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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多變的外部環境，接軌國際以持續成長

此份報告由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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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保險產業負責人 林旺生會計師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自去年底開始延燒，衛
福部疾病管制署已於 2020年 1月 15日將「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擴散至
今衝擊全球供應鏈和經濟，各產業隨此情勢亦紛紛開
始思考應對之道，以下整理目前為止台灣保險產業受
到的影響及因應對策，並提出相關建議，望業者能精
準辨識出其中之機會與挑戰，調整腳步以持續成長。

順應多變的外部環境，接軌國際以
持續成長

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帶來高度不確
定性，保險業若有
效因應危機，則有
機會化為轉機

檢視醫療險保單中的「除外條款」，啟動因應法定傳
染病相關應變措施。
醫療險自 1998年後已將「法定傳染病」從除外責任條
款中刪除，金管會日前指示，倘若保戶未來因該疾病
就醫所產生之相關醫療費用為保單條款約定之除外不
保項目，基於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考量，保險業者應採
取給付慰問金或其他從寬方式處理。

壽險業績承壓，透過數位轉型提升客戶體驗。
此次疫情爆發適逢春節，伴隨假期延長、外出活動時
間減少、隔離和各項防護措施的加強，對於保險業務
的客戶拜訪與銷售、徵才招募、培訓及日常管理等，
均有較大影響。同時考慮到金額較大的年金保險、分
紅保單等長期保障產品多需要仰賴面談促成，因此傳
統壽險公司將承受較大壓力。但隨著近年互聯網與線
上銷售平台逐步拓展，即便民眾不出門，保險公司亦
可遠端提供服務，皆有助於平衡疫情對全年銷售業績
的衝擊。

疫情對短期總體經濟造成影響，產險與投資型保單業
者須審慎應對。
防疫措施不僅將對國內零售、交通運輸、餐飲、旅遊
等產業產生較大衝擊，其他產業之企業亦可能受到間
接影響而削減預算，因此，產險業務也將受到較直接
的波及。產險中的團體類商品需求即可能暫時趨緩，
例如公司團體傷害保險；而在個人業務方面，則同樣
可能因民眾短期購買力下降而面臨挑戰，例如各項投
資型保單或是與購車、旅遊相關之險種。

社會大眾健康風險意識顯著提升，將長期有利於產品
創新與保障型業務發展。
疫情的發生使得民眾風險意識提升，激發了對重疾、
醫療、意外險和壽險等保險產品的需求，亦可能促使
保險公司擴充保險產品之保障範圍、放寬理賠限制
甚至推出配套的健康管理等服務，進而加速產品創新
能力之建構與研發，並提升保障型產品的銷售力度。
2016年 6月起，金管會保險局開放保險公司販賣「外
溢保單」，鼓勵被保險人加強自我檢視身體健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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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疾病風險並減免保費，達到主動促進健康和防範
疾病的效果。儘管近年來外溢保單處於發展快速的時
期，不過仍有成長空間。此次疫情的爆發仍將為其長
期發展注入動力。

透過建立共享的數據資料庫，將有助於保險公司的業
務拓展。
疫情迅速蔓延也將促進疾病資料庫共享機制的建立，
以利保險業者在開發單一疾病保險商品時，可獲取更
多所需之基礎資料。然而，目前台灣的健保數據開放
和使用，仍有隱私資料如何符合個資法管制，以及可
否要求資料不授權即被使用的問題。若欲推動健保資
料庫發揮更多價值，建議著手就法源進行更完整的規
劃，進一步開放資料予醫療、保險及健康管理單位使
用，並允諾民眾可行使「事後退出權」以保自身權益。

疫情發生以來，保險公司已紛紛開始藉由敏捷回應保
戶需求、快速做出組織應變等措施，積極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期在防疫工作中確實發揮穩定社會的作用，
進一步提高保險產業的社會形象和品牌認知度。雖然
疫情對保險產業的衝擊在短期內較明顯，然而從中長
期來看，也激發了民眾的健康管理意識，將有一定程
度利於提升外溢保單型健康險的表現。故目前而言，
對於保險產業的動向和判斷仍可保持謹慎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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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0年，透
過投資創新技
術，創造「節流」
兼併「開源」的
商業模式

隨著保險科技日漸成熟，可透過價值與資源交換來進
行跨業合作。
近年來傳統保險業深受 Fintech新創業者帶來的創新
趨勢及競爭壓力等影響，促使原有的保險價值鏈面臨
全面性的「保險科技」變革：包括產品研發、銷售、
核保、理賠、客服及投資管理等，皆將融入科技的應
用，運用如穿戴式裝置、連網裝置、人工智慧、區塊
鏈及數據分析等，來設計新的產品與解決方案、改善
流程及營運效率，並提升客戶體驗和滿意度。傳統保
險業者可透過自行發展保險科技，或與 Fintech新創、
技術平台商合作，將核心或部份功能外包，甚或將其
併購，為客戶提供更客製化、個性化的服務建議；而
合作的另一方也能夠受益於保險業者的專業、資金規
模與品牌識別度。

目前有許多保險業者致力於提升成本效率或分散成本，
例如採用流程機器人、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發派至海外
單位等，以降低人力開銷。然而，除了「節流」外，
也有不少業者積極「開源」，逐漸降低以一般方式投
資外部企業的比例，而轉為投資能夠從基礎改變商業
模式的創新技術，例如藉由運用 AI、新型銷售平台、
另類產品開發與其他創新技術等，來強化核心系統、
提升分析效能或增進顧客體驗，以帶動更多獲利機會。

提升保險產業鏈在另類資料的應用與分析，滿足客戶
與業者本身的需求。
為簡化銷售流程及改善顧客體驗，許多保險業者已開始
進行各項數據分析。例如透過穿戴式裝置蒐集使用者的
健康資訊，來取代侵入性、耗時且昂貴的醫療檢驗，以
提供壽險的價格折扣、改變定價方式，或是加速承保過
程。然而，上述數據分析的應用尚未在市場上有足夠規
模的實例及滲透性，故現階段仍與預期達成的效果有一
段差距。因此，保險業應擔任整合角色，提升保險產業
鏈利害關係人在另類資料的接受程度與應用比例，為自
身、相關產業及顧客創造更多附加價值。

強化資訊管理機制，避免隱私保護及網路安全疑慮。
未來將有更多保險公司會運用物聯網所生成的另類資
料，來進行風險控管。例如，自穿戴式裝置所蒐集的健
康資訊，或於智慧汽車、智慧家庭裝置感測到的即時資
訊，來協助設計新商品或減輕理賠負擔。然而，與外部
單位合作卻也因而衍生了網路風險的問題。因此，保險
公司應建立更全面的資訊管理機制，以解決因各自獨立
的系統而造成資料管理困難與隱私保護等方面的挑戰。
建議應從一開始就將網路安全納入新系統、新應用程式
和新產品的開發中，且亦不能忽視現有 IT基礎架構、
系統和應用程式的定期維護。

善用數位平台於銷售及管理層面，享有資訊整合及交
流的便利性。
隨著數位化與自助服務日益盛行，未來保險業務人員需
透過更吸引人的銷售手法及使用新型銷售工具（例如透
過 CRM平台，更有效率地管理客戶名單、追蹤社群互
動狀況等），以改善辨識目標客群的精準度，或與各年
齡層的數位消費者建立連結，進而提升成交率。另一方
面，保險公司亦應落實資訊透明化及共享，來強化內部
管理機制，使得業務人員與主管皆能隨時取得最新政策
法規、業績達成狀況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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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保險公司藉由建立或參與合作生態圈，提供更多元的服務價值

資料來源：Building new ecosystems in middle-market insurance, Delo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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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核心系統營運效率，優先投資雲端技術。
近期正值導入 IFRS 17，也因顧客對於即時數位服務的
需求增加，保險公司更應正視核心系統的運作效率。雲
端並非僅只是資料與應用程式的儲存空間，因其具有整
合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等先進科技的運算能力，亦能協
助打造全新核心系統，故建議業者應將雲端技術列為 IT

投資之優先項目。此外，也可考慮以供應商提供的套裝
方案為基礎，來進行核心系統改造，將舊有系統變得更
加現代化與靈敏。

填補世代與技術差距，避免人才缺口。
隨著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現今有許多年屆退休的戰後
嬰兒潮世代，其可能因經濟需求或為自我實現，仍有
意願於退休後繼續工作，以於職場上發揮其豐富的知識
與經驗。保險業者能藉由提供遠距與兼職工作等方式，
來吸引這些二次就業者進入保險行業。另一方面，若要

吸引年輕族群加入，保險業者則應推行現代化的公司文
化，並將先進技術應用於組織內部及對外行銷管道，展
現企業欲打造創新產品與商業模式的企圖心。

克服「融合挑戰」(synthesis challenge)，平衡新
舊世代交替的鴻溝。
雖然本文一再強調新興科技的重要性，然而，保險產業
仍是與「人」高度相關的產業，無論是在新興科技導入、
商業模式改革、跨業合作或商品服務創新，皆需考量人
與人之間的溝通、協調等問題。因此，克服「融合挑戰」
（synthesis challenge）將是保險業在未來十年需面臨
的重大課題，例如：如何將舊有系統與新型工具或科技
進行整合，或是如何兼顧傳統保險業的現行體制與跨產
業及新進員工的新穎思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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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日即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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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規劃設計與
執行的重頭戲

圖2：IFRS 17對保險業經營之全面影響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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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以下簡稱「IASB」)於 2017 年 5

月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以下
簡稱「IFRS 17」)，將對保險公司之「財務報表揭露、
經營治理、流程系統與資料需求、人員組織與企業文
化」等四大面向產生重大影響(圖 2)，為此，各國皆如
火如荼地進行差異分析及導入準備工作。

面臨仍可能變動之 IFRS 17，建議保險公司密切注意國
際動態，並加緊腳步進行準備。
原先國際生效日訂於 2021年，惟目前尚有許多議題仍
待進行實務分析及討論，為此，IASB 於 2019 年 6 月
發布了 IFRS 17 修正草案，宣布 IFRS 17 之國際生效日
將延後一年至 2022 年，惟須注意其預計於 2020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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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討論國際生效日是否再延後至 2023年初，接下
來也預計在 2020 年中發布最終 IFRS 17之修正。意即
保險公司在設計與執行階段過程中，勢必還會面臨 IFRS 

17有可能變動之情況，故業者應密切注意相關最新動
向。台灣目前計畫於國際生效日後三年實施 IFRS 17，
而考量到平行測試期間，實際進行相關規劃及系統建置
等複雜的導入時程，建議保險公司仍須加緊腳步進行相
關導入作業。

需仰賴公司內部跨部門團隊合作之效率，以及向外尋
求專業顧問之諮詢及建議。
為因應 IFRS 17對於保險負債計算複雜度及對公司財報
揭露細緻度之要求，此一階段中，公司需大量盤點系統
及資料需求，同時亦須將 IFRS 17準則轉化為務實可行
的會計技術文件及作業流程。此一時期將明顯考驗系統
效能以及團隊應變能力，有賴內部專案小組積極面對問
題，同時透過外部顧問提供國際解決方案，共同合作方
能即時做出適合公司之因應方式。

保險合約的盈虧認列方式將影響商品策略。
依 IFRS 17之規定，保險合約之獲利須遞延認列，而損
失須立即反映；又虧損性合約須立即認列其損失，且無
法盈虧互抵，故商品策略之訂定將會是會來經營管理之
一大重點。

藉由 IFRS 17之導入，同步思考未來公司經營績效指
標的呈現，以及提升報表產出效率。
IFRS 17最終目的係提升保險公司財務報表之透明度，
故在導入規劃階段時，保險公司之管理階層即應開始思
考未來經營績效指標之變動；同時在系統設計期間，也
應一併思考如何調整管理報表系統及產出流程，以提前
因應 IFRS 17上線後所帶來的改變，同時提升公司內部
之作業效率。

IFRS 17所帶來的轉變，不僅只在於最終財務報表之呈
現，而係進一步影響商品策略、投資策略、資產負債管
理策略、風險管理策略，甚至公司整體經營策略等。另

國際也預計在 2025年實施 ICS，臺灣未來亦將跟隨國
際腳步調整採用 ICS，相關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定義
及要求亦將有所不同。故建議國內保險公司藉由此次機
會全面性地評估現有系統及經營績效，望能透過此次變
動，調整過去保險公司經營管理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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