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保險市場與監理發展趨勢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科技國際產學聯盟營運長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特聘教授 

財團法人安定基金10週年國際研討會 



大綱 

國際保險市場重要發展概況 

全球保險科技之發展 

國際保險監理趨勢 

監理科技（RegTech）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國際保險市場現況 
全球產壽險保費持續成長但放緩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全球壽險市場保費成長率 全球產險市場保費成長率 



國際保險市場重要發展 

1. 低利率與低投資報酬率成為保險公司經營挑戰 

2. 保險科技（Insurtech）的發展 

3. 高齡化社會導致壽險需求上升與保費收入成長 

4. 全球保險業的併購趨勢與大健康產業鏈結合 

5. 資料保護政策與資訊安全風險意識提升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保險價值鏈的裂解 
新型態保險出現 

 WEF預測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下，銀行業將最早
受到衝擊，保險業所受的衝擊最大。 

 保險業將成為金融科技生態系的驅動中心。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保險科技爆炸性成長 

CB Insight: Quarterly-Insurtech-Briefing-Q3-2018 

相較2012年InsurTech投資數已成長四倍 

KPMG統計2013-2016年保險科技投資件數已成長兩倍 

 PwC顯示投資保險科技的資金過去三年已激增至五倍 



Infoholic Research LLP保險科技未來展望報告: 

 2018年全球保險科技市場約5.33億美元（約台幣
162.6億元），到2023年將成長為近11.2億美元，
5年間將增加2倍，複合年均增長率（CAGR）16％。 

 亞太地區是最有潛力的保險科技市場，2018～
2020年會是成長高峰。 

Gartner顯示，全球前25大保險公司有64％已投資
保險科技，並預測2018年，全球將有80％保險業結
盟或併購保險科技公司來確保自身市場地位。 

 

 

 
 

 

 

全球保險科技成長趨勢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KPMG FINTECH100 

在2018 KPMG FINTECH100 
Leading 50中 
InsurTech相關佔10間 
 



Deloitte 2018 
保險業趨勢展望 

 1.壽險之銷售與核保流程改造： 
應用大數據分析，改善銷售與核保流程，發展數位醫療、用藥紀錄
及臉部分析的快速核保流程，以提升消費者體驗並降低成本。研究
發現投保完成率將由70%提高至90%。 

保險科技公司藉由網路銷售觸及年輕族群﹔透過收購或與保險科技
公司合作可加速商業模式之升級。 

2.產險之附加價值提升： 
智慧裝置已擴大應用於車輛及房屋，全自動駕駛車更是未來趨勢。
智慧裝置可於意外發生前提出警訊，降低理賠金額。透過智慧裝置
可提升保險附加價值，提高投保人忠誠度，更可蒐集數據優化服務。 

預計2020年全球將有1億名駕駛人投保車聯網UBI保險，2021年將有
6億個智慧家庭裝置。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Deloitte 2018 
保險業趨勢展望 

 3.資訊安全之法規遵循： 
金融服務產業資訊犯罪成本約美金182億元，居所有產業之冠。 

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也在全美推動保險公司必須指派資訊
安全長、明訂資訊保護政策並回報資安事件；國際保險監理官協
會(IAIS)考慮設定全球性的資安標準。 

為滿足當地及全球之法規，未來資安長及法遵長將投入更多時間
於資安議題。 

4.採用流程機器人(RPA)與認知技術(CI)： 
RPA能執行重複、有規則的工作(如：核保、保單行政及理賠)，
而CI則能偵測詐騙等異常事件。藉由導入RPA與CI，員工能擺脫
例行事務，轉而從事更複雜的工作，並提升生產力。 

保險業者應規劃長期人才轉型計畫並妥善管理數位化變革。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保險科技發展趨勢 
   

 保單設計由產品導向轉為客戶導向 

 新保險商品崛起:UBI保單、健康管理外溢保單 

 新型態保險通路:透過數位與網路平台銷售保險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輔助保險智能決策優化服務流程  

 透過雲端運算技術處理保險業大量資訊 

 物聯網(IoT)提供加值服務 

 區塊鏈精簡保單作業流程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AI已廣泛應用在FinTech產業 
（包含保險業、監理層面） 

Source: CB Insights 

目前AI技術廣泛被利用在各個領域的FinTech發展 



保險業的AI導入情況 

Gartner研究報告 

AI對保險產業是最具潛力與轉化型力量的新興科
技，雖然目前全球保險業者採用的比例不高，但
AI在5年內會成為保險產業的主流應用。 

保險業中最受關注且投資最多的AI應用階段包括: 

精進保險定價 

改善服務流程 

理賠更快速 

提高承保利潤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保險業的AI導入情況 

紅色代表高度關注，包括保險產品定價承保、服務理賠流程等 
黃色代表中度關注，包括銷售保險組合、營運的部分 
藍色代表目前使用較為少數且不成熟的部分，包含保單發予、行銷 



國際保險監理趨勢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於2017年指出，保險監
理機關目前應重視以下幾個趨勢： 

1. 掌握保險科技最新產品與商業模式調整監理架構 

2. 結構式監理：提供新創業者低監理密度、風險充分
控制的測試環境，讓保險科技創新業者能測試新型
態產品，並依照測試結果核准有限規範的執照 

3. 監管科技（Regtech）的運用 

4. 跨政府部門的溝通與政策協調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國際保險監理趨勢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於2018年年會： 

1. 針對退場損失與吸收能力將持續減緩系統性風險，
強化辨識G-SII重大系統性連結的發展 

2. 追蹤全球保險資本標準（ICS）的校準 

3. 持續發展保險業者網路資安風險監理 

4. 發展監管科技將創新機制納入作為監理工具 

5. 建立保險業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問題對策 

「未來監理將由清償能力擴及市場行為，為策略重點」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監理/法遵科技（Regtech） 
  

 對監理機關，監管科技是運用科技來增加監
理的效率與降低成本；對業者，法遵科技利
用新科技與分析方法提供遵循法令及監管的
有效解決方案。 

 發展法遵科技有助於監理機關提升監管效率，
也可幫助業者降低法令遵循與營運成本，對
監管者與業者都是雙贏產業。 

 
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產學聯盟營運長 王儷玲 17 



Regtech的興起 

近兩年全球在Regtech的投資量和案例都有顯著提升 
Source: KPMG, Pulse of Finte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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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s~2000s 

引入新技術來監
控和分析特定法
規或流程的風險。 

 

目前已發展成我
們熟悉的定量風
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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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s~現在 

RegTech 2.0幫助
公司遵循法規並
不斷改進其監督
方式。大多數
RegTech在應用上
是透過不斷改善
消費者保護和挑
戰不良行為，專
注於“了解您的
客戶”(K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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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RegTech在應用已
經從“了解您的
客戶”改變成
“了解您的數
據”(KYD)。   
金融機構開始將
風險和監管視為
可以透過技術解
決的數據分析和
預測問題。 

 

國際Regtech的發展趨勢 
從KYC到Know Your Data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Source: FCA , Feedback Statement - Call for Input o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ers of RegTech  (July 2016)  , p. 9 

區塊鏈/分散式帳本 
加密驗證的資料可以被
安全的分享在一個分散
式資料庫所建立的網絡 

生物辨識與驗證 
測量以及辨識人類的身
體和行為特徵，可以更
有效快速來驗證身份 
  

人工智慧分析與法遵
自動化 
相關監管要求可以運用
編碼系統自動化被編入，
有助於改善法遵合規性、
降低監管和人力成本 
 

系統監控與可視化 
建立視覺化檢視系統，透
過點擊滑鼠、按鍵瞭解監
控和協助辨識無效率部分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監理科技的技術使用 



 

 Regtech:提供金融機構監管合規技術支持 

 Legaltech:以科技輔助法律諮詢單位分析
與決策法規議題 

 Suptech:提供政府官方監管部門科技協助 

監理/法遵科技的種類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RegTech成長趨勢 

Source: Burnmark (2018), RegTech 2.0, p.9 

Burnmark比較2010-2015各類RegTech發現法遵是主要項目 



RegTech公司主要業務 

KPMG 2017-2018年
《FinTech 100》中，前
100大FinTech新創有6-8
間是經營監管科技及網路
資訊安全業務 

Deloitte也指出，前299
間大的RegTech公司，以
法遵為主要業務的公佔了
119為大多數 

Regulatory Reporting

Risk Management

Identity Management & Control

Compliance

Transaction Monitoring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The RegTech Top 100 Power List: 
 the most influential RegTech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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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PMG Fintech100中監管科技(Regtech)越來越重要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FinTech 100 RegTech公司之應用 

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產學聯盟營運長 王儷玲 

 提供更好的身分辨認與認證機制平台； 
 以區塊鏈協助法遵自動化並強化資安； 
 利用大數據為進行經濟犯罪偵測，提供風險評估

預測系統以降低風險； 
 利用AI更快速有效辨別詐欺活動，提醒消費者可

能遇到的詐欺行為，即時偵測詐欺或資料外洩發
生的時間地點； 

 建立系統協助業者符合KYC和洗錢防制（AML）相
關法規，進行交易的監理，提供決策建議與完成
各項監理報告以符合政府法規規範。 
 25 



AI在RegTech重要性 

根據 Burnmark 2018年針對全球45間著名RegTech
新創公司調查，顯示目前RegTech公司使用AI與大
數據技術來發展公司產品為最大宗 

Source: Burnmark (2018), RegTech 2.0, p.15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目前AI在監理上的運用 

•監理環境監測  

•洗錢防制 

• KYC  

•欺詐檢測和預防 

•客戶風險評估 

•生物特徵識別 

•資訊安全  

•公司法遵程序 

•財務風險管理 

•供應商和第三方風險 

•交易行為監控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AI運用在RegTecg之創新 

Source: Butler & O’Brien(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Regulatory Compliance: Are we there yet? P.9  

使用AI作為核心技術發展RegTech的新創公司 



使用AI在RegTech的優勢 

實時監控：Arner et al (2016) 指出實時監控
可以十分有效的避免法遵出現錯誤。 

降低監理成本：大型金融機構平均花費15%-20%
的經營成本在法遵上，Regtech使得部分法遵流程
自動化，可以有效降低監理的成本。研究顯示
RegTech可以有效降低大型金融機構每年700億美
元的法遵成本。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監理機關在RegTech的使用 
相較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監理機關在
RegTech的使用較為落後，目前有以下運用 
AML/KYC監理法規出台後，使得監理機關面對龐大監理
文件，必須大數據的分析工具以便分析各金融機構風險 

使用公開交易資訊的大數據技術監理市場不法交易 

導入資訊安全技術以防重要監理資訊洩漏 

制定宏觀金融與經濟政策 

Source: Arner at el.(2016), FinTech, RegTech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從法遵科技至監理科技
(Regtech to Suptech) 

隨科技發展，RegTech和SupTech發展成熟，傳統監理方
式將逐步轉變為即時監控的監理平台 

例如FCA目前正在發展的Digital Regulatory Reporting  
 Source: 金融科技中心顧問謝焸憲, Regtech in Open Banking 



英國FCA  
Digital Regulatory Reporting  

2016年FCA與數間金融機構以及RegTech公司合作，
建置一數位監理平台，並於2017年通過第一階段的
平台測試，目前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平台測試 

金融機構將監理的文件直接上傳到該平台，進行統
一審理。如監理機關對文件有疑慮，可直接透過平
台向金融機構索取所需文件，大幅減少金融機構監
理的時間與成本，吸引Barclays、Credit Suisse
等大型金融機構參與平台測試 

平台利用人工智慧NLP技術擷取監管文件的文字與
數據，並利用機器學習訓練平台系統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RegTech發展多方合作 

• 金融機構、RegTech公司、監理單位有多種合作模式，每種模式
各有各的好處，確定的趨勢是這種多方合作的關係是未來趨勢 



合作創新創造雙贏 

國際保險市場受到Fintech影響持續發展保險科技 

國際保險監理趨勢已因為保險科技發展調整監理
架構，提供新創服務低監理密度、風險充分控制
的測試環境 

國際保險監理已重視發展監理科技之必要性 

監理機關、金融機構、RegTech公司必須三方合作
開發監理科技技術，增加監理的效率和強度。 

保險業與監理機關都應投入監理科技培訓計畫與
人員編制規劃，培育監理科技人才，並強化監理
官的金融監理職能。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王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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