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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he 20th 保險信望愛獎圓滿成功

保險奧斯卡

頒獎典禮盛況直擊
三千位保險界產官學菁英齊聚一堂，高舉保險「真、善、美」精神，
讚揚得獎者付出的心力，共同分享獲獎的喜悅與光榮！

保險保障
●新人組：年資3年以下，過去一年新增保戶人數達50人以上
●菁英組：年資不限，累積保戶人數達300人以上
●處經理組：通訊處所有同仁合計保戶人數達3,000人以上
●申請期間：9月1日㊅∼11月15日㊃
●認證典禮：2019年1月
●主辦及認證單位：

●協辦單位：

三度榮獲教育部暨台北市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
洽詢專線：02-28384470

02-88665238#818；808

認證申請網頁

加Line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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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主任委員 林聰賢

●金管會保險局局長 吳桂茂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
●金管會主任委員 顧立雄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 李滿治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董事長 林麗銖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陳燦煌

●世新大學副校長 陳清河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創辦人黃秀玲(右)與董事長林麗銖(左)合影

險信望愛獎」滿二十歲了！素有

這30年，是台灣保險業進步最快速的年代；

「保險界奧斯卡」美譽的「保險信

而《現代保險雜誌》記錄了台灣保險業的每一

望愛獎」頒獎典禮，今（ 2018 ）

個變動與轉折。「光陰似箭，黃教授和我已從

已是14次參與保險信望愛獎頒獎典禮的黃天

年移師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 ）盛大舉辦，

扶老比的分母變成分子，但我們對保險的熱情

牧，曾笑稱自己是「信望愛不動產」。他再度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副主委黃天牧、農委會主

從未稍減，」林麗銖感謝所有保險從業人員，

表達對主辦單位的肯定，「非常感謝現代保險

石斑魚漁民受災慘重，陳伯燿回想，「雖然發

注，他也邀請所有保險公司、保經代公司加入

委林聰賢、保險局局長吳桂茂，以及現代保險

「有你們的付出，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

教育事務基金會，對國內保險產業、保險教育、

生時間是禮拜天，但隔天上班日，我們就將

共襄盛舉。

保險監理等各方面所做的努力。」

400 萬理賠金全都送到受災戶手中，一位漁民

「保

教育事務基金會創辦人黃秀玲、董事長林麗銖， 心。」
與來自保險界產官學超過 3 千位菁英齊聚一堂，
見證大獎揭曉的瞬間。
今年是保險信望愛獎20週年，也是《現代保
險雜誌》創刊30年，「30年前，創辦人黃秀玲

顧立雄：保險業四大目標
盼發揚保險真善美價值

定、人民安心』，某種程度來說，保險事業有

林聰賢手中接下這個兼具公益與使命的獎項，

好的經營，就會有好的社會責任。」

「因為農漁民投保意願不高，我們在全台各地

台灣首座農業保險貢獻獎
林聰賢：開拓保險新藍海

籌辦近百場宣導會。」陳伯燿說。
努力總算沒有白費。今年 2 月台灣發生寒害，

打趣地說，沒想到凍死的石斑魚都還沒全部浮
出水面，富邦的保險金已經親自送來了。」率

長身分，榮獲個人獎「最佳社會貢獻獎」。
「中國大陸的保險教育，都已經納入國中小
課綱，期盼台灣也能跟上腳步，」廖學茂感謝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對保險教育發展的關

公司類獎項的獲獎秘訣
兩位頒獎人這樣說

傳播將會愈來愈複雜，所以要得到這個獎項，
未來勢必要結合線上、線下的媒體資源，才會
更有傳播效果。」

年度最佳保險經紀人公司
如果奧斯卡「最佳電影獎」是電影製作團隊
的最高殊榮，那麼說「年度最佳保險經紀人公
司」是彰顯一家保經公司整體表現最具代表性
的獎項，一點也不為過。

先配合政府政策，對國內農業保險的推動不遺

「20年，是一個小孩從出生到成年這麼長的

今年新設的「年度最佳保險公司獎」，分為

「很榮幸受邀參加保險信望愛獎頒獎典禮，

今年保險信望愛獎首次頒發「農業保險貢獻

餘力，富邦產險堪稱我國「農業保險研發的先

一段歲月，這麼多年來，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

產險、壽險、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四組，

教授與我，在淡江大學山腳下租了一間小公寓， 感謝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多年來致力於

獎」特別獎，這也是台灣保險史上第一座「農

行者」，獲得「農業保險貢獻獎」殊榮，當之

金會對保險業所做的努力和貢獻，我非常地敬

今年頒發保險經紀人組，而獲獎的是剛完成2代

無愧。

佩、也非常感謝。」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董事

接班的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公勝保險經紀人

長李滿治致詞時說。

公司總經理蔡聖威說，「這個獎項不只是對公

一邊教書，一邊辦雜誌，」林麗銖致詞時回憶， 保險教育的推廣與宣導，並透過保險信望愛獎， 業保險貢獻獎」，主辦單位特別邀請農委會主

30 年前國人普遍欠缺保險觀念，平均 3.7 人才
有1張壽險保單（如今已是每1人有2.46張壽險
保單），一年新契約保費收入不過1,300億元。
「 1989 年、那個保險從業人員社會地位不

表揚落實社會責任、提升服務品質、發揚保險

委林聰賢擔任頒獎人。「很開心能夠參加這場

真善美的從業人員。」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致詞

盛會，藉這個機會代表農委會同仁、全國農漁

說，同時表達對國內保險業的期許。「我們有

民，以及所有投入農業保險商品開發的產險業

4 大目標，一是鼓勵保險業推動保障型保險及

者，向主辦單位表達最深的謝意。」林聰賢致

高的年代，《現代保險雜誌》誕生了，」林麗

高齡化商品，促進多元保險保障，達到社會安

詞時說。

銖細數過往，「創刊 5 年後，我們終於轉虧為

定的功能。二是推動數位化保險基礎建設，建

盈；同年《有線電視法》通過，我們開始投入

置保險聯合資訊中心，利用大數據統整保險產

製作保險電視節目，」為鼓勵保險公司提升專

業的資源，統整核保、理賠及經驗率的資料庫。 法已送交行政院，預計今年年底，法案就能通

業、善盡社會責任、關懷弱勢族群、創新保險

第三，營造友善投資環境，引導保險資金協助

過，」趁著全台保險業齊聚一堂的盛會，林

「我們每年上山、跨海、下鄉，持續推動保

商品，1998年開始舉辦「保險信望愛獎」。

經濟發展。最後，透過保險法的鬆綁，友善投

聰賢不忘替農漁民謀福利，「期待未來能有更

險教育宣導，除了推動強制車險，現在也和張

資環境、建立新一代保險監理制度。」

多的產險公司，一起開發出更多的農漁業保險，

老師基金會合作籌辦各類講座。」重視社會回

創造新的保險藍海。」

饋和保險教育的廖學茂，近年來兼任張老師基

其實整合傳播這個概念一直在變， 2000 年網

的力量，」他說，這也是對全體保險業的肯定，

隔年 921 大地震，台灣損失慘重，有感於國

中華保險服務協會
獲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特別獎

受邀頒發「最佳商品創意獎」的李滿治認為，

而受邀頒發「最佳整合傳播獎」的世新大學

1992年，政府開放保經考照，公勝在高雄起
家，「從 28 坪的辦公室、 200 萬元資本額，到
現在已經是擁有 7 、 80 億元新契約保費、且即
將上櫃的保經公司，」26年前，蔡文俊、李雯
蕙夫妻倆創立公勝保經，當時蔡聖威才9歲。

副校長陳清河，被現場熱鬧氣氛感染，上台致

從小看著父母創業的蔡聖威，耳濡目染之

詞時神來一筆，「請各位讓我拍一張照片，麻

下，如今已是國內保經界，最早接棒的第 2 代。

煩大家歡呼一下！」台下來賓樂得開心配合。

「這個獎項不只屬於公勝，更屬於整個保經代，

保險市場競爭激烈，保險商品脫穎而出的關鍵，

今年「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特別獎」由中華保

必須具備商品的創新性、獨立性，同時兼顧保

險服務協會獲得。「我們要感謝很多人，」中

險消費者的效益，以及回應社會需求，善盡社

自 2015 年國內首張農業保單問世以來，已

華保險服務協會理事長廖學茂上台領獎時，首

會責任。

有四家產險公司與一家農會參與，「農業保險

先對產險公會、特別補償基金、歷屆理事長、
歷年董監事、講師團、會員公司表示感謝。

勝的肯定，更是對整個保經業界的肯定。」

「這是我第四年來頒發『最佳整合傳播獎』，

這代表保經代已經成為保險市場上，不可或缺

人保險觀念不足，《現代保險雜誌》捐出歷年

「把保險事業經營好，就是最重要的社會責

盈餘，創立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除舉辦

任，」受邀頒發「最佳社會責任獎」的金管會

而拿下我國保險史上首座「農業保險貢獻

金會台北中心主任委員，身體力行做公益，不

路出現、近年來社群媒體、AI人工智慧的發展，

「因為保險經紀人不能沒有保險公司，我們和

各種推動保險觀念的活動外，也免費提供消費

副主委黃天牧，為「社會責任」下了新的註解， 獎」的，正是台灣第一家開發農業保險的富邦

但為中華保險服務協會奪得「最佳保險教育貢

整合傳播有了嶄新的樣貌，」陳清河恭喜得獎

保險公司是合作夥伴，優秀的合作夥伴，才能

者保險諮詢，至今處理超過15,000多件個案。

「如同林麗銖董事長所說『有了保險，社會安

獻特別獎」殊榮，也以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董事

公司，同時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議，「整合

創造優質的市場環境。」

產險。富邦產險總經理陳伯燿上台受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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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 徐守德
●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理事長 鄭濟世
●現代保險雜誌總經理 劉振豐

●主持人 現代保險雜誌創新行銷部經理 詹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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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對保險專業顧問的

個人類獎項競爭激烈
不求業績 只求真善美

聲吶喊，加油歡呼聲此起彼落，常讓台上頒獎

MY

呼以五秒為限，」每年頒發這個獎項時，林麗

CY

銖都會和台下約法三章，今年也不例外。

以個人報名的獎項中，「最佳校園菁英獎」

「每個人一生追求的夢想，就是獲得成

集結保險業最年輕的參賽者，凡是曾經修過保

就，」受邀頒發「最佳保險成就獎」的前中華

「通訊處展現的是團隊精神，保險也仰賴互

險學相關科目的學生都可角逐，評選標準包括

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理事長鄭濟世說，何謂

助合作的制度，」「最佳通訊處獎」是競爭最

在校成績、社團表現、對保險教育的心得寫作

成就？「一是表現優異，二是受到他人肯定，

激烈的獎項之一，林麗銖揭曉得獎團隊名單，

等。

最後，必須經過市場考驗，」鄭濟世恭喜本屆

有的隊伍忍不住喜悅、歡呼聲超過五秒，「厚

獲得「最佳保險成就獎」的五位得獎者，也為

∼，超過五秒囉！」林麗銖開玩笑，現場笑聲

技大學校長徐守德說，「從這些學生身上，可

他們對保險業的付出與努力，給予最大的肯定。

不斷。

以看到各位保險先進過去的身影；從各位身

「不以業績論英雄，只求保險真善美」是現

本屆保險信望愛獎頒獎典禮，除了 13 項獎

上，也可以讓得獎學生，看見自己美好未來的

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頒發保險信望愛獎的初

項外，現場還舉辦「叫我第一名 人氣王」比

樣貌。」從眾多參賽者脫穎而出並不容易，尤

衷，在社會公益方面，公司類頒發「最佳社會

賽，開放所有人在現代保險 LINE 投票，並於

其最後只有三位學生獲獎，在人才難尋的競爭

責任獎」，個人類則頒發「最佳社會貢獻獎」。

典禮結束前公布結果。典禮進入尾聲，主持人

受邀頒發「最佳校園菁英獎」的德明財經科

「保險信望愛獎，是台灣保險業唯一一個，

時代，各公司高層想必也是求才若渴。
如果說「最佳校園菁英獎」是最佳新人獎，
那麼「最佳專業顧問獎」就好比最佳男

女主

現代保險雜誌創新行銷部經理詹文瑜宣布名次，

不以業績為評斷標準的獎項。」受邀頒發「最

「人氣王第一名是三商美邦人壽，第二名是富

佳社會貢獻獎」的現代保險雜誌總經理劉振豐

邦人壽、第三名是新光人壽。」再度為頒獎典

角獎，不論是壽險內勤、外勤、產險組，這份

話鋒一轉，「得獎者勝出雖然都不是因為業績， 禮，掀起另一波高潮。

獎項就是對個人保險專業最直接的肯定。

但他們的業績往往也都非常傑出。」他肯定這

走過 20 個年頭，五分之一個世紀，「保險

「 AI 人工智慧的興起，讓很多人擔心自己

些「不以業績為前提，對社會付出關懷」的得

信望愛獎」見證台灣保險業的歷史更迭，也記

的工作會被取代，而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保

獎者，「透過這個獎項，讓社會看見，保險業

錄了所有為台灣保險業奮鬥的每一個人的身影。

險專業顧問面臨的挑戰會更大，」受邀頒發

是對社會貢獻最熱情的一群人。」

伴隨保險之歌iDay愛我每一天的歡樂旋律，第

「最佳專業顧問獎」的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陳燦煌，點出許多人共同的擔
憂，「所以專業顧問必須具備全方位的金融知
識、對客戶需求更深入的洞察。」

CM

肯定，希望台灣保險業能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人的聲音全被淹沒。「我們先說好，等一下歡
愈來愈好。」

為保險業奮鬥的身影
保險信望愛永留存
每年保險信望愛獎頒獎典禮的高潮，就是頒

陳燦煌認為，未來保險專業顧問將面對更大

發「最佳通訊處獎」的時候。入圍隊伍陣仗驚

的挑戰，而這個角色也將會愈來愈重要，「謝

人，有的高舉旗幟大力揮舞，有的拿大聲公齊

20屆「保險信望愛獎」就在掌聲、歡呼聲，以
及來賓相互道賀、祝福下，圓滿落幕，相約明
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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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代表感言
◉依姓氏筆畫排序

何佳玲

呂慧芬

淡江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副教授

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由現代保險雜誌創辦人黃秀玲教
授發起之保險奧斯卡「保險信望
愛獎」迄今 2018 年已邁入第 20 屆，

20 歲的保險信望愛獎，不僅具
有激勵保險業者精進本業之功能，

特別是本次評審場地安排於淡江大

更提供產官學界交流與互動之機會，
對國內保險業的發展，可謂功不可

學新落成之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此為淡江大學 67 年以來，
首次以校友募款建造而成），創辦人黃秀玲教授與發行人

沒！本人有幸參與評審工作，深深感佩保險業者在致力本
業永續經營之餘，更不忘努力善盡企業責任，發揮保險應

林麗銖教授為感謝淡江大學，以實際捐款行動並以「現代
保險廳」命名回饋母校，於此學術殿堂舉辦評審活動別具

有之社會價值。社會責任之履行，絕非單純的捐款、捐助
等行為，而是劍及履及、親力親為、持續不斷的實踐。此
次評審過程中，發現公益活動之內容，不僅有淨灘、種樹、

意義。評審過程中，對於參賽單位持續提升保險專業服務、
開發優質適切保險商品、致力保險教育推廣、積極投入社
會公益以期發揮保險之美「信望愛」的本質印象深刻並深
表高度肯定。在此感謝主辦單位、恭喜獲獎與入選的參賽
單位，讓保險制度設計的美意對個人社會國家創造價值、

關懷老人等類型，更有協助弱勢團體創立品牌產品，提升
弱勢族群就業機會之計畫，著實被參與同仁的投入與熱忱
深深感動，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創新的公益活動，為提升保
險穩定社會功能注入更多的力量。

保險業得以持續創新永續發展。

林倫豪

劉文彬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副教授兼教務長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很榮幸從第一屆保險信望愛獎即
擔任評審委員，見證主辦單位篳路

保險信望愛獎在今年正式邁入第
二十屆，每年各家產壽險公司與個

藍縷的辛苦，堅苦卓絕很有毅力地

人都積極的參與，並希望能在保險

愈辦愈盛大，值得敬佩！
個人以為，對所有參與爭取榮譽的個人或公司，能夠入
圍即是高度肯定，您們在保險園地踏實深耕，辛勤的付出

專業、社會責任、保險教育、通路
策略、商品創意與整合傳播等重要獎項獲得最高的榮譽，
因此這個競賽也被稱之為「保險界的奧斯卡獎」。每年藉

讓參與評審工作都像是欣賞人生最美麗的樂章，縈繞於心，
令人動容！
透過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的精心籌備，在準備與參
賽過程中，其實就已展現了保險的真善美，產官學界藉此

由保險信望愛獎這個重要平臺，各參賽單位對過去一年的
努力與成果進行檢視，並經由評審提問來審思未來可以繼
續成長的方向。特別感謝黃秀玲創辦人與現代保險教育事

深入交流，信望愛獎已是保險的年度盛事，在大家努力下，
個人深信保險事業是值得永續經營的幸福事業！

位繼續尋求自我突破，明年能有更亮眼的成績。

●主辦單位：

務基金會對臺灣保險業所付出的努力，也期望所有參賽單

●協辦單位：

●協辦╱評審學校：
大葉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中正大學、中華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明道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
學、虎尾科技大學、南華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屏東大學、政治大學、致理科技大學、真理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健行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淡
江大學、逢甲大學、景文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開南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嘉義大學、實踐大學、臺中科技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輔仁大學、銘傳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樹德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靜宜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聯合大學等44所大學院校（依學校筆劃排序）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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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農業保險貢獻獎
◉頒獎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聰賢(右)
◉得獎理由
＊秉持發揮正向力量的理念，配合政府政策致力發展多元的農
業保險商品。協助農民分散天災風險並減輕其因天然災害所
致的重大損失，以促進台灣農業穩健發展。
＊率先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投入人力、物力，不斷研究、精算並
實地考察，推出各類創新農業保險，分散農民經營風險、培
養農民保險觀念，是我國農業保險研發的先行者。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年度最佳保險經紀人公司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4)
◉得獎理由
＊綜合報名參賽踴躍、實地訪評期間團隊優異表現及專業的品
牌形象與營運成果等狀況，深獲本屆評審委員一致肯定，一
舉囊括九項大獎及優選。
＊2017 年整體經營績效顯著提升，對於資訊化發展、社會責
任、保險教育貢獻的投入層面也大幅增加，將企業經營績效
目標擴大實踐為公益型企業。
＊秉持以「企業社會責任、保險業永續原則」為公益活動核
心，每年持續捐出20％的稅後盈餘投入社會公益及提升保險
教育，不僅實踐「不只是保險，我們分享愛」的經營理念，
獲得本屆評審委員高度肯定，蟬聯最佳社會責任 。

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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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對各學校、機關團體或社會大眾進行之建教合作/獎學金設置/各
種金融、保險、風險管理、投資理財及健康管理宣導等任何保險教育
活動最具貢獻的保險業者。本年度得獎公司共計3家
(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局長 吳桂茂(右)

三商美邦 成績輝煌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為促進學生積極對未來人生道路思考，
三商美邦人壽在各大校園耕耘已久，藉

富邦人壽秉持「正向力量」、「共創價
值」為核心精神，堅信教育投入是社會
共好的種籽。2017年以「保險教育、風
險管理、投資規劃、健康樂活及數位推

新光人壽品牌在台灣已半世紀，隨著台
灣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與時俱進，成為

廣」為五大主軸，共邀大專學子與社會
大眾，執行近千場活動、超過10萬人次
參與。成功展現企業社會責任力，更引
領CSR╳USR永續教育新典範。

下一代的保險專業人才，投入保險教育
的資源更是逐年遞增，希望能發揮企業

由完善的產學合作計畫及講座論壇，將
學術與實務進行驗證，讓學生進入社會
前先行體驗業界環境。此外更透過廣開
演講座談、經驗分享、舉辦活動及擺攤
設點，進一步深入校園參與學校計畫，
以發揮三商美邦人壽的正面影響力，為
業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張鎮坤 總經理

保險業主要領導品牌之ㄧ。基於希望台
灣保險業更加興盛，新光人壽重視培養

的力量，協助青年學子開拓良好的學習
環境，創造無限寬廣的未來。

1558 通訊處
馮麒蘋 處經理

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特別獎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局長 吳桂茂(右4)
◉得獎理由
＊結合保險產官學界積極致力於改善台灣保險環境，配合主管
機關對保險經營定向的督導；研究及推廣保險知識，建立正
確保險觀念，充分發揮保險功能保障被保險人權益，並提高
社會大眾對保險功能發揮及保險保障實踐的觀念。
＊成立至今舉辦多元化保險專業講座及研討交流活動，進入各
級學校深入淺出宣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提昇投保率並將保
險教育活動向下紮根，使保險理念融入生活中。

中華保險服務協會

1628 通訊處
黃靜美 處經理

1178 通訊處
張慈芬 處經理

中十五區
彭至秀 業務總監

1169 通訊處
王授仕 處經理

1635 通訊處
林志榮 處經理

1765 通訊處
陳崇德 業務經理

1620 通訊處
邱奕瀚 業務主任

第20屆保險信望愛獎

榮獲10項大獎5項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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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壽險組」、「產險組」與「輔助人組」；旨在表彰以「企業社
會責任、保險業永續原則」為核心，對公益活動有特殊貢獻的公司。
包含「風險管理觀念宣導、環境保護、節能綠化、捐贈贊助、生態保
育、弱勢關懷、教育宣導」等項目。本年度得獎公司計壽險組4家、
產險組2家、輔助人組3家，共計9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

◉壽險組◉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秉持「一句承諾 一生的朋友」之品牌精
神，以及壽險業對於保戶終身承諾的特

台灣人壽長期關心環境、社會、經濟，
以保險為核心以人為本，創造透明、和

富邦人壽結合保險本業持續努力落實公
益社會關懷，2017年以「友善好鄰居」

質，三商美邦人壽對於社會公益的支持
也是長遠而持續的資源挹注，截至2017
年度，連續投入資源超過十年以上的活
動已高達11項，超過五年以上的活動更

諧、永續的良善循環。深耕公益不遺餘
力，積極響應政府政策，以「在地安養

為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主軸，並致力推展

高達26項，未來仍將也抱持相同的態度

際行動，以期共創友善高齡、世代共融
的美好社會。

與精神，積極投入社會公益參與，期待

」、「活躍老化」及「健康促進」為主
軸，對高齡銀髮議題持續關注並付諸實

友善失智、友善高齡、友善活力、友善
照護、友善環境五大面向，並善用核心
職能，在商品及服務推動健康促進、高
齡關懷，打造富邦人壽「友善好鄰居，
有我最安心」。

藉由這些公益活動的推展，讓社會充滿
希望，讓未來更美好。

我是單親媽媽，獨自扶養二個女兒，幾
年前我以自己當要保人、被保險人，兩
個女兒當受益人，投保了二張終身壽險
並附加意外險與醫療險，想說萬一我發
生不測至少還有保險金可照顧女兒。結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新光人壽深耕台灣55年，已獲頒第十九
座「最佳社會責任獎」，發揮「光無所
不在，心與你同在」的精神，從各面向
用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深知企業社會
責任是一種「企業當責」的展現，未來
我們將傾企業之力投入社會關懷，並持
續結合關係機構力量，為社會做出具體
貢獻，創造社會善的循環。

果幾天前我卻收到法務部寄來的執行命
令，說要扣押我的壽險保單，原因是我
欠稅未繳。
請問，壽險保單可以扣押嗎？如果現在
把要保人改成女兒是否就沒問題了？萬
一以後我發生事故，保險金女兒領得到
嗎？會不會也被扣押？

《保單被扣押 怎麼辦？》告訴你答案
精采目錄
¶扣押對象不同 效力差很大
¶保單被扣押 還要繼續繳費嗎？

¶弄懂扣押流程 權益不受損
¶保單被扣押 該怎麼辦？

讀者服務專線：02-88665238#168／07-332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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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社會責任獎

分為「壽險組」、「產險組」與「輔助人組」；旨在表彰以「企業社
會責任、保險業永續原則」為核心，對公益活動有特殊貢獻的公司。
包含「風險管理觀念宣導、環境保護、節能綠化、捐贈贊助、生態保
育、弱勢關懷、教育宣導」等項目。本年度得獎公司計壽險組4家、
產險組2家、輔助人組3家，共計9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

◉產險組◉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富邦產險致力以優質的保險商品與服務
保障個人及企業客戶的人身財產安全，

新光產險為回饋社會大眾的支持，以「
讓保險不只是保險」的理念，規劃如「

除持續研發創新商品外，也與國內外學
術機構合作研發災害模型與災後復原技

雙倍新福愛心計劃」、「校園風險宣導
講座」、「企業風險與對策研討會」等

術。透過發展災後損防服務、農業保險
、綠能保險、資安險等商品，富邦產險

活動，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社會責任
是條源遠流長的道路，公司仍將持續關

期待與同業一同提升企業風險管理品質
、強化社會資產韌性。

懷弱勢扶持偏鄉，以發揮「處處新光，
讓愛發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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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社會責任獎
◉輔助人組◉

分為「壽險組」、「產險組」與「輔助人組」；旨在表彰以「企業社
會責任、保險業永續原則」為核心，對公益活動有特殊貢獻的公司。
包含「風險管理觀念宣導、環境保護、節能綠化、捐贈贊助、生態保
育、弱勢關懷、教育宣導」等項目。本年度得獎公司計壽險組4家、
產險組2家、輔助人組3家，共計9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

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永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磊山保險經紀人公司

秉持著「不只是保險，我們分享愛」的
信念，公勝保經投入公益不遺餘力，更
長年致力於教育的提升，發起成立「20
For future」公益企業聯盟，除了每年捐
出20%的盈餘，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更
推動企業志工文化，希冀能幫助許多學

永達自創立以來，以誠信負責為穩健經
營之本，在專注本業之餘，更重視回饋
社會與力行公益，不論是在老年照護、

磊山保經以系統性和延續性的精神，每
年親訪社福團體，激發服務對象正向與
自信能量；持續的公益行動和高標準的

兒少關懷、身心障礙等面向皆不遺餘力

堅持。整合本業的組織資源，創造社會

。未來仍將秉持保險專業、誠信、執著
與善心持續回饋社會，延伸保險業互助
的宗旨，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

、客戶、員工三贏正向循環的有機體系
。從關懷、責任以及養成給愛的能力，
給予這美好社會的力量。

童與弱勢族群，為社會傳遞更多善的力
量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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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保險專業獎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最佳保險專業獎

分為「壽險組」、「產險組」與「輔助人組」；旨在表彰業務員訓
練、專業考試通過情形、公司發行各類型刊物及內外勤教育訓練具有
優異成效的公司。本年度得獎公司計壽險組3 家、產險組 3 家、輔助
人組3家，共計9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

◉壽險組◉

2018(第20屆) 保險信望愛獎紀念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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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壽險組」、「產險組」與「輔助人組」；旨在表彰業務員訓
練、專業考試通過情形、公司發行各類型刊物及內外勤教育訓練具有
優異成效的公司。本年度得獎公司計壽險組3 家、產險組 3 家、輔助
人組3家，共計9家。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

◉輔助人組◉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永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秉持「誠信踏實 活力創新」企業核心價
值，更以「一句承諾 一生的朋友」為品

台灣人壽延續中信金控企業文化，建構
擘劃總體訓練主軸，內外勤培訓系統完

富邦人壽始終以客戶角度主動設想優化
服務，重視專業人才養成，利用「深/動

25年來，公勝一秉「以客為尊、福國利

永達成立18年來，堅持以穩健經營、誠
信負責，提供客戶最滿意的服務品質，

近年來，消費者對於保險經紀人的信賴
度， 有了卓越的成長！首先藉此感謝最

牌精神，持續以高素質、高產能業務團

整彰顯連結，已展現高品質服務與成效
。特為內勤各級主管及同仁，規劃所需

學習」、「體驗學習」及「快服務」推

感謝所有永達客戶的支持與肯定，讓保
單繼續率維持97%以上，永達保險經紀
人將持續成為您最佳的退休保險理財規

專業的現代保險雜誌，在過程中扮演了

劃師。實力堅強的永達保經更將成功經
驗傳承到對岸，邀請保險菁英攜手西進

保經界領航者的期許始終如一！得獎是
開始，也是對所有支持富士達的廣大消

，在保險事業舞台發光發熱。

費者最誠摯的回饋！富士達，您一輩子
最可靠的好朋友！

隊及優越行政團隊，提供全方位商品與
創新服務，為保戶、股東及員工創造長
遠的價值。展望2018年將以「創新轉變
，追求卓越」為目標，專注壽險本業，
強化財務結構、提升投資績效、優化風
險管理及提升營運效率為策略重點，以

職能發展專屬課程；同時透過實體與數
位學習影音平台，為業務人員建立獨立
標準化完善培訓體系，期許在多元培訓
發展下展現品牌價值與精神。

展專業訓練及服務，並兼顧「全員法遵
訓練」，積極培養全方位保險專才；同
時融合保險金融科技，提升業務數位力
，為全體客戶提供更專業有感的服務！

民、眾善聚集、利益眾生」的經營理念
，連續 7 年獲獎，感謝評審團隊的肯定
，也代表著公勝年年超越自我，這歸功
於全體夥伴的付出與努力，也代表著一
份對於客戶、社會大眾的承諾，公勝保
經將秉持初心，繼續發揚保險真善美的
精神，成為保經界的最佳標竿！

關鍵角色！
富士達在業界既非耆老也非翹楚，成為

期成為最能創造價值的專業壽險公司。

最佳保險專業獎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天牧(右)

◉產險組◉

最佳商品創意獎

分為「壽險組」、「產險組」與「輔助人組」；旨在表彰業務員訓
練、專業考試通過情形、公司發行各類型刊物及內外勤教育訓練具有
優異成效的公司。本年度得獎公司計壽險組3 家、產險組 3 家、輔助
人組3家，共計9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產險組◉

分為「壽險組」與「產險組」；旨在表彰保險商品的創意性、創新獨
特性、社會責任性、消費者的效益與附加價值。本年度得獎公司計產
險組3家，壽險組4家，共計7件商品。(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 李滿治(右)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南山產物保險公司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家禽禽流感保險

機車責任綜合保險

托育人員專業責任保險

新光產險秉持「人才」是公司屹立不搖
的關鍵，培育專業保險人才是重點目標
，全方位的教育訓練受到評審肯定，未

明台產險具有在地優勢與國際視野，對
於商品創新有獨特的優勢。近來除了家
禽禽流感保險、資安保險、 UBI 車險、

據統計，台灣平均每1.7人就擁有一輛機
車，但近年機車發生車禍的賠償金額屢
創新高，不僅造成當事人的經濟負擔，

新光產險關注社會動態，為因應社會托
育風險需求，以保障性、專業性、便利

技數位時代以前瞻思維、主動出擊擁抱

來除持續規劃實用且創新的訓練外，更

也嚴重影響社會成本。南山產物秉持「

優秀人才，持續提供客戶多元與客製化
的保險商品、完善損害防阻規劃、優質
的理賠服務及數位科技創新服務，創造

數位發展，並以保險專業、前瞻思考、
創新思維、當責精神及服務熱情，迎向
新金融科技時代，成為客戶首選、員工

將積極導入金融科技的創新技術運用，
成立專責跨部門專案小組，期以跨領域
整合科技應用，以更有效率的解決問題

旅遊租車險、路跑險、寵物險等各類新
商品已開發完成外，家禽禽流感保險的
第二階段也預計在年底前可完成，未來

客戶、員工及企業三贏。

喜愛的幸福企業。

，推動整體產險業的金融科技發展，以
提昇對社會大眾便利完善的保險服務。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富邦產險深信人才為企業競爭優勢，將
公司發展策略與人才培訓規劃緊密結合
並達到相輔相成效果。藉由專業經營團

華南產險2018年起新使命、願景及核心
價值為提供全方位保險專業服務，以保
障社會大眾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在科

隊帶領下，以吸引、培養、激勵並留任

將持續開發各類型新式保單，以提供臺
灣消費者全新的保險體驗。

從客戶角度思考」的企業理念，推出機
車「金好騎」專案，一張保單同時保障
第三人體傷、財損及乘客體傷等三種責
任風險，讓廣大的機車族，騎乘機車更
加安心。

性為出發點，推出「托育人員專業責任
保險」，提供托育人員全面保障，只要
符合法令規定之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不論是「在宅托育服務」或「到宅托
育服務」皆可投保，亦可加保「戶外活
動責任」，讓您省時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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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商品創意獎
◉壽險組◉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分為「壽險組」與「產險組」；旨在表彰保險商品的創意性、創新獨
特性、社會責任性、消費者的效益與附加價值。本年度得獎公司計產
險組3家、壽險組4家，共計7件商品。(依公司筆劃排序)

最佳通路策略獎

◉頒獎人：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 李滿治(右)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保德信國際人壽保險公司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

愛平安傷害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長期照顧提前給付保險金批註條款

超醫靠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三商美邦人壽愛平安傷害殘廢照護終

保德信人壽專注於保障及需求分析，積

南山人壽秉持從客戶角度出發，持續創

身保險」除了一般意外險提供的意外身
故、殘廢保障外，更加上守護家庭的「

極提高國人壽險保額讓更多人得到照顧
。 2017 年首創業界革命性的長照商品
，運用壽險保障做為「長期照顧提前給

新推出滿足客戶需求之商品。本次榮獲
最佳商品創意獎的「南山人壽超醫靠自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南山不斷尋求創新與突破，運用商品差
異化、提供專業訓練及服務在地化等策

壽險市場營銷通路趨多元化發展，富邦
人壽2017年擴大採「五維」之通路策略
，除以銀保、業務及多元通路為發展主
軸外，輔以網路投保、OIU等新興通路
增加市場滲透度，並運用科技，透過線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用心籌備及評審肯定
，很高興本公司榮獲第20屆保險信望愛

上線下虛實結合，達成專業便捷的綿密
服務網絡，滿足客戶全方位的金融保險

司將積極佈局，持續開發通路的新價值
，迎向更多的挑戰。最後，再次感謝主

理財服務及一次購足的需求。

辦單位及評審的肯定。

付保險金」，協助國人更積極配合人生
不同階段的需求，活化壽險保障的運用

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其設計
理念乃提供客戶以實惠的保費補足因應
醫療科技進步衍生高昂自費醫療支出缺

的「重大燒燙傷保障」，將其整合成一
張保單，一筆預算完整納入五大風險保

，協助其在老年擁有更完善的長照品質
。保德信持續以創新概念發揮壽險保障

口的創新醫療保障商品，能獲此殊榮是
對我們創新研發能力的肯定，未來南山

，多元拓展銷售端點及開發專屬商品，
並提供客製化訓練課程與活動，深化夥

障，各方面設想國人的需求，以達到真
正能轉移保戶擔憂的功效。

價值，實踐成為客戶長期且可靠的依賴
的承諾。

人壽將持續前進創新研發更多優質的商
品。

伴關係。此外，南山是全台首家提供團
險服務的公司，市占率更是業界第一。

天行健定期健康保險
面臨高齡化和健保資源匱乏的未來，富
邦人壽提前意識到促進健康的重要，推
出全台首張APP計步外溢保單「富邦人
壽天行健定期健康保險」，透過物聯網
科技，將保險結合健康管理，提供保費
折扣誘因，鼓勵保戶越走越健康保費省
越多，以運動促進獎勵方式，達到事先
預防，帶動國人迎向健康！

傳統的重大疾病和特定傷病保險主要針對急、

現代保險雜誌2017年底榮獲「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銀質獎」表揚；
對現代保險雜誌熱心教育公益表達感佩與謝忱，並肯定善行義舉足為表率！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重症提供保障，但重大傷病保險則是針對需要

連續六屆榮獲「最佳通路策略獎」感謝

長期持續治療、花費較多醫療費用的慢性疾病

現代保險的肯定，面對金融環境變化多

提供給付。且重大傷病險的保障範圍更為廣泛

端，秉持穩健踏實、創新的經營理念，
透過多元銷售管道(銀行保險、保險經紀
(代理)人、OIU國際保險業務、電話行
銷、網路投保、樂 CALL 保、機場櫃檯

，本特刊帶您認識了解新型重大傷病險，以及
和傳統重大疾病險的比較，並讓您了解長期治
療的花費和一次性給付的重要性！
◉身患重疾 沒保險萬萬不能
◉失智≠正常老化 ≠老年人的專利
◉新重大傷病險上路 降低慢性精神病理賠糾紛
◉重大傷病的花費 最重要的是後面的治療
◉用利息買醫療保障 避免有買錯保險的遺憾

本公司在各通路策略中，獲得了勇往向
前的動力，讓我們不敢停下腳步。本公

這樣比較保險!

認識重大傷病險

一本就通 !

獎之「最佳通路策略獎」，本次獲獎讓

有現代保險

「有卡就賠」—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表彰在通路表現、貢獻、通路特色、行銷創新及通路專業程度有優異
成果的公司。本年度得獎公司共計4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局長 吳桂茂(右)

略方針，多元發展業務員、銀行保險及
企業與直營等三大通路。並擁有超過 3
萬名業務員，專業素質及服務品質皆為
業界標竿；銀行通路善用非金控的優勢

壽險保障」、兼顧醫療品質「意外醫療
保障」、發生嚴重殘廢時可能產生的「
長期照護保障」，再加上漸受國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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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三度榮獲
「教育部暨台北市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表揚；
我們將繼續秉持初衷，讓保險發光、發熱！

、職團開拓)，服務滿足廣大客群需求，
日後將持續邁步追求卓越，再享榮耀。
因為我們有愛

因為我們有信

因為我們有望

現 代 保 險 教 育 事 務 基 金 會 主 辦「 保 險 信 望 愛
獎」、宣揚「不以業績論英雄，只求保險真善美」
的精神，提昇保險正面形象，更積極為保險的社
會功能作見證。並主辦「保險龍鳳獎」促進全國
風管、保險、財金、精算等系所與金融保險業產
學交流，提昇保險的正向力量。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推動「4 月 4 日 iDay
全國保險日」、舉辦「保險政策論壇」，提昇台
灣保險教育及宣導保險正確觀念，深獲各界肯
定，於 2004 年、2009 年及 2012 年三度榮獲教
育部暨台北市「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表
揚。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關愛社會公義，成立
「現代保險消費者服務中心」關懷消費者保險權
益，義務為社會大眾提供投保、理賠及申訴方面
的諮詢服務與協助，歷年來受理案例已超過 1 萬
5 千件，積極有效守護了社會大眾的各項保險權
益，減少理賠爭議。

讀者服務專線：02-88665238#168／07-3322950
會址：11147 台北市忠誠路二段 46 之 1 號 3 樓
TEL：02-28384470 │ FAX：02-28385039 │
E-mail：miff@rmi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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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整合傳播獎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最佳專業顧問獎

表彰藉由跨媒體整合傳播的廣告企劃與創意、傳播工具呈現方式傳達
商品、公益、增員、企業形象、社會活動及運動賽事等跨媒體整合傳
播有優異表現的公司。本年度得獎公司共計3家。(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世新大學副校長 陳清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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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壽險外勤組」、「壽險內勤組」與「產險組」；旨在表彰於保
險相關專業表現優異者，包括接受國內外專業組織教育訓練、獲得國
內外專業考試或資格證書等。本年度得獎者計壽險內勤4人、壽險外
勤組3人、產險組3人，共計10人。(依姓名筆劃排序)

◉頒獎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陳燦煌(右)

◉壽險外勤組◉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全球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王授仕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陳翠芳 永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彭超群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形象廣告「陪伴篇」

「因為愛 責任在」

特別的人 從特別的地方開始

1169通訊處/處經理

翠芳體系/業務協理

富鴻通訊處/業務經理

本次三商美邦人壽推出形象廣告【陪伴

全球人壽2017全新打造品牌形象工程專
案，以嶄新的CI形象及品牌精神「因為
愛 責任在」為核心主軸，透過全方位的
整合傳播，運用形象廣告、系列平面廣

「特別的人，從特別的地方開始」廣告

進入三商美邦24年，授仕為超過2000位
客戶量身打造保險規劃，推薦最好的商

從一個非典型業務員邁入美國 MDRT
百萬圓桌終身會員，再從 MDRT 終身
會員邁入，保險信望愛最佳專業顧問獎

專業，就是『專』注在這個行『業』。

從來沒有想過拿第一，用全力以赴的心
情在每一天，用生命在賽道上！

後的客戶、夥伴、輔導過的學生、幫助
過我的富邦長官、富鴻的學長姐們，接
受現代保險及評審們的肯定。一路上真

篇】，主要以「陪伴」的概念，傳遞三
商美邦人壽如同朋友般的陪伴，時刻守
護在保戶的身邊，讓保戶無論在追求夢
想或面對人生關卡時，都能因為有三商
美邦的陪伴而勇敢。本次也邀請最具人
氣、形象親民的歌手丁噹及鼓鼓擔任代
言人，藉由他們的詮釋也成功地傳遞出
三商美邦人壽「一句承諾 一生的朋友」
的品牌精神。

，選擇加入富邦帶來正向的改變。

告、社群分享、戶外看板及與消費者互
動的活動，充分傳達愛與責任的品牌理
念，劃下全球人壽品牌形象全新里程碑
。

品，感謝客戶一路的支持與信任，也感
謝4個通訊處，227個業務夥伴的相互扶
持。授仕願以個人微小的力量走入每個
家庭，散播保險的種子、散播愛，並持
續為社會教育、服務貢獻一己棉薄之力

感謝始終相信我的客戶，公司長官的支
持，我的家人！因為有愛所以無礙，我

。

愛你們！

曾經我在台下，為台上認真努力的獲獎
前輩大力鼓掌。今天我終於可以替我背

的很辛苦，也不算近，但我知道堅持是
往夢想的最短距離。客戶知道我獲獎，
比我還開心！謝謝現代保險基金會！

最佳專業顧問獎
◉壽險內勤組◉

獻給「那些找工作曾被打回票的朋友」
，鼓勵年輕人面對挫折，也要勇敢追夢

分為「壽險外勤組」、「壽險內勤組」與「產險組」；旨在表彰於保
險相關專業表現優異者，包括接受國內外專業組織教育訓練、獲得國
內外專業考試或資格證書等。本年度得獎者計壽險內勤4人、壽險外
勤組3人、產險組3人，共計10人。(依姓名筆劃排序)

知

識

是

最

佳

戰

友

【好保藏】
陪您走保險路

◉頒獎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陳燦煌(右)

&
施振超 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張義富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陳彥彰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曾淑如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法令遵循室/副總經理

0800客服中心/協理

業務通路本部/副總經理

訓練管理部/經理

榮幸獲頒第20屆信望愛『最佳專業顧問
－壽險內勤』獎項，首應歸功於本人職
涯中，諸多長官與先進提攜與包容；因

感謝現代保險舉辦『保險信望愛』獎，
讓我有機會參加甄選，入圍者都很優秀

感謝評審團的肯定，感謝三商美邦提供
絕佳的職場環境得以讓我發揮所長，感

保險教育訓練是紮根工作，服務客戶成
就我們圓滿人生。很榮幸獲得最佳專業

的我。此外，獲獎更使本人深感惶恐；
為不辜負授獎單位與眾多推薦人的厚愛
，本人將更努力精進，期使『最佳專業

、競爭非常激烈，很開心能榮獲本項殊
榮。除了評審委員的肯定外，感謝公司
多年的栽培、長官的教導、同仁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的家人在身邊陪伴，讓
我有動力樂在工作。讓我再說一次，感

謝家人們一路的陪伴與付出。進入保險
業工作已27年，彥彰在職場的每個階段
都全力以赴、保持學習熱忱，未來希望
能持續完成公司賦予的任務，培養更多

顧問獎，對堅守保險教育訓練崗位夥伴
的鼓勵與肯定。傳言獎項得獎與否，職
級高低是重要關鍵因素，但不以業績論

優秀的接班人才。

顧問』的美名發光發熱。

恩生命中所有的貴人。

級論專業。對投入專業成長堅持不懈的
你，積極爭取公開獎項的肯定，是淑如
選擇，看見世界以及被世界看見的方式。

為他們的加持與期待，終於累積成今天

保障型商品很重要，但客戶總是難以理
解？該如何擊破買保險「想回本」的投
機心態？「保險真寶藏」特刊從人生各
階段出發，以數據及圖表點明，掉以輕
心的態度是滋養「風險」最佳的養份，
唯一的預防方式是現在就開始準備！

長照2.0立意良好，但您知道每項服務仍
需收費嗎？又該怎麼使用？
失智症之於長照險、類長照及失能扶助
險該怎麼賠？
長照危機來勢洶洶，「病老殘保險一把
照」特刊用圖表說分明！

英雄絕不是口號，這次獲獎證明不以職
讀者服務專線：02-88665238#168／07-3322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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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專業顧問獎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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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壽險外勤組」、「壽險內勤組」與「產險組」；旨在表彰於保
險相關專業表現優異者，包括接受國內外專業組織教育訓練、獲得國
內外專業考試或資格證書等。本年度得獎者計壽險內勤4人、壽險外
勤組3人、產險組3人，共計10人。(依姓名筆劃排序)

◉頒獎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陳燦煌(右)

◉產險組◉

林國鈺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許國棟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顏思齊 和泰產物保險公司

火災保險商品部/資深協理

風險管理部/經理

客戶服務處/處長

感謝主辦單位及評審的肯定，讓我獲得

很榮幸能參加第20屆「保險信望愛最佳
專業顧問獎」的選拔，並在同業菁英中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求知的慾

此榮耀，在富邦工作二十多年，身兼產
險公會火委會主委及核保學會理事，致
力於提升市場火險專業，經常於「保險
大道」、「核保學報」等刊物發表相關
文章，期待大家均能為客戶規劃完整的
火災保險，保障被保險人權益，共創三
贏，減少社會環境損失。

脫穎而出獲得此殊榮，這份榮耀除了個
人的努力外，更立基於公司的支持與配
合，未來將秉持著這份榮耀及責任，貢
獻自己所學 並持續發揚公司風管文化的

DNA 「整合」、「精緻」及「透明」
在工作領域上。

望是支持我不斷追求成長的動能。感謝
公司推薦並將服務和公益的精神植入，
也感謝一路走來良師益友的扶持、砥礪
，讓我瞭解對家庭和社會能夠產生貢獻
才稱得上專業。得獎代表的是更遠大的
責任，將盡己所能協助並推動保險達到
真善美的境界。

●節目製作人

最佳校園菁英獎

表彰在校內外社團活動的參與、特殊研究計畫或才能與課業成績皆有
優異表現的全國大專院校修習過「保險學」相關科目的學生。每年所
遴選之獲獎者可獲頒發獎座、證書；其中得獎者每人另頒發5萬元獎
學金。(依姓名筆劃排序)

◉頒獎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 徐守德 (右)

主持人

黃秀玲 教授

●主持人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媒體集團 創辦人暨董事長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創辦人
●淡江大學保險經營研究所 教授

健

康

很

保

林麗銖 教授

●現代保險雜誌 發行人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董事長
●淡江大學保險經營研究所 教授

險

．

保

險

很

健

康

健康保險大家談（非凡商業台）
現代保險雜誌企劃製作
首播：每週日晚上9點到10點
Premiere：（Sun）9：00PM∼10：00PM
重播：每週一上午5點到6點
Rerun：（Mon）5：00AM∼6：00AM

朱逢怡 銘傳大學

邱奕瀚 崑山科技大學

湯閔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二年級

金融管理系/三年級

保險金融管理科/四年級

能獲得最佳校園菁英獎完全是出乎我的
意料之外。能獲獎是對我在學習保險的

首先，要感謝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能夠在這麼多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感謝評審讓我獲得如此有意義的獎項，
也謝謝我的家人對我所有的愛與陪伴，

一種肯定，也是對我未來的一種激勵。
只有真正學習保險才能看到保險的魅力
，保險是一個家庭最基本的需求，它是

，真的讓我感到不可思議，自小我沒有
做什麼事情讓父母安心，連爺爺臨終前
也還在擔心我這個孫子，如今我能得到

以及臺中科大師長們的協助，特別是瑞
益老師和玟慈學姐。我在志工活動中，
獲得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及寶貴的經驗，

我們在困境中雪中送炭的朋友，能夠用

這個殊榮，我想跟天上的爺爺說：「爺

也在學習保險時，深知其重要性並瞭解

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幫助每個家庭找到能
夠保障自己家庭的這位“朋友”，我覺
得我很榮幸。

爺憨孫長大了，您可以安心了」，能在
8/6 號獲得這個獎項是我這一生當中送

其原意。希望未來我在公益和專業領域
上，能有更長遠的成長！

給爺爺跟父親最好的父親節禮物了。

頻道：台中以北及高雄地區89、90台（沙鹿、大里95台；岡山84台）
其他地區88∼109台

SINCE 1995

T h e o n l y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i n s u r a n c e T. V. p r o g r a m
全面關懷 資訊領航
（02）8866-5238#898 www.rmi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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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保險成就獎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最佳社會貢獻獎

表彰在組織育成、專業經歷、社會公益以及對保險業有貢獻的資深從
業人員，本年度得獎者共計5人。(依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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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理事長 鄭濟世(右)

表彰在「風險管理觀念宣導、環境保護、節能綠化、捐贈贊助、生態
保育、弱勢關懷、教育宣導」等項目有特殊貢獻者。本年度得獎者共
計4人。(依姓名筆劃排序)

◉頒獎人：現代保險雜誌總經理 劉振豐(右)

李俊德 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高鶯娟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郭快美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王豪餘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李世傑 永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廖學茂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中區部/業務副總經理

通路一處/處長

富餘通訊處/業務總監

高屏通訊處/展業總監

世傑團隊/業務副總經理

總公司/董事長

這份榮耀歸功於公勝保經優質團隊，齊

感謝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與評審委

信望愛“最佳保險成就獎”這是壽險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心齊力以保險播種善良、成就良善、利
益眾生。回顧25年的從業歷程，以客為
尊提供人生財務、稅務、人身、財產及

員的肯定，也讓以保險為終身事業的我
備感榮耀。從基層的業務、組織發展延

業人員的至高榮耀!
也許是帶著太多人的期待與祝福 ~ 總算
不負眾望!這算是我從事壽險工作滿30年
最好的禮物!謝謝一路走來，所有給予支
持鼓勵與協助的長官、夥伴及朋友們，

，這些年來秉持以善以愛為出發點，感
謝公司的推薦，更感謝長期以來默默奉

永達保經 2001 年成立，公司經營理念
∼誠信負責、穩健經營、關懷服務、利
益共享。2007年整合全省業務及行政團
隊資源，成立「財團法人永達社會福利

踏入保險業超過30年，深知保險對於民
眾生活深切相關，也因此對於社會公益

基金會」服務行動為：身心失能、長者
、兒少關懷及重大災難救助等。世傑團

想：助人為樂往往帶來人生最大的幸福
感！企業經營與公益助人相得益彰，希

仁及保戶，已成為一種習慣，把愛傳到
需要溫暖的角落，即是學習也是成長，

隊及個人秉持公司「關懷服務」的理念
參與公司各項公益關懷活動。特別感謝

望能夠藉此號召更多有志之士一齊投入
公益助人的行列！

讓保險之愛無限延伸。

主辦單位及評審教授的肯定，我們繼續
加油，公益路上再相見！

法律責任全方位規劃，讓人們一生放膽
越限、從容無懼。自我期許未來培育更

伸到全國性的通路管理與策略發展，一
路走來學習甚多並充分感受到「保險，
是一個成就人的事業」。感謝台灣人壽

多優質保險新生代，將保險真、善、美
的理念價值及使命代代傳承。

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平台，謝謝董事長
與總經理的帶領，這個獎項是內、外勤
夥伴們共同的努力，讓我們一同享受這
甜美的果實。

我將銘記心底!感謝評審再度給與肯定，
讓我13年後再次獲獎，真是極大的鼓勵
∼人壽保險是一份愛的事業!我們的愛有

獻的伙伴及保戶們這份榮耀屬於大家的
。深耕屏東20餘年，每年固定必須「老
吾老」及「幼吾幼」的活動，結合了同

多深，路就有多長∼

的投入從不落人後！財富、名聲固然迷
人，然而對從事社會公益多年的我的感

《現代保險》全媒體～知識饗宴!

全面掌握
保險行動力商機!
感謝舊雨新知!
現代保險持續陪伴您突破!創新!
滿足您保險專業全方位的需要!

顏順志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中15區/業務總監

企業保險商品/副總經理

榮獲信望愛最佳保險成就大獎，非常感
恩。在交朋友幫朋友的理念下，讓至秀
樂此不彼的用生命做保險。願將畢生經

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及富邦產物35年來
長期的栽培，提供無數次國內外進修的

力的伙伴。我將在保險專業與家庭議題
持續努力貢獻所學。

嘉義八德據點/合夥人協理

找到最適合您需求的
《現代保險》新聞網
趕快掃我了解

知識通

驗奉獻保險業及教育界，協助所有有心
加入壽險行列的社會菁英，共同為台灣
保險的永續發展投注一股清流，完成傳
承的使命。再次感謝中15區全體夥伴，
讓我們攜手共創全方位人生。

機會，使我在保險尤其是再保險領域能
夠持續精進；工作輪調的機會，使我能
夠持續擴張視野，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
。感謝25年來在信仰與家庭議題一同努

賴良居 磐石保險經紀人公司

選 擇 方 案

最超值

彭至秀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平
均
$1
83
/每
月
)
每年

2,199

$

新聞會員
(平
均
$1
62
/每
月
)
二年

3,899

$

新聞會員

◉《現代保險》電子日報
◉新聞網文章搜尋
◉線上預約顧問諮詢
◉獨享生日折價券

◉無限閱讀全站文章
◉喜愛文章分享轉寄
◉網路書城購物9折
◉不定時優惠訊息

願將一切榮耀歸於主！保險的價值與意
義，就是『愛』。我願以〝愛〞為核心
，帶著傳愛使命、勇往直前、向著標竿
直奔！因自己曾經破碎、而體會恩典。
願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
感謝所有客戶的支持及磐石保經嘉義熱
誠積極的團隊一起成就大事！我帶著傳
愛使命，願以專業，幫助客戶不同階段
的達成財務目標，進而實現夢想。以愛
心，學習主耶穌以謙卑的心幫助人，從
事社會公益。

保障是保險最重要的功能，其他金融工具無法取代！
人生想要圓滿，除了靠努力還要靠運氣，但運氣無法掌控，
當運氣不夠好時，保險可以填補人生拼圖少掉的那一塊，這就是保險最珍貴的價值。

黃秀玲
淡江大學保險經營研究所教授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媒體集團創辦人暨董事長
【健康保險大家談】電視節目製作人／主持人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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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產險組」、「壽險組」；「壽險組」表彰平均生產力、保單繼
續率與人員定著率等績效、同仁接受教育訓練等，年度總體表現優異
的通訊處。本年度得獎通訊處計壽險組7個。(依公司筆劃排序)

◉頒獎人：現代保險雜誌發行人 林麗銖(右)

◉壽險組◉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

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永達保險經紀人公司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1628通訊處

台南業務中心

中興通訊處

中三聚富團隊

羅東興東通訊處

富海通訊處

1628 通訊處於 101 年成立至今已 6 年，
此次受到信望愛評審的肯定，讓1628通

公勝保經台南業務中心近年來業績、人

台灣人壽歷經合併革新已開花結果，不

若是沒有熱情是無法持續燃燒，若是沒

公司建構創業平台之下，我們努力並且

力表現亮麗，感謝蔡聖威總經理的前瞻
佈局，與南區王俊森副總的指導與輔助

僅已成為中信金控旗下重要雙引擎之一
。最佳通訊處─中興通訊處能受得獎肯

有信念是無法堅持到底…，打造冠軍團
隊，沒有驕傲只有無限的謙卑。用生命

，我們將持續堅持對保險的初衷，傳遞
愛、責任與關懷，更要因應AI衝擊，提
升專業能力，朝全方位的財務顧問前進

定，在於全體同仁秉持以「人」為本，
重視客戶需求、盡心協助客戶達成財富
獨立自主，協助保戶規劃最適當的資產

在賽道上，不負客戶所托，用實力讓情
懷落地。賽道還沒到終點，目標是將最
深厚的專業和人文關懷的底蘊在中國遍

得到最佳通訊處獎不只是一個傲人的榮
譽，更非常有意義。 1. 與所有業務團隊
競爭脫穎而出，證明整體績效超越全國
各業務團隊。 2. 所有興東主管做了許多
正確事情，得到業界學者肯定，這比得

，成為客戶的最佳守護天使。

配置，讓客戶人生每一階段的風險得以
保障，以優良的經營與服務熱忱，獲得

地開花，用最巨大的能量傳揚台灣人的
真實力！
永達中三VS永達理福州

到南山榮譽會的獎更有非凡意義。最重
要的這是“團隊獎”。優異團隊的影響

人，將在未來的 3 年再開枝散葉∼感謝
現保頒這個獎項給我們，得獎代表對過

力遠超過個人成就。在羅東興東，我們
為自己為團隊為家人為所有客戶和有緣

去的肯定，而未來，就是現在。

訊處夥伴們深感驕傲，也給夥伴們很大
的鼓勵，未來將持續服務、照顧到更多
大大小小的保戶，並培養更多優秀專業
的保險業務員。最後感謝公司良好文化
薰陶，讓1628通訊處得以建立並茁壯，
靜美在此，代表三商美邦人壽1628通訊
處致上最高的謝意，感恩大家！

最佳通訊處殊榮！

有獨特理念。在擴大的過程中我們以「
不辦增員活動」、「培養左右手」、「
保險創業家的訓練」讓組織健康、且有
效率的擴大，目前體系共8個通訊處500

人，成就興家助人，獨步宜東的理想。

最佳通訊處獎

萬萬稅時代

靠「節稅保典」保平安 !

分為「產險組」、「壽險組」；「產險組」旨在表彰平均生產力、平
均損失率、單位綜合率等績效、同仁接受教育訓練狀況等，年度總體
表現優異的通訊處。本年度得獎通訊處計產險組3個。(依公司筆劃排
序)

◉頒獎人：現代保險雜誌發行人 林麗銖(右)

◉產險組◉

有錢人更需要保險！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景美通訊處

因為透過保險，不但擁有保障，
更可以傳承財富、保全資產 !
身故保險金不但免遺產稅，

今年度景美收榮獲信望愛最佳通訊處獎
，這對景美收來說是莫大的肯定及殊榮
，然而這份榮耀來自於許多人的幫忙及

還可做為子女繼承遺產的稅金財源，

鼓勵，首先感謝長官們給予參與競賽的
機會以及Agent+轉型帶來的新契機，我
們會將大家一路上的幫忙銘記在心，最
後，這個獎項要歸功於景美收各個夥伴

◎從繳保險費到領保險給付「有稅可節」

的努力與支持，謝謝大家！

◎保險節遺產稅 小心8地雷

順利將財富移轉給子孫 !

◎資金好去處 保險比買房更可靠
◎如何運用2.4萬元保費節稅
◎節遺產稅 5大攻略一次上手 !
◎滿期金、還本金不是要保人領 小心贈與稅
◎錢存年金 有被課稅之險？

兆豐產物保險公司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城東分公司

企業保險營業一部

台北分公司

感謝評審團秉持公開、公平、公正之二
階段書審及面試，本公司脫穎而出榮獲

非常榮幸繼2014年獲最佳通訊處獎後，
今年再獲此殊榮，感謝評審對企營一部
的肯定。證明一部同仁持續提升自我專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及公司給予的機會，
我們以誠惶誠恐的態度參與此次競賽，

產險「最佳通訊處」獎，再次擦亮兆豐
產險招牌。也使我們同仁領悟到「成功
的果實永遠屬於努力不懈的人」。我們
當秉持保險專業做到「信、望、愛」之

讀者服務專線：02-88665238#168／07-3322950

精神，發揚人間「真、善、美」，貢獻
一己之力 ，回饋社會。

業行銷能力，並與客戶建立長遠夥伴關
係，深得客戶信賴及支持的方向是正確
的。未來我們將持續協助客戶做最適當
保險規劃、提供專業損防服務及建議，
再創佳績，挑戰三度獲獎。

無論書審或面試之過程，讓我們獲得許
多經營上的寶貴經驗，印象特別深刻是
面試老師問題精要、務實之態度，獲益
良多。期盼藉由此次參賽經驗，提供給
我們更具體、實際的經營方向，我們將
更加努力回饋給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