融保險行

業未來發展趨勢，增進學術界與產業界相互交流機會。在大陸，多年來持

續為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及南京大學提供獎(教)學金，甚且提供許多

學後保險專業從業機會。以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角度而言，國泰人壽保險公

司堪稱為兩岸企業的楷模。 

   為促進兩岸保險業對保險科技新概念的交流與互動，全面提升素質教

育，並感謝陸家嘴國泰人壽的長期支持，且表彰憑藉優秀表現榮獲獎學金

的傑出保險研究者與學者，上海復旦大學特邀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資訊處劉明豐處長及國際事務處邱美惠專員與陸家嘴國泰人壽高層代

表，隆重舉行「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暨國泰人壽獎學（教）金頒獎儀

式」，合力推動兩岸保險風險管理新理念與保險領域的合作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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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暨國泰人壽獎學（教）金頒獎儀

式』會議 

一、研討會議程 

 

12月 25日（星期二） 

地點：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大樓 

時  間 流  程 主 講 人 主  講 人 職 稱 

09:00-10:30 主持人致詞 許閑 
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主任 

09:00-09:30 貴賓致詞 

1. 廖明宏 

 

2. 徐文虎 

1. 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總經理 

2. 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原系主任、保險研究所所長 

09:30-10:30 主題演講 

1. 劉明豐 

 

2. 許閑 

1.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資訊處 處長 

2. 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主任 

10:30-10:45   茶    歇 

10:45-11:45 

主持人 

獎學金評審

細則說明 

宣讀獲獎名

單 

獲獎教師（師

生）代表發言 

 

 

獲獎學生代

表成果展示 

王溪珉 

管雲濤 

 

王政傳 

 

段白鴿 

 

劉馨 

 

楊鈜毅 

 

復旦大學風保協會 副主席 

復旦大學風保協會 主席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北京代表處 

首席代表 

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副主任 

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2017級碩士生 

復旦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2015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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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 

(一)、開幕致詞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上午，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暨國泰獎學金頒獎

儀式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會議室隆重舉行，多位應邀嘉賓出席會議，包括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資訊處劉明豐處長與國際事務處邱美惠一等專

員，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廖明宏先生、人力資源部總經理周蕾

女士，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王政傳先生，以及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的全體教師及部分學生。 

會議開始，廖明宏總經理與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保險系系主任徐文虎

老師致開幕詞；廖總經理簡要介紹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發展現況，並

代表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傳示與復旦大學密切合作的期許，也表達對

獲獎師生的衷心祝賀。徐老師則回顧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與復旦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的友好歷史，肯定其提供的獎學金對該系所師生的重要

意義，誠摯感謝陸家嘴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多年來對復旦大學的鼎力支持與

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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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演講 

保發中心資訊處劉明豐處長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保險系系主任許閑教

授分別進行主題演講。劉處長以「臺灣金融保險科技發展與挑戰」為題，

從商品面、行銷通路面及管理工具面介紹臺灣保險業保險科技的應用概

況，並道出臺灣保險科技發展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同時提出建立保險聯合

資訊中心的構想與規畫狀況。許老師則運用文本挖掘、TFIDF指標分析以及

詞頻分析等方法，從中國媒體報導中抓取關鍵字，探究近年來保險科技的

熱點變化與發展趨勢。 

     

 

三、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獎學（教）金頒獎儀式 

(一)、獎學（教）金評定方式簡介 

復旦風保協會副主席、保險系大四學生王溪珉同學擔任主持，簡單介

紹復旦風保協會與獎學金評定流程，此後，協會主席、保險系大四學生管

雲濤同學說明本次國泰獎學金評定細則。 

(二)、頒贈獎學（教）金 

王政傳首代代表國泰人壽宣讀 2017-2018 學年上海復旦大學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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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險系國泰獎學金獲獎名單，廖明宏總經理、周蕾女士分別為獲獎優秀

學生代表頒發證書。 

 

     

(三)、師生發表獲獎感言 

    獲獎教師代表段白鴿老師向國泰人壽表達誠摯感謝，並以一首自創小

詩表達將繼續不畏艱難、深耕教學領域。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代表、保險

系二年級碩士生劉馨同學回顧自己在保險系的本碩生涯，表達將貢獻心力

於保險業的美好理想。此外，另一位優秀學生獎學金獲得者、保險系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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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楊鈜毅同學展示在校學習成果，從製作系統、邏輯框架、結果展示等

方面向在場嘉賓與師生展示他曾參與的智慧保顧專案。 

(四)、閉幕 

    「兩岸保險科技發展研討會暨國泰獎學金頒獎儀式」在大家的賀喜聲

中圓滿落幕。 

參、參訪行程 

一、緒言 

    人口急速高齡化所造成影響是全面性，除退休金給付膨脹外，醫療支

出成長、失能人口增加、勞動人力降低等現象，將直接波及國家、社會與

家庭各個層面。面對高齡化社會的衝擊，保險業將承受長壽與醫療費用上

漲風險，但銀髮族消費大軍的興起，也是保險業未來經營調整方向與市場

開拓重點。人口老化的社會變遷，促使保險業應擔負其因而滋生之社會責

任，盡心開發相關之保險商品。 

21世紀的三大潮流是節能、環保、人文關懷，保險是最具人文關懷的

產業，當今的大陸社會發展，醫療、養老是保險業自然的延伸，保險與養

老、醫療有著天然的結合性；近年來，在中國高齡化問題的浮現和政府政

策的支持推動下，大陸保險公司開始進軍養老事業。 

本次利用出差上海之便，特地預約參訪大陸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Taikang Life Insurance Co.,以下簡稱泰康人壽)位於上海的養老社區—上海

申園，藉以探知大陸保險業經營養老事業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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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康之家的創設 

    依託實力強大的泰康保險集團，泰康人壽多年來堅持深耕壽險產業

鏈。2007年泰康開始探索養老產業，2009年經大陸保監會核准，獲得首家

保險資金投資養老社區試點資格。2010 年，作為泰康保險集團營運醫養產

業主體的泰康之家正式成立，聚焦老年生命鏈產業整合，以養康為核心，

連接保險商品的銷售，致力打造老年健康服務平臺，引領健康養老觀念和

生活方式的變革；隨後加速泰康養老社區的布局，同時涉足醫療領域。泰

康醫養社區主要採取自建自營的重資產模式，而此種健康產業鏈生態發展

模式已成為大陸保險業外延式發展的新趨勢。2012 年，泰康開發首款虛擬

保險商品和實體醫養社區相結合，即幸福有約，經由此張完全為養老社區

設計的保險保單，保費門檻為 200 萬人民幣，同時附有養老社區的入住承

諾函，即可獲得入住泰康養老社區的資格，換言之，將養老社區入住權和

保險商品完全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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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之家在大陸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武漢、杭州、蘇州、三亞、

南昌、廈門、瀋陽、長沙、南寧等 13個核心城市投建大規模、全功能、國

際標準的醫養結合社區，創新實踐“一個社區，一家醫院”理念，在養老

社區配建以康復和老年病為特色的醫院，建立以長期健康管理為目標，以

老年醫學為中樞，整合急症轉診、長期護理、預防保健及康復治療的醫養

康護體系；並以活力養老、文化養老、健康養老、科技養老為管理理念，

提供包括生活照料、醫護康復、文娛社交、旅居養老等特色服務，力求滿

足老年人社交、運動、美食、文化、健康、財務管理和心靈歸屬的七大核

心需求，為入住老年人提供溫馨的家、高品質醫療保健中心、開放的大學、

優雅的俱樂部、長輩心靈和精神的家園，五位一體的生活方式。泰康之家

全部建成後可提供約 2萬戶養老單元，全面涵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

華中、西南、東北區域，預計 2021年全部開園，總投資額達 203億元人民

幣，占保險業總投資三分之一，未來將於大陸更多城市開展建設，預計此

項總投資為 1,000 億元人民幣。其中北京的燕園、上海的申園、廣州的粵

園及成都的蜀園 4 養老社區業已開業營運，共進住 2,400 位老人，平均入

住率 60%，北京、上海的燕園及申園養老社區，入住率超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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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老實體社區，只是泰康人壽近年來打造四位元一體壽險商業模式中

的一環，「活力養老、高端醫療、卓越理財、終極關懷」四位元一體商業模

式，將透過對接醫養實體，依託專業投資，充分發揮保險功能，為客戶提

供持續一生的全方位金融保險服務。 

三、參訪泰康之家—上海申園 

泰康之家—上海申園是泰康人壽斥資 43 億元人民幣興建的大型綜合醫

養社區，為泰康之家落戶長三角的首個旗艦醫養結合養老社區，也是上海

首個大規模醫養結合社區。申園養老社區於 2016年 7月開業，地處上海西

南的松江新城，而松江是上海最大的新城區，社區總建築面積達 22萬平方

米，全部建成後(目前開放第一區，第二區尚在建築中)可提供 2,100 戶養

老單元，容納約 3,000位居民入住。  

    

 

https://www.baidu.com/s?wd=%E6%9D%BE%E6%B1%9F%E6%96%B0%E5%9F%8E&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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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養結合 

保險、醫療、養老高度關聯，產業發展具有關聯性，泰康之家建立以

康復和老年醫療為核心的社區醫療體系，提供集預防保健、疾病治療、慢

病康復、長期護理於一體的整合型醫療保健服務，將“保險+醫養”作為經

營核心，以“養老+保險+醫療”的商業模式推展產業發展。首推活力養老、

醫養結合等理念，醫養結合係指將醫療資源與養老資源進行銜接，推動醫

療、康復、養生、養老等醫養一體化發展，實現最大化的社會醫養資源利

用，其中“醫”包括醫療服務、健康諮詢服務、健康檢查服務、疾病診治

和護理服務、重症康復服務以及臨終關懷服務等；“養”包括生活照護服

務、精神慰藉服務、文化娛樂服務等。有別於傳統模式的單一生活照料服

務，醫養結合在老年人健康狀況發生變化或遇突發問題時，能夠得到及時

且優質的醫療服務，減少老年人在養老機構和醫療機構之間的運送時間，

降低老年人陷入不必要的生命危機與風險。實務上，若投保泰康人壽健康

險、養老險的保戶，生病時可至泰康投資經營的醫院就診，達到一定年齡

和條件後可到泰康投資營運的養老社區養老，一切圍繞保戶的健康和財富

管理，實現保險機構的人文關懷，有效延伸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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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園醫養社區遵循“醫養結合”理念，秉承在地安養、持續關愛、

人文關懷的先進理念，為老年人營造溫馨家園，活力生活環境。引入國際

持續照料型養老社區（CCRC-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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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依循老年人的實際健康需求，配建以康復、老年醫學為特色的康復

醫院和養老照護專業設備，打造泰康國際標準康復體系，充分應用新一代

高科技為老人健康管理實行全方位、全天候的監控和防護，提供包括獨立

生活、協助生活、專業護理、記憶照護、老年康復及老年醫療在內的老年

人全生命週期連續健康專業護理服務，將現代醫學和中醫傳統醫學運用至

活力生活和長期照護的各醫養階段；同時提供醫療急救保障和有效轉診，

針對老年常見疾病和慢性疾病進行系統健康管理，為入住的老年居民提供

安全、健康、尊嚴的退休生活及預防-治療-康復-長期護理的一站式服務。

年老者入住前先進行評估，然後確定入住區域，根據居民身體狀況，分為

獨立生活公寓和護理公寓；慢病管理從評估開始，透由團隊式 （醫生、健

康管理師、學科專家）、 智慧化 （慢病管理系統，提供飲食運動處方，風

險評估，預警）， 管家式（貼身，全方位服務） 服務，合理膳食，健康運

動，全程指導，適時調整方案，力求入住者少生病、不生病。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15 

泰康國際標準康復體系 

針對老年人群慢病為主、多病共存的特徵，全面構築三重防線。 

 

組建專業急診急救團隊，一旦長者出現急救狀況，醫院自身具備強大的急

救處置能力，亦可即刻對接大型綜合醫院。 

 

對長者的生活方式、飲食及醫療保健習慣進行全面全程干預。 

 

通過專業的康復手段，介入到護理過程中，盡可能延緩人體功能衰老，提

升長者生活狀態及生活品質。 

    養老社區的硬體設施一應俱全，恒溫泳池、多功能劇場、多樣化餐廳

設備、圖書館、書畫室、KTV室等會所設施，提供長者獨立的活動空間。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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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能廳                           恆溫游泳池 

     

           健身中心                           美術館 

     

               佛堂                               教堂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17 

 

 

     

          桌球室                             KTV包廂 

     

           圖書館                           四季花廳 

(二)、居住環境 

對於生活得以自理之養老長者，居住房間內備有超大螢幕電視、冰箱、

洗衣機、TOTO 即熱型衛浴系統、微波爐、冷暖中央空調等，完全從老人安

全角度出發的紅繩緊急報警遍布每個房間；桌椅等邊角皆有圓滑處理，有

效防止老人受傷；更有 24小時運行的紅外線檢測儀器，一旦住者出現心臟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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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健康異常狀況，可於第一時間發現並及時展開救治等各種貼合老年人生

活需求的設施，顯現高端而又不失細節的硬體水準。設計多種不同坪數之

房型，藉供入住長者依個人所需及支付能力，選擇適合個人之養老居所。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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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住條件 

入住上海申園養老社區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購買連接養老社區的相關

保險商品，即幸福有約終身養老計畫，包括《泰康人壽樂享新生活養老年

金保險（分紅型）》等產品，且累計總保費大於或等於 200萬元人民幣；二

是符合年齡限制(男性大於或等於 60 周歲；女性大於或等於 55 周歲)且短

期有入住需求的老年人，根據住宿戶型及須提供的服務項目，繳納一定數

額押金（可退還），即可獲入住資格。此外，還需繳納一定數額的月費，根

據居住的人數和戶型不同而有所差別，其月費單人房約為 6,000 元人民幣

起算，兩人房最低約是 8,600 元人民幣；餐費則根據實際就餐情況支付，

預估餐費約是每人每月 1,800元人民幣。 

(四)小結 

中高端養老社區並不等同於高檔公寓，醫養結合類高端養老社區相較

於普通社區，係根據高淨值人群休閒養生、健康養老、康復療養和醫療護

理的基本需求，圍繞居家、機構、社區，建立連續的服務節點，實現活力

養生、健康養老，促使此類養老社區在高淨值人群中的關注度逐年提高。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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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保險養老社區指由保險公司投資並具有實際經營控制權，在

一定地域範圍內建立集居住、養老和醫護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綜合養老服

務社區。依大陸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資料顯示，2018 年底，大陸保險業約

有 8家保險公司投資 28個保險養老社區專案，計畫投資金額近 670億元人

民幣，實際已投資金額超過 237億元人民幣，全部建成時可提供 33萬張床

位。預計至 2020年，保險機構向養老服務領域的直接投資規模可達 1兆元

人民幣至 3.5兆元人民幣。另按國際護理組織所示每個服務人員同時照顧 2

位老年人的計算方式，大陸保險業投資養老社區，將可提供 150 萬至 300

萬個直接就業機會，此乃保險業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同時，所獲得的附

加價值之一。 

肆、心得感想 

    依據聯合國資料顯示，2050年中國大陸 14億人口將有三分之一年齡居

60 歲以上，而本世紀初此一比例僅為 10%。中國大陸社會歷來存有晚輩照

顧老人的傳統，實施 30 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如今為整體社會帶來極大壓

力，高齡化、空巢化趨勢日益明顯，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口

比重亦漸次擴大，如何讓廣大老年人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成為全社

會關注的焦點，並對養老模式提出強烈需求，惟居家養老即使有保姆照顧，

但多數缺乏共同語言，年長者易漸次失去與人溝通互動之動力；而養老社

區意味著除照顧老年人起居之外，同時也是一社交平臺，社區內有很多同

時代、同背景、文化層次相似的長者可形成有效的社交網路，並造就一種

生活方式，此亦是養老社區相對比於居家養老的不可替代性之一。 



 21 

    有鑑於此，大陸保險公司紛紛投資建設保險養老社區，在養老社區規

劃建設中，醫養結合成為主流趨勢。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具備養、護、醫、

送四大功能，既不同於傳統養老機構的以養為主，也有別於傳統醫療機構

以醫為主，有助於改變養老機構老年人於健康狀況不佳時不能得到及時有

效治療的現狀，使有急迫醫療需求的老年人在機構內部就可以獲得專業醫

護人員的指導和幫助，並能夠通過長期照料維持健康，保障生活品質。醫

養結合是“有病診治、無病療養”的新型養老模式，將現代醫療服務技術

與養老保障模式有效結合，能夠滿足老年人群的特殊醫療保障需求，是養

老機構改善服務品質、實現持續發展的戰略之舉。 

    臺灣在長照 2.0 政策與長輩開始著重退休生活的第三人生規劃趨勢之

下，養老社區的建置和服務，將會是未來的重要產業發展方向。然而，保

險業投資老年長照事業尚處規劃草創時期，保險科技如何運用於高齡化社

會的商品創新以及保險如何協助青年創業、促進產業發展、支持新創事業、

創造就業機會，復因應氣候變遷、保險業的永續發展、持續推動風險資本

額制度更新、讓保險資金投入長照產業及公共建設等，將是臺灣保險業的

未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