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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保險產業除了歷經兩年的疫情影響，同時
也面臨著全球持續上升的通膨壓力所帶來的經
濟衰退、地緣政治的挑戰，及各種的環境、人
才、技術等趨勢變化，可能會抑制保險業的營
運和成長。《2023保險產業趨勢展望》分析上
述全球保險業者所關注的重大議題，以及如何
利用數位轉型實現創新價值。

數位轉型在保險業營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
其後疫情時代遠距辦公成為常態，台灣壽險公
司與保經保代也正積極試辦遠距投保。根據瑞
士再保險研究院（Swiss Re Institute）2022-

2023的調查發現，超過60%的亞太地區消費 

者，視是否有線上投保功能與否，來決定是否
要購買壽險和健康險產品。故企業亦須注意消
費者的消費行為轉變，除了加速營運上的數位
轉型，未來2023年保險公司的技術目標應以客
戶為本，提高服務的創新性、高敏捷性。

由聯合國成立的淨零保險聯盟 ( N e t - Z e r o 

Insurance Alliance, NZIA)目前正在與科學基礎
目標倡議(SBTi)合作，預計在2023年1月發布一
份目標設定議定書(protocol)，讓聯盟的保險
業成員可以按各自的承保組合，設定符合淨零 

轉型路線的目標。台灣目標2050年達成淨零碳

排，氣候風險也會影響保險業的承保與投資，
唯有各界攜手落實ESG才能達到地球的永續繁
榮。因此，金管會發布「保險業氣候相關風險
財務揭露指引」規定台灣保險業自2023年起應
於每年6月30日前將氣候風險財務揭露相關資
訊納入永續報告書或公布於公司網站，企業應
依規模及業務性質建立適切之氣候相關風險與
機會之評估及揭露機制，並將氣候風險管理精
神融入企業文化與營運決策中，透過建立氣候
風險管理評估機制，以審視自身氣候變遷風險
之韌性及落實自身營運低碳轉型。

明年全球多數國家將邁入IFRS 17實行元年，而
台灣預計於2026年上路，多數保險公司已提早
進行財務轉型計畫。由於牽涉面向包含精算、
資訊系統、營運流程、內部人才培養等，使各
領域專業人員之間的合作會明顯增加，建議保
險公司應定期檢視目前的財務營運模式、組織
結構，並進行策略性調整，確保企業能有效經
營同時兼顧新規範的執行。

勤業眾信衷心期望透過本報告能給予台灣保險
業者產業整體概況以及未來展望，協助企業在
變動中保持創新與韌性，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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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觀點
• 保險公司正面臨一系列總體經濟和地緣政治挑戰，包括迫在眉睫的全球經濟衰退威脅、持續發酵
的俄烏衝突以及對疫情的擔憂，這些都有可能會抑制企業的增長和盈利能力。

• 在疫情期間轉向遠距辦公，有虛擬客戶(遠距客戶)和經銷商參與的保險公司能充分利用更靈活的
數位科技滿足客戶對產品、通路和服務客製化和不斷變化的期望。

• 在確定策略計畫、投資重點和預算時，保險公司應致力保持創新和調整的動力，加速升級系統、
人才和企業文化，進而提高主動性、創新性和客戶導向意識。

• 技術進步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選擇和定價方面的改進可能仍然是推動利潤提升的主要因素，保
險公司也應考慮到其在永續發展的行動，如氣候風險、多元化和包容性、社會公平以及透明治
理，這將成為利益相關方的考量因素，並且這可能成為保險公司在爭奪人才、投資者和市占上的
優勢。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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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應著眼於長期的重塑轉型

過去幾年中，需求為創新之母，保險業因應疫
情展開數位轉型，大多數保險公司在克服新冠
疫情帶來的挑戰方面展現出較強的韌性和適應
性，這可能部分歸功於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就完
成系統升級和導入所需的新技術和人才。

但也可能是相關的觀點和方法發生了重大變 

化⸺為了維持營運，由未來某個時點可能發
生或發揮作用的潛在行動轉變為必須立即展開
（通常是在艱難情況下）的必要行動。在這種
環境下，阻礙轉型計畫的不利因素往往會轉化
為有利因素，尤其是對加速技術和人才轉型而
言。總體而言，這些調整措施能夠幫助大多數 

保險公司從容應對未來的困難局面並且能夠迅
速恢復。

然而，保險公司絕對不能安於現狀。不斷上升
的通膨水準、利率和損失成本以及迫在眉睫的
經濟衰退、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動盪威脅可能
會對保險公司的韌性提出考驗。與此同時，保
險公司還面臨著來自保險科技公司甚至電子零
售商和製造商等非保險業的新型競爭。

保險公司應藉由快速轉型遠距辦公和虛擬客戶 

（遠距客戶）參與的機遇建立新模式，可以考慮
進行更加全面的調整，將維持創新文化、以客
戶為中心等設定為企業營運的重點，能否實現
這種思維轉變取決於保險公司如何快速有效地：

 • 從為營運轉型奠定基礎（例如上雲）充分實
現基礎設施和技術升級的價值和效益。

 •  從被動應對監管機構和其他管理機構的要求，
轉變為主動預測和滿足經銷商和要保人的期
望，以從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 將關注重點從風險和降低成本擴大到試驗和
風險承擔，推動持續創新、差異化競爭和盈
利增長。

保險公司應趁著企業快
速邁向遠距辦公和虛擬
客戶的參與，進行下一步
的策略擬定。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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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保險公司的調查以及Deloitte與眾多保險公
司的合作經驗表明，這些調整措施不應只停留
在策略層面。保險公司可能還需要在人才招募、
留才和培育方面進行企業文化的變革，並在產
品及服務客製化和分配方面與客戶合作，同時
確保自身的收入和利潤考慮因素與整個社會的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協調一致。

在本報告中，我們列舉了產險、壽險和團險公
司在日益動盪的經濟環境中面臨的增長機遇和
挑戰。我們還研究了保險公司的無機式成長潛
力以評估併購環境。但是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可

能成為競爭優勢的跨領域議題，包括人力資 

本、技術和永續發展。 

然而，未來可能將會出現許多不可預見的未知
因素，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保險行業
的控制範圍，從而對保險公司的動態適應能力
提出進一步考驗。本報告主要關注保險公司可
以並且應當能夠控制的核心領域，即在快速變
化的市場環境中，保險公司應如何看待和管理
他們的業務⸺不僅是2023年，還有這未來充
滿不確定性的十年。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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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險公司面對通貨膨脹，雖使定
價提高和保費收入增加，但亦對
盈利構成挑戰

提高收入對於大多數非壽險公司而言並非難事，
這主要得益於產險費率近年的大幅上漲，但並
非所有產品線和各國家市場都經歷相同的增長
水準。例如，商業保險產品的增長相比個人保
險產品更為強勁，房屋險保費相比車險保費增
速更快、增幅更大，考慮到目前的市場競爭、
總體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影響，這種趨勢可能
會持續到2023年。1

歐洲和北美占2021年全球非壽險保費收入增幅
（6.3%）的三分之二，這與近期趨勢相比是一項
重大轉變，亞洲地區（尤其是中國）曾是保險
行業擴張的主要推動力。2歐洲各國的增幅也不
盡相同，其中德國保險公司在經濟持續低迷的
情況下實現了2.4%的增長。3保費上漲趨勢也是
如此，雖然有所緩和，但以歷史標準來看增幅
仍然較高（圖1）。今年第二季英國和美國的保
費增長率分別達到11%和10%，而歐洲和亞洲
的保費增長率僅為6%和3%。4

雖然保費價格上漲推動保費收入不斷增加並且
促使美國保險業的綜合盈餘首次突破1兆美元大
關，5但是通貨膨脹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推高大多
數市場的損失成本，從而削弱承保盈利能力。

截至2 0 2 2年5月1 2日，平均重置成本上升
16.3%，幾乎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CPI)的兩
倍。6除此之外，通貨膨脹也提高了保險理賠成
本，原因在於訴訟頻率有所增加，責任定義更
加廣泛以及法律裁決更偏向於原告，包括陪審
團裁定的賠償金額不斷提高（特別是在美國）。7 

儘管承保保費增長強勁，但是2021年美國非壽
險公司的淨承保損失達到38億美元，而以上因
素與災難性天氣事件和網路風險都可能有相當
程度的關連性。8這些問題在2022年繼續存在，
甚至可能持續到2023年。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預計，2022年直接承保保費增長率
為9.8%，但是通貨膨脹將導致美國綜合比率在
近五年來首次超過100%。9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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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 Marsh, “Global commercial insurance rates continue moderating trend as pricing up 9% in second quarter 
of 2022,” press release, August 1, 2022; ii. Re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Quarterly underwriting and operating 
report, May 27, 2022; iii. Gallagher Re, Gallagher Re global (re)insurers’ financial results report for Q1 2022, May 31, 
2022; iv. Wholesale & Specialty Insurance Association, 2021 stamping office premium and transaction report, January 
25, 2022; v. Lloyd's, “Lloyd’s reports return to profit and a resilient capital position in 2021 results,” March 2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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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保費漲幅 2021年專業市場銷售額iv 2021年勞合社(Lloyd’s)
業績v

• 第二季度全球商業保險保 
   費上漲9%（連續第19個季
   度上漲）i

• 第二季度金融/職業保險
  保費上漲16% i

• 第二季度美國網路保險費
  率上漲79%，英國上漲68% i

• 第 一 季 度 美 國 再 保 險 保
  費 上 漲27% i i， 全 球 平 均
  上 漲11% i i i

• 美國15個印花稅徵收州的
  超額盈餘保險保費上漲22%

• 由於非標準市場中的風險
  不斷增加，保費收入（510
  億美元）和交易量（530萬
  筆）均創歷史記錄

• 總承保保費增幅超過10

• 綜合賠付率提高17個百 
  分點，達到93.5%

• 承保利潤達到17億美元，
  而2020年虧損27億美元

圖1

商業保險保費不斷上漲

再保險費率的上升和保險範圍的縮減也加劇
形成「硬市場」，提高了主保險商的營運成
本。年中財產再保險續保尤其具有挑戰性，原
因在於投保人可能因擔憂通貨膨脹影響損失
成本以及轉分保保險機制不健全而撤銷保單。
10Reinsurance News的一項調查發現，77%的
受訪者認為許多保險公司無法提供他們所期望
的保障水準。11

中介機構還有可能面臨這樣一種前景，即許多
商業和個人保險客戶尋求縮減保險範圍，甚至
允許保單失效，以應對通膨壓力。在保險軟體
專業供應商Guidewire調查中，英國消費者約有
一半表示他們可能削減保險支出以應對生活費
用的上漲。12

公司：主動出擊方能抓住機遇
即使在全球經濟問題重重的情況下，也可能透
過推動有機式成長和提高營運效率來提升收入
和利潤。

例如，Deloitte全球調查結果顯示，許多買方
客戶開始尋求全新保單類型，更高水準的條
款、定價和支付選擇靈活性以及更加全面的損
失控制服務，這或將為小型企業保險市場帶來 

機遇。13其中以網路安全保險需求增長最為強
勁，但是保險公司應謹慎行事，與2019年相 

比，2021年勒索軟體攻擊數量增加了235%，
平均贖金支付金額飆升了370%。14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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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及國際保險經紀人聯盟(LIIBA)指出，保險
公司向那些希望實現淨零排放的投保人，提供
包含綠色轉型的產品，可能會使倫敦保險市場
規模實現翻倍增長。15到2030年，全球買方客
戶每年將會額外支出1250億美元的保險相關過
渡費用，LIIBA執行長Christopher Croft表示：
「如果這1250億美元中的大部分資金流入倫敦，
那麼倫敦保險市場的地位將在未來幾十年發生
巨變。」16

在個人保險方面，相關報告表示自動駕駛技術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處於試驗階段，因此關於自
動駕駛汽車的興起是否會推動數十億美元的保
費流向產品和職業責任險領域的擔憂不太可能
在短期內實現(由於是科技和軟體駕駛汽車，而
非駕駛人）。17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自動駕
駛汽車上路行駛，汽車保險公司應當考慮設計
適用於自動駕駛狀態和駕駛員控制狀態分開的
保險，類似於已經向共用汽車駕駛員推出的混
合型保險，即在非工作時間適用個人汽車保險，
而在工作時間適用單獨的商業保險。18

保險公司還應當探索潛在的合作關係，充分利
用不斷增長的嵌入式保險市場（保險與其他產
品或服務同時銷售）。到2030年，全球總保費
預計將增長六倍，達到7220億美元，中國和北
美將占三分之二以上。19

無形資產（具有貨幣價值的非實物資產）的範
圍也在不斷擴大，包括加密貨幣、非同質化代
幣以及元宇宙中的虛擬活動，並帶來了新的風
險敞口。根據怡安集團（Aon）和Ponemon機
構的研究顯示，目前只有17%的無形資產有進
行投保。20

除產品創新外，保險公司還應加快數位轉型以
提高營運效率和定價準確性並改善理賠管理
和客戶體驗，同時增強員工在承保21和理賠方
面的能力。22這將有助於保險公司充分利用所
有資料、分析工具以及人工智慧和雲端運算等 

技術。

保險公司也可以考慮外包非核心業務，從可變
成本過渡到固定成本並且獲取與人力資本和網
路安全等領域相關的更多經驗和專業知識。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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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公司：轉型實現永續成長的
關鍵所在

壽險業變革過程通常較為緩慢，但目前可能正
在蛻變。疫情影響揮之不去，公司所有權和產
品結構不斷變化，通膨和利率水準持續上升，
消費者的期望日益增長並呈現多元化特點。

保險公司可能需要摒棄針對新冠疫情所採取的
被動措施來應對這些變化，為控制轉型進程和
未來發展主動出擊，保險公司應大力投資疫情
催生的數位化增強功能，推出全新產品、服務
和配銷模式或者開拓其他客群。

自2020年以來，疫情驅動下的保費增長趨勢似
乎正在減弱。受通膨帶來的可支配收入壓力和
金融市場波動影響，預計2022年全球實際壽險
保費將略有收縮（-0.2%）（圖2）。23隨著通
膨壓力得到緩解以及經濟狀況逐步改善，預計
2023年全球實際保費將增長1.9%。24

為在不斷變化的經營環境中推動壽險業的可持
續成長，保險公司需要主動尋找此前尚未開發
和未飽和的市場，並通過提供定制化服務和創
新配銷模式來滿足不同客群的需求。

保險公司需要針對不同地區中未充分滲透的客
戶群體識別、定制並啟動產品和服務。美國消
費者調查顯示，不同群體的需求和期望存在較
大差異。例如，年輕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對於死
亡保險產品的價值和特點最不熟悉，25而低收入
群體和年長群體對於使用數位和線上管道來替
代保險業務員的意願最低。26

資料來源：Sigma 4/2022, "World insurance: inflation 
risks front and centre", Swiss Re.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2

2022年全球各地區實際壽險保費可
能略有收縮，但除中國以外的新興
市場預計將在印度（+6.6%）的帶
動下實現增長

2022年預測
全球

北美

歐洲

亞太

新興市場（不含中國）

中國

-0.2%

-0.4%

-1.1%

0%

3.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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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消費者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受訪者
將線上功能作為購買壽險的關鍵標準，27而美
國消費者調查顯示，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
願意線上購買壽險。28如果消費者深入瞭解相
關產品及其價值，他們可能會更願意使用網路
平台。保險公司可以探索新方法來教育那些未
充分服務的群體提高金融意識，從而推動線上
互動。這意味著保險公司不僅需要關注最不可
能瞭解死亡保險價值的群體，而且還要關注那
些從複雜產品中受益的群體，他們對產品信心
的增強可能會使線上服務更易被接受。如今，
客戶對透明度、業務便利性、交易即時性和超
個人化體驗的期望有所提高，因此保險公司應
當加強其在疫情期間根據需要開展的數位創新，
以保持數位轉型趨勢並充分發揮其價值。

提高利率可能會使壽險公司成為更具吸引力的
併購目標，原因在於預期收益率的提升有助於
推高產品定價和盈利能力。事實上，出售傳統
壽險業務或將繼續推動某些壽險公司從保護型
服務提供者轉變為收費型資產收集者、管理人
和員工福利銷售商。許多保險公司（包括私募
股權投資的某些保險公司）也在尋求通過流動
性較低、收益率較高且風險性較高的資產來提

高其所收購業務的資產收益率。29上市壽險公
司的某些收購機會可能會因貨幣貶值導致其股
價下跌而受到影響。但私募股權所投資的保險
公司需要收購多項業務（包括再保險業務）才
能維持增長，因此並併購市場可能仍將保持 

活躍。

在2023年，保險公司應審慎考慮收益率波動問
題。例如，隨著客戶開始尋求更高回報，如果
現有投資組合的收益率低於另類投資，保險公
司或將面臨客戶流失或退保的局面。30這可能導
致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管理能力受到更多關注
並且面臨更大壓力。

通貨膨脹對於壽險公司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
定限度內的通貨膨脹可以提高投資收益率以及
年金和其他利率敏感性資產的利差，從而促進
相關產品的銷售。31然而，營運、勞動力和管
理成本的上升可能會對收益造成壓力。例如，
加拿大Manulife Financial Corp正在透過增加保
費來抵消通貨膨脹上升至30年來最高水準所帶
來的成本上漲。32預計通貨膨脹將對新興市場造
成最大壓力，但也可能對英國、歐盟和美國產
生重大影響。33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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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險公司：在動態變化中尋求創新

團險仍然在北美市場有其顯著地增長機會。在
與保險業高階主管的訪談中發現，雖然壽命損
失率和短期殘障發生率仍在上升，但目前似
乎正在隨著疫情嚴重程度的下降而逐漸恢復到
疫情前水準。34牙科索賠在疫情高峰期有所減 

少，如今也在隨著公眾恢復封鎖前的生活而回
歸正常。35

隨著整個行業指標開始趨於穩定，保險公司可
能需要著手應對新興挑戰，例如發掘新的可持
續成長領域並成為其競爭優勢，以及滿足多世
代企業員工的多元性與不斷變化的福利期望。

尋求長期有機式成長的保險公司可以考慮著手
規劃如何規劃更全面的員工福利，和日益增長
的需求。面對如此多元化的區隔市場，保險公
司可能需要摒棄傳統的「一體適用」計畫，轉
而提供涵蓋醫療、財富和健康的全面生活體驗，
而非針對每個細分市場的獨立服務或保單。

為開發多元化的投資組合，許多保險公司開始
與其他服務提供者和協力廠商建立合作關係。
他們彼此間應先消除團體銷售流程中不同參與
者之間可能的摩擦點。保險公司可以基於雇主
資料與員工資訊的結合來打造個性化體驗和定
制化產品，以此説明擴大員工福利範圍並建立

員工長期忠誠度。36例如，美國Guardian Life

正與Noyo和Ideon等保險科技公司合作，推動
保險公司與其他合作夥伴之間的互相交流來實
現資料交換標準化。37

開發「即服務(as a service)」解決方案是團險
公司可以嘗試探索的新潛在領域。例如，美國
紐澤西州、麻薩諸塞州和康乃狄克州等州正強
制要求雇主提供帶薪家庭假和醫療假。38雖然
此前掌握美國各州法規定中的細微差別可能僅
對大型跨國企業構成影響，但如今對於那些虛
擬環境中營運並且擁有多國籍員工的小型企業
也產生了影響。39

對此，團險公司可以幫助不同的企業規模的管
理零散的休假規定，創造新的收入來源並提高
競爭優勢。

此外，配銷部門對於更進一步的創新開發壓力
可能日益增強。如今，保險經紀人愈發希望保
險公司利用數位化和虛擬技術能力開展業務活
動以提高工作效率。40隨著技術能力不斷增強，
保險公司應與經紀人和企業共用更多資料，以
設計完善的福利計畫，幫助員工實現健康生活，
同時降低理賠成本。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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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展望：人才爭奪加劇，
保險公司應重塑職場文化

在疫情期間被迫實施的遠端工作引發了員工期
望的重大變化，並且顛覆了許多傳統的招聘模
式（圖3）。如今，員工愈發傾向於思考工作的
品質、彈性和相關性、職涯、財務健康狀況以
及職場包容性等方面，並且據此作為入職、離
職和任職期限的考量因素。

這種情況並非僅出現在保險業，但是勞動力老
化41和保守的企業文化42將會導致保險公司在與
同行和其他新型產業競爭優秀人才的過程中，
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思維和企業文化的轉變可能有助
於吸引和保留人才
2023年，保險公司可能會在填補人才缺口和留
才方面遇到挑戰，需要進行企業文化變革以提
高吸引求職人（圖4）。

資料來源：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DEI

靈活性

工作狀況

薪酬福利

企業社會責任

帶薪休假
個人承諾支持

角色與職責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工資
保險  
退休金

加分
條件

雇主對多元化、
公平性和包容性
承諾的實踐情況

工作地點、
時間、內容

全面計畫；
短期和長期
財務需求

動態的職涯
規劃，明確
的晉升路徑

DEI
水準

財務健康
狀況

靈活性 職業發展

必要項目

圖3

員工求職條件從原本的「加分」項目轉變為「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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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4

企業文化轉型催生理想工作體驗

靈活性

領導層干預

廣泛徵才新員工適應性

培訓/技能提升

職業自豪感
滿足部門/個人需求

有效開展變革管理

建立多元化員工隊伍

讓員工為自己的工作和公司感
到自豪

在工作時間開展培訓以鼓勵員
工參與

採取新的管理和指導方法以保
留人才

打造具有吸
引力的文化

資料來源：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重要員工每天現場辦公

現場辦公為主
（3天或以上）

完全遠程辦公

遠程辦公為主（現場辦公
不超過2天）

圖5

保險公司正在不同的未來工作模式之間尋找最佳平衡點

線下 線上

混合/線下 混合/線上

雖然封城和隔離措施催生了遠距辦公，保險公
司也做出了快速反應，但是這種情況已經到達
了一個轉折點，保險公司可能需要決定應當保 

留、改變和摒棄哪些工作的要素。

許多保險公司仍處於測試和學習階段，剖析每
種工作模式的細微差別以評估其在某種情況下
的適用性（圖5），同時瞭解員工期望。這可
能不是一勞永逸的策略 ，而是一個長期不斷的 

過程。43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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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司主管，我們深知員工輔導對於人才培養至關重要。優秀的輔導者通常會與員工面對面建
立信任和聯繫。但是新冠疫情已經證明，許多工作在遠端處理時更有成效。因此，管理層需要深
入瞭解員工的工作以及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的因素，並且據此設計混合辦公模式。”

– Brigid Pelino，加拿產險公司Definity資深VP兼人資負責人

“許多公司的高階主管都在沿襲非常傳統的職涯發展道路，可能無法理解員工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期
望，我們需要幫助高階主管做好准備，培養這些主管讓其在新的工作環境中發揮帶頭作用。”

— Sonia Boyle，加拿大Gore Mutual Insurance人資長

隨著不斷變化的勞動力概念從理論轉化為實 

踐，管理層需要利用相關工具幫助員工做好變
革準備，而這可能需要轉變企業文化。從人才
吸引和留才的角度來看，僅僅為了重返辦公室
而要求員工現場辦公可能不再可行，因此闡明
員工之間面對面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益處和
team building至關重要。

隨著潛在人才資源日益稀缺以及工作場所界限
逐漸消失，保險公司可能需要調整招募和吸引

新員工的方式。44對於可以進行線上工作的職
能部門，保險公司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挖掘優秀
人才，同時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員工隊伍。那些
準備重返職場的全職父母、退休人員、臨時工
等都屬於未被充分開發的勞動力資源。蘇黎世
保險（Zurich UK）啟動了一項兼職工作計畫增
加儲備人才，自該計劃啟動以來，申請人數增
加了三分之二以上，已有眾多在職父母、護理
人員和擁有多重職業或其他興趣愛好的人從中
受益。45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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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以長遠眼光展開招聘工作⸺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並對其進行在職培訓，以幫助其在企業
中成長。隨著年輕人口不斷減少，企業可以透過調整工作時間和實行彈性工作制來吸引女性、退
休人員、自由工作者和其他人才。”

— Jana Fallon，日本保誠人壽（Prudential Japan）員工及行政人員考核VP

此外，保險公司可調整職位描述，透過更加廣
泛的技能導向型招聘開闢全新人才管道。疫情
期間被解雇的許多空服員在香港蓬勃發展的保
險行業中找到了新職業⸺由於有禮儀培訓並
且擁有與客戶面對面交流的經驗，多家大型保
險公司向他們發出展開雙臂。46

保險公司可能需要開展文化轉型以吸引其他行
業的人才，這在遠距工作環境中會將更具挑戰
性。就此而言，保險公司可採用全新的管理、
指導和培訓47方法以幫助新員工融入公司（不
僅是在工作方面）。48

雖然擴大人才招聘範圍對於保險公司百利而無  
 一害，但行業界限的消失可能導致人才流失成
為整個行業更大的痛點。

瞭解並滿足現有員工不斷變化的需求對於企
業而言至關重要。林肯金融集團（L inco ln 

Financial Group）近期開展的一項員工調查顯
示，大多數受訪員工仍然希望實現職涯發展目
標。然而，許多受訪員工表示，面對家庭和工
作的雙重壓力，他們很難抽出時間來專注於自
身發展。有鑑於此，林肯金融集團提供了便捷
的學習機會，以此幫助員工利用工作時間實現
自我提升和職業進步。49

在員工獲得相關技能後，企業可根據其所具備
的技能水準，為其重新匹配職業發展道路和發
展模式。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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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十分注重給予員工認可（特別是在混合型工作環境中）⸺根據員工回饋，他們非常希望能
獲得肯定，並為此慶祝。”

— Jen Warne，林肯金融集團人資長

大多數員工也希望能在可以激發自身積極性
和自豪感的企業工作。今年初，Gore Mutual 

Insurance圍繞其企業文化推出了一個目標框架
「向善、行善、揚善」（be good， do good， 

and spread good），這三個支柱分別為擁抱
健康、多元化與包容性，卓越的客戶體驗以及
社會投資和ESG。50

鑒於各地區和各行業的界限變得愈發模糊，員
工期望不斷變化以及支持所有工作環境的數位
化持續加快，未來的人才對話可能會涉及轉變
思維模式和企業文化⸺不僅需要吸納新型人
才，而且需要通過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工作環境
來滿足長期職業發展需求以保留現有員工。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16

數位科技展望：科技創新實現新
價值

疫情期間，大多數保險公司被迫加快了數位化，
幾乎一夜之間轉向了遠距辦公和線上互動模式。
雖然技術轉型通常側重於在提高企業內部效率
和加快產品的上市速度，但許多保險公司已將
關注重點轉向改善客戶體驗以及增強資料和分
析能力。51保險公司2023年及以後的技術目標
應為充分實現技術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益，提高
敏捷性、創新性和客戶中心意識。

保險公司大多採取漸進的方式實現數位現代化
⸺分別按系統、功能、app應用程式等進行改
造。52保險公司主要出於短期預算和可行性考
慮做出投資決策，而非希望通過改善客戶體驗
來保持長期競爭力。53

因此，保險公司應調整將IT基礎設施轉型計畫
的決策權，從業務部門主管與資訊長CIO和技術
長CTO的合作推進計畫。保險公司應根據其在

客戶細分、產品支援和增值服務方面的競爭優
勢調整技術策略和投資，促進可持續成長和提
高盈利能力。

保險科技公司正從兩個方面加速技術轉型。第
一，以客戶為中心發展服務的保險科技公司導
致傳統保險公司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第二，
保險科技公司針對承保、理賠、線上配銷平臺
以及其他面向客戶的功能提供的解決方案已使
許多保險公司從中受益。54

2021年，保險科技投資強勁增長，達到創紀錄
的172億美元，僅略低於前四年的總和（圖6），
這主要得益於數位化解決方案方面的需求在疫
情期間不斷上升以及更加成熟的新創公司尋求
擴大規模。2022年上半年，投資有所減弱，但
是46.4億美元的投資金額（截至7月1日）僅低
於2019，2020年的全年投資總額。55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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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Venture Scanner，資料截至2022年7月1日；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6

儘管2022年上半年保險科技投資大幅放緩，但仍可能達到史上第二高
的紀錄
按類別和年度劃分的保險科技投資（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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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保險公司應致力提高資料管理和分
析的成熟度。許多保險公司仍將資料視為需要
管理的基礎架構，而非可以協助企業深入瞭解
客戶需求和偏好的資產。

Deloitte金融服務研究中心的全球調查和資料
長(CDO)訪談顯示，「升級到更全面的資料管
理系統並且授權不同部門和業務團隊合作處
理資料，可以説明保險公司利用資料和分析
計畫來加速創新、提高競爭優勢以及保持盈利 

增長。」56

此外，保險公司可以採用低代碼/無代碼(Low-

Code / No-Code)平臺⸺允許開發人員拖放和

集成應用程式元件的視覺化軟體發展程式，也
被稱為應用程式開發民主化。57這些平臺可以
透過點擊（而非人工編碼）來加速和簡化軟體 

發展。

保險公司的資訊長和技術長應考慮利用這些替
代開發平臺創建客製化應用程式以降低風險和
成本。此舉可以説明保險公司加速創新，同
時增強自動化能力。例如，美國保險公司XN 

Worldwide Insurance利用CoverGo的無代碼平
臺強化數位轉型，並加快產品上市速度以提高
客戶滿意度。58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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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應利用技術將優先事項從內部核心考
慮因素轉變為外部關注的客戶導向計畫。秉持
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實現持續調整和創新的
服務，提供更加全面的風險管理和諮詢服務，
而非像過去一樣只是強調交易風險轉移和賠償。

保險公司應利用雲端技術能力加
速以客戶為中心轉變
上雲可能是保險公司在過去幾年中最重要的技
術實施計畫，因為其對整個價值鏈都會產生潛
在影響。保險公司花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將資
料、系統和應用程式遷移至雲端，這為各部門
和業務的功能升級奠定了基礎。許多保險公司
已經開始建立可以構建、配置和運行各個應用
程式的雲原生平台。

然而，除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之外，許多保險
公司仍在努力挖掘雲端技術可以帶來的商業價
值。這通常是因為部分傳統技術和非雲原生應
用程式的互通混合作業系統存在形成了限制。59

為實現雲端技術的全部潛力，保險公司應將雲
原生平台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 

身。上雲只是持續轉型的開始，未來將會涉及
更多資料、系統和流程。然而，儘管許多保險
公司可能已經部署了雲基礎設施，但是他們仍
然習慣採用舊系統中的獨立處理業務方式。這
可能會限制他們充分利用雲端以及新營運試驗、
創新和轉型的能力。

雲端技術應被視為促進因素，就像電力系統一
樣⸺人們通常不會關注為燈泡供電的過程，

而是專注於改進照明系統。雲端技術應當置於
後臺，以此推進更具變革性的轉型，支援跨功
能相容性以及提高系統和應用程式之間的協 

調性。

雖然傳統架構也有可能提供互通性，但是基於
雲端模組化架構和API能夠以隨即使用的方式
集成各種系統，通過這種方式或許更易實現互 

通性。

此外，雲端技術可以幫助保險公司增強數位化
能力，並且通過跨功能應用程式和資料分析加
深對投保人需求和偏好的理解，從而改善客戶
體驗。

然而，儘管大多數保險公司已經開始通過雲端
推動營運現代化，但是許多保險公司仍然不確
定如何在雲端有效整合所有資料、應用程式和
系統。因此，產業雲(industry cloud)解決方案
應運而生，此類解決方案可以運用於承保、保
單管理、索賠和其他保險價值鏈環節，並疊加
在超大規模企業提供的通用平臺上。

Deloitte在The Industry Cloud Opportunity報
告中指出：「產業雲可以增強組織的變革能力，
其預配置功能可以啟動數位轉型，而來自生態
系統合作夥伴的持續投資可以幫助用戶提高靈
活性、穩定性、可擴展性和可選擇性。」60該報
告補充說，產業雲可以「確保組織在競爭激烈
的技術人才環境中將時間、精力和資源集中在
最關鍵的策略事務上」 。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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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許多保險公司已經將核心系統遷移至雲
端，他們面臨的下一個挑戰可能是利用其業務
特定的雲端應用程式進行微調。在此方面，產
業雲供應商將會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可以創建
API層，使得在各細部領域的共用雲端變得更加
容易使用。

如圖7所示，雲原生架構可能不會圍繞中央核心
系統運作。核心系統本身只是集成前臺和後臺
元素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這些應用程式應當
能夠在雲端和諧共存，共用資料並相互提供無
縫支援。

資料來源：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7

保險公司的雲原生架構包括哪些組成部分？
能夠隨手即用應用程式的模組化架構可以推動創新和差異化

雲原生系統的潛在優勢

底層雲基礎設施

行業雲層

• 核心系統成為雲原生平台生態系統的一部分

• 應用程式採用模組化結構，以便於隨時即用或者根  
  據需要進行替換

• 來自多個內部和外部來源的資料在使用點進行資料 
   流，以便於在應用程式之間使用和共用

• 產業雲供應商將基礎平臺情境化，用於保險特定用途

• 容易添加自訂功能的API層使得雲端變得更加便利

• 超大規模企業在更安全的環境中提供底層雲基礎設施

承保

客戶關係管理資料和分析 分銷系統

保單管理

核心系統 理賠平臺

人工智慧與
機器學習

應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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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雲端基礎架構亦可增強不同應用系統 

（如人工智慧和進階分析）的可用性和有效
性。若將這些功能作為新增技術功能的一部分 

（而非獨立系統）嵌入雲端，其將變得更加易
用。正如Deloitte另一份報告State of AI in the 

enterprise， 2nd edition所述：「依靠雲端服
務平臺，挖掘並發揮人工智慧的潛力並非難事，
可實現前期投資最小化，同時無需較高的內部
專業要求。」61

保險公司還應考慮影響雲端技術實施的地理因
素，尤其是監管差異。例如，歐盟制定了《通
用資料保護條例》，具體規定了公司應當如何
處理和保護在雲平臺上託管的歐盟公民資料。
62因此，在應用雲端方案之前，保險公司（尤
其是跨國保險公司）還應考慮世界各地的相關
資料儲存法律規範。

雲轉型旅程的下一階段是將剩餘的系統和產業
特定功能遷移至雲端並提高其互通性，這可能
需要時間來實現。但是保險公司應當已經採取
措施克服阻礙雲端基礎架構充分發揮潛力的遺
留障礙，以此增強系統功能並且提高資料的可
訪問性和可操作性。然後，他們可以利用雲技
術推動創新、增長和差異化。

然而，隨著保險公司繼續針對雲端上下的基礎
設施和資料管理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其應思

考相關問題並且建立相關能力，以與IT、風險
和法遵、業務和其他部門的利益相關者合作，
應對日益頻繁的網路安全攻擊以及不斷增加的
全球隱私法規。

例如，資料將存儲在哪個地理位置？是否針對
訪問申請和管理制定了適當的控制措施？雲端
服務供應商如何保護資料？如何監控、管理和
授權訪問？保險公司如何在數位資產從創建到
處置的整個生命週期追蹤該等資產？隨著保險
公司越來越多地採用公共雲平臺，這些考慮因
素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

“我們正在解構業務中的許多系統。這涉及
到從各種單體的大型架構中分離資料和功
能，然後使用雲原生技術將其融入微型服務
。為了真正實現業務轉型，我們不僅要拆分
傳統技術，還要改變員工以往的工作方式。
構建未來並非易事，但卻勢在必行，這樣才
能推動我們提供最優客戶體驗。”

— Bob Bastian，保德信金融集團（Prudential 
Financial）全球數位資訊長 

兼美國退休和保險業務資訊長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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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展望：以ESG打造保險產
業競爭優勢

世界各地的許多保險公司已採取措施設置組
織架構，以應對ESG問題帶來的眾多挑戰。某
些保險公司任命了永續長或相關負責人員，負
責領導發布報告、法遵和制定氣候風險減緩計
畫。63ESG工作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變得簡單，因
為每項要素都會帶來棘手的經濟、法律和聲譽 

風險。

保險公司如何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應對利害關
係人（包括監管機構、評級機構、可持續發展
評估公司、投資者和公司員工）日益嚴格的要
求，將可能會決定他們能否堅持更高的標準，64

在這種情況下，ESG工作對社會的影響可能與
傳統財務報表一樣重要。

截至目前為止，大多數保險公司被動地應對不
斷提高資料和統計要求的工作，而非主動尋找
機會，推動ESG計畫成為其上市戰略和企業文

化的差異化要素。除此之外，他們也僅止於滿
足監管要求和加強企業風險管理，而不是透過
創新確立自身企業在ESG領域的領導地位。

對保險公司的評估可能不僅需要考慮其在年度
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制定的計畫，還要考慮他們
的實際措施如何：1）限制氣候變化和其他新興
系統性環境風險65的影響，同時從源頭解決碳排
放問題；2）推動領導層和員工團隊多元化；3）
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包容性；4）增強治理結構的
透明度和當責制。

雖然暫時性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可能會影響上述
目標在全球或區域範圍內的實現情況，但保險
公司可通過策略規劃、投資重點和預算決策中
融入此等目標來提高其在社會意識日益增強的
經濟中的聲譽和競爭地位。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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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公司而言，制定可持續發展計畫不再是差異化因素，而是客戶和員工的期望。作為一
家全球特許經營企業，我們將在向淨零排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有鑑於此，任命永續長至關
重要，如果其在企業中能身處高位並具有商業思維，則將產生最大成效。永續長需要充當不同業
務之間的指揮者，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變化情況。”

— Sarah Chapman，宏利人壽全球永續長66

產品創新和風險轉移型產品的開
發可能是緩解氣候風險的關鍵
世界各國領導人正在圍繞在十年內將碳排放量
減少一半的目標而攜手努力，力求將全球升溫
幅度控制在1.5攝氏度這一重要臨界點以下。67

《巴黎協定》呼籲到2040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特別是煤炭。68

作為碳密集型行業的承保人和機構投資者，保
險公司正處於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風口浪尖。

首先，由於未來可能出現更多創新成果助力推
進淨零排放，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調整現有政策
和開發新的風險轉移型產品來幫助緩解氣候風
險。例如，產險公司可以對使用可持續建築材
料改造房屋進行承保，而車險公司可以提供保
費折扣以推動電動汽車的使用。69保險公司還可
以推出新的保險和服務，減輕新興替代能源行
業以及傳統生產商在向可持續能源過渡的過程
中面臨的物理和過渡期風險。70

從社會和商業角度來看，以上措施可能具有可
行性，據瑞士再保險（Swiss Re）在《SONAR 

2020洞察》報告中預測，到2050年，碳捕捉與
封存等新興技術有可能發展到與當今油氣行業
相媲美的規模。71

許多歐洲保險公司繼續透過其承保業務和投資
組合引領保險行業限制碳排放的工作。英傑華
集團（Aviva）宣佈其為第一家到2040年實現
淨零排放的大型保險公司，並且其為從煤或其
他非傳統化石燃料（如焦油沙或油葉岩）中獲
得5%以上收入的公司設定了剝離和停止承保
業務的時間表，除非該等公司加入科學基礎
碳目標倡議(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72

許多歐洲保險公司也與其他公司聯手，從源頭
上解決氣候風險並且加強對氣候轉型計畫的審
查。73例如，多家歐洲保險公司選擇加入淨零保
險聯盟，該聯盟隸屬於聯合國，彙集了世界各
地的保險公司，他們將在向碳中和經濟過渡以
及探索承保業務碳排放量衡量方法和創新減排
方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74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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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通過行銷和相關部門推廣氣候風險緩解產品和風險管理服務

測試客戶對新產品和風險管理要求的偏好
探索轉型挑戰
針對員工進行氣候知識培訓

提供風險諮詢服務，説明客戶深入瞭解氣候風險並改進
相關緩解方法

開發新的風險轉移產品，推動資本流向綠色解決方案

支持碳密集型資產的退役

針對減少氣候責任和環境訴訟制定解決方案

氣候風險減緩
通過降低保費推動投保人發展去碳工作

針對低碳技術和新創公司提供客製化保險

建立意識

採取激勵措施

擴展風險緩解服務

圖8

保險公司如何加速降低氣候風險？

雖然美國的保險公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一直
致力於採取緩解和適應措施以限制氣候風險的
影響，但是他們在解決溫室氣體的潛在來源和
相關能源轉型風險方面普遍落後于歐洲同行。
這可能是由於美國監管工作較為滯後以及國內
政治環境不太有利。75但是，利害關係人不斷
提高的要求促使美國保險公司更加關注限制氣
候風險的來源，而不僅是氣候風險的影響。 

保險公司應當考慮採取一些措施來加速緩解整
個價值鏈的氣候風險（圖8），包括推出新產 

品、服務和保費激勵措施，提高意識以及擴展
風險管理服務。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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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需要針對多元化、公平
性和包容性（DEI）議題付諸 
行動
有些產業協會和保險公司正在集結多方力量，
應對引起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

例如，美國人壽保險協會制定了經濟賦權和種
族平等計畫，該計畫強調保險行業應將多元化
和包容性視為優先事項並且採取以下措施：1）
擴大服務不足的市場獲得可負擔財務保障的機
會，2）推動公司內部和董事會的多元化和包容
性，3）通過金融教育加強經濟賦權，4）擴大
對服務不足群體的投資。76

強調行動勝於空談的外部壓力也在增加。美
國監理官協會NAIC（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成立了種族和保險
特別（執行）委員會，以幫助監管機構追蹤DEI

工作進展並敦促保險公司採取更多行動。77

雖然許多保險公司正在採取措施推動員工多元
化，但是整個行業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尤其是
在高階主管層面。

多元種族和民族群體在保險業初階員工中約占
24%，但是在高級管理人員中僅占8%。雖然初
階員工中的女性比例較高（約57%），但其中
只有12%屬於多元種族和民族群體。高階主管
中的女性比例僅為18%，向CEO彙報工作的女
性高階主管，僅3%屬於多元種族和民族群體。78

保險公司應當考慮透過內部行動推進DEI工作 

（圖9）。

保險公司可以將現有計劃推進多元種族和民
族群體的招聘工作。例如，美國財產保險協會
(APCIA)與多家保險公司合作創建了美國保險學
徒制，旨在吸引、培養年輕員工以及來自服務
不足群體的人員。79該計畫是在「女性與多元 

化：擴大保險行業就業機會（W o m e n  & 

Divers i ty :  Expanding Opportuni t ies  in 

Insurance）」的第一次會議上公佈。80

黑人保險聯合會（Black Insurance Industry 

Collective）是隸屬於The Institutes的非營利組
織，於2020年成立，旨在加速黑人保險專業人
員的晉升並提高黑人領導者在高階主管層的代
表性。81此外，UNI Europa Finance與歐洲保險
公司發佈聯合聲明，「確保員工受到尊重和平
等對待，不受性別、年齡、殘疾等因素的影響，
包括彩虹群體（LGBTQIA+）、跨性別和雙性別
員工」。82

有效的公司治理應提高透明度
世界經濟論壇(WEF)圍繞四個相互依存的支柱 

（人類、地球、繁榮和治理原則）提出了21個
核心指標和34個擴展指標。83在氣候風險方面，
保險公司需要採納並且在三年內全面落實氣候
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工作的建議，揭露符合《巴
黎協定》要求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在人力資
本方面，保險公司可以按年齡、種族、性別和
其他多元化指標揭露勞動力人口統計資料。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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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永續金融規範》（歐盟及聯合國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組成部分）旨在提高金融市
場參與者提出的可持續發展主張的透明度，並
改善可持續投資產品市場。歐盟希望藉由該條
例的實施在未來十年內推動約1兆歐元的綠色
投資，解決金融市場參與者氣候相關資訊揭露
不一致的問題，並增強可持續產品供應商的競 

爭力。84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還提議揭露範疇1、
範疇2、範疇3溫室氣體排放量，同時建議保險
公司確立氣候風險管理團隊的領導地位，以提
供監督和指導並且發展一致性和透明性的公開
交流。85

資料來源：Deloitte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圖9

保險公司如何提高社會公平在企業文化中的重要性？

員工/客戶多元化
• 產品/服務滿足未開發客戶群體的需求，例如低
  收入群體、女性群體等
• 在招聘工作中根據種族、性別認同、民族、國
   籍、年齡等挖掘少數群體

機會獲取
• 授權執行
• 整合不同團隊的想法
• 推動跨團隊溝通

領導層結構
• 提高少數群體在領導職位中的代表性
• 通過培訓和指導培養未來領導者

打破偏見
• 意識提升計畫/培訓，打破職場刻板印象

• 尊重並平等對待所有員工，鼓勵充分參與和貢獻

包容態度
• 歡迎、重視並支持所有利害關係人
• 鼓勵通過語言和行動建立職場同盟

關係

組織文化
• 任命多元長(Chief Diversity Officer)，並為其

提供資源和授權
• 在業務運營中考慮DEI問題

• 關注結果
• 建立正式、統一的當責制

社會公平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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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構要求針對ESG領域加強人力資本的措施。我們從提升企業價值的角度評估ESG評級機構
的要求，通過規範相關規定以及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評估標准減輕保險公司的負擔是必要的。”

— Ryosuke Fukushima，日本郵政保險Kampo永續發展部門負責人

“永續發展是每個人的責任。我們應當推動公司成為ESG倡導者為目標。為此，我們啟動了ESG知
識培訓計畫……同時，自上而下的治理方法也非常重要。我們需要建立永續發展治理委員會，並
且以圍繞著ESG策略、戰術和流程，制定明確的章程。此外，我們應當維持正在進行和已完成的
工作透明度，確保結果可衡量和可實現，而不僅是出於監管目的。”

— Francis Hyatt， 美國利寶互助保險公司（Liberty Mutual）永續長

雖然外部ESG評級機構針對保險公司的行動和
進展提供了一些經過外部審查的資訊，但是隨
著報告責任不斷增加，大量的資料請求和行為
審查或將導致小型保險公司的永續發展團隊不
堪重負，無法發揮更具戰略性的作用。因此，
保險公司應當考慮為永續長提供更多資源（包
括直系下屬和在整個公司層面進行ESG工作聯
絡人員），同時將永續發展基準納入確定薪酬
和晉升時的績效評估以加強當責制。86

但是問題在於，保險公司認為ESG報告機構的
要求缺乏標準性，往往會導致工作重複和資源
浪費。87因此，保險公司應當致力於提高此類
評估的一致性，並與其他行業合作確定通用的
報告語言以及國際永續發展標準。從內部層面
來看，保險公司應當整合最新技術工具，實現
ESG資料收集自動化並提高報告效率。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27

併購展望：經濟不確定性導致併
購活動趨緩

2021年，全球併購活動依然強勁，保險行業完
成了418筆交易，高於2020年的407筆。88然 

而，由於經濟不確定性揮之不去，89涉及保險承
保人的併購活動在2022年第一季有所放緩，共發
生30筆交易，總價值為120.9億美元90�而2021

年第一季共發生46筆交易，總價值為227.2億
美元。91

涉及保險代理人和經紀人的交易數量在2022年
上半年上升至427筆，相比去年同期增長16%，
相比上半年的五年平均水準高出13%，原因在
於經紀人將目光轉向了傳統併購目標之外。92

相比保險公司，經紀人通常更有可能尋求收購、
擴大規模和出售業務，因此匯集機構和私募股
權公司仍然是最活躍的併購活動參與者。93此 

外，中小型市場參與者最有可能進行整合，因
為他們在與保險公司打交道時通常議價能力較
低，並且缺乏可以支援多元化市場需求的人才。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和
不確定性將導致跨境交易數量有所下降，從而
使得2022年的預測更具挑戰性。

持續的高通膨正在擠壓產險公司的盈利能力，
這可能會促使更多保險公司通過併購向非標準
的領域擴張。94基於相同原因，未來的併購活
動可能會繼續由私募股權投資者和策略投資人

都在瞄準的管理型總代理(MGA)模式，因為管
理型總代理通常會實現利潤率提升且對保險生
態系統具有深入影響。

就壽險領域而言，預計所有地區的參與者都將
繼續出售非核心業務，以便重新分配資金，彌
補核心產品供應的缺口或升級技術能力。95此 

外，波動的市場正在推動出售變額年金等與市
場掛鉤的資產。保誠以22億美元的價格向再保
險公司Fortitude Re出售了310億美元的傳統
變額年金，以降低其投資組合的風險。96私募
股權支持的匯集機構正在加大壽險業務投資力 

度，以擴大其資產管理規模。例如，2021年7

月，黑石集團宣佈以28億美元收購美國Allstate

的壽險業務部門97，並與AIG建立策略合作關
係，以22億美元收購其壽險和退休業務9.9%的 

股權。98

儘管相關投資有所放緩，但是保險科技公司可
能仍會作為投資工具、合作夥伴和收購對象而
受到追捧。面臨數位科技挑戰的壽險公司可能
會尋求收購保險科技公司或者與其開展合作以
加快數位化。2022年4月，慕尼黑再保險公司
同意收購醫療資訊檢索公司Clareto，以此強化
壽險承保流程。99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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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特別是在如此動盪的經濟環境下，保
險公司應以策略的角度建構最為有利的市場、
產品和客戶的投資組合，並且重新配置，來重
新部署資本。

除了收購或出售之外，無機式成長還可能包括
其他形式的合作。例如，由於數位轉型從加分
條件轉變為必要執行，保險公司可以考慮保險
業以外的合作和收購機會，以此創建解決方案
平臺。這可能會促使具有資料分析能力的金融
服務和科技巨頭對於與保險公司合作以擴大市
場份額產生興趣或重燃興趣。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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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展望：IFRS 17新會計準則於
2023年啟動

上市保險公司的財務管理人員花費了五年時間
來為新會計準則（涵蓋壽險和年金等長期合約）
的實施做準備。根據韋萊韜悅（WTW）對來自
50個國家的312家保險公司的調查，保險業可
能會投入150億至200億美元用於推進財務轉型
計畫以適應相關制度。100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IFRS 17）》將於
2023年1月1日生效，其決定了保險合約資產和
負債在資產負債表上的列示方式。101雖然美國
是少數沒有採用IFRS 17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
保險公司需要遵循類似於IFRS 17的美國通用會
計準則⸺《長期合約會計核算的針對性改進》
（LDTI）（由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該準
則的生效時間與IFRS 17相同。102因此，擁有美
國和全球業務的保險公司不得不同時應對兩項
準則的實施。

截至目前為止，保險公司應已完成了大部分的
準備工作。在今年第四季測試期間和2023年1

月1日生效之後可能還需要再進行調整，但是相
關技術和流程基礎設施已經部署完成。目前，
保險公司應當專注於收集資料和資訊，以解決

聯邦和州監管機構、評級和股票分析師以及其
他外部利害關係人針對會計變更的執行和影響
提出的問題。

此外，更新後的標準顯著加強了精算師、會計
師以及財務規劃和分析專業人員之間的協作。
保險公司應當考慮對其財務營運模式、組織結
構和人才模式，進行必要的變更，確保有效執
行更新後的標準流程。

雖然IFRS 17和LDTI已使金融體系發生重大變 

革，但是這些投資也應為推動更全面、更主動
的轉型計畫奠定基礎。2023年，保險公司應將
注意力從滿足監管法遵要求轉向增強資料管理
和利用能力，以獲得更深入的洞見分析並提升
績效。

例如，許多保險公司將其分類帳遷移至雲端，
以便於收集和報告資料，然而保險公司面臨的
後續挑戰，可能需要利用進階分析和人工智慧
技術，增強企業資料對於創新和增長的推動 

作用。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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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7也將於2025年1月開始對非上市保險公
司（例如互助保險公司和私募股權公司支持的
保險公司）生效。這些保險公司可以從上市公
司的IFRS/LDTI實施準備過程中汲取相關經驗。
隨著上市公司的準備工作接近尾聲，非上市保
險公司應當開始招募訓練有素且經驗豐富的專
業人才，為其提供財務轉型和監管實施方面的
指導。

展望未來，財務部門面臨的下一個重大挑戰可
能是ESG資訊需求不斷增加，包括承保和投資
帶來的氣候風險，人員配置和領導層的多元化
和包容性以及保險可用性和定價方面的財務公
平性。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私營機構等都會要求獲
取更多資料。但與會計變更不同的是，各國以
及ESG評估公司之間缺乏統一標準，因此往往
會導致重複工作、造成混亂局面並且帶來額外
的時間和成本。

保險公司稅務領導者下一步應如
何採取行動？
展望未來，保險公司稅務部門應當保持警惕，
並為全球稅制改革（例如OECD提出的支柱1和
支柱2）帶來的不確定性做好準備。此外，美國
稅制改革可能需要與全球稅收變化同步一致。
具體而言，OECD支柱2引入了基於帳面收入的
全球最低稅，並進行了多項稅收調整。

保險公司稅務部門應當積極主動，儘早展開分
析和建模工作以評估潛在稅制改革的影響。鑒
於這些互相協調的全球變革的複雜性和重要 

性，可靠的稅收模型可能需要匯總最新的詳細
資料，其中許多資料目前可能無法收集和隨時
獲取。這些稅務複雜性趨勢和反復出現的稅務
人才缺口應當促使保險公司不斷評估其部門營
運模式。

此外，保險公司稅務部門應與業務部門保持緊
密聯繫，以便針對經濟不確定性和不斷變化的
市場格局所引發的法律和監管變革採取應對措
施。例如，保險公司應當密切監控利率上升對
於公司投資組合的影響，同時考慮稅務規劃機
遇和潛在投資損失的風險。

不確定性的另一個方面體現在加密貨幣的未來
稅收處理。投資數位資產市場或承保此類替代
貨幣的保險公司應當遵守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稅
收制度並且密切關注即將發生的法律和監管變
革，以此預測和管理加密貨幣價值大幅波動帶
來的稅務風險。

與此同時，由於許多保險公司已經制定了ESG

策略，他們或許可以借此機會評估其稅務足跡
和戰略並向客戶和監管機構闡明相關情況。保
險公司稅務部門應當密切關注正在規劃和實施
的業務措施，因為各國可能會繼續推出稅務相
關的ESG報告措施。

2023年保險產業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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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變革帶動企業轉型

未來一年和十年可能還會出現很多困難局面⸺
希望不會像新冠疫情那樣波及廣泛，但仍將極
具挑戰性。保險公司不應因此過於謹慎或採取
過度防禦，而應保持其在疫情期間所展現出的
企業家精神和進取心，靈活的營運轉型以適應
數位和虛擬經濟。

倘若保險公司可以在危機情況下迅速有效地進
行調整和創新，那麼還有什麼因素能夠阻礙他
們繼續前行？保險公司不應依賴疫情前的營運
和商業模式，而應不斷探索提供保障和服務客
戶的新方法，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勢，在快速發
展且更具社會意識的市場中不斷進步。

進行有效調整和創新的方法之一是保險公司更
加積極主動地與服務不足群體中的客戶和員工、
經理和高階主管合作。此外，還應控制嚴重依
賴化石燃料的全球經濟，加速向永續新能源 

轉型。

從內部看，許多保險公司已經投入鉅資，利用
新技術和數據改進傳統營運模式，同時提高員
工能力以充分使用升級的營運系統。從奠定新
基礎到發揮其潛力在未來幾年中可能仍然是一
項重大挑戰，需進行持續的關注與投資。

為開展面向未來的全面轉型，保險公司還應不
斷發展其文化基礎⸺從關注風險降低轉變為
強調風險承擔和更廣泛、更大膽的創新。

隨著社會、技術和全球經濟的發展不斷加快，
能夠跟上時代步伐並致力於實施變革的保險公
司或將在與適應速度較慢的傳統保險公司的競
爭中以及已經存在和尚未出現的新的行業形態
競爭中脫穎而出。

面臨重大抉擇: 全球保險業如何構築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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