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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 情 令 很 多 活 動 都 無 奈 延 期 或

腰斬，但為了繼續支援同業，「保協」

將不少活動移師網上進行。在此期間，

「保協」優化了網上學習平台，同時提

供專業的網上學習課程，讓同業繼續增

值自己；而且「保協」今年全面更新IT

系統，9月更通過討論多時的流動應用程

式提議，現時密鑼緊鼓籌備，預計會在

明年1月推出該程式。

100萬港元革新IT應用
  「保協」相信，一個完善的平台能

夠有效幫助會員及從業員了解「保協」動態和行業事務。在剛過去

的9月，「保協」投入了100萬港元革新IT應用，希望能提升「保協」

專業形象，及吸引更多年輕的從業員關注「保協」動向。除了全新

流動應用程式能方便續會、入會申請、發放會員優惠外，「保協」

亦會重新製作網站，令網站更方便會員使用，並上載過往的會議、

研討會、APLIC的講座影片至會員專區，讓「保協」網站成為會員的

學習平台。與此同時，「保協」亦會加強「保協」的網絡及數據安

全，以保障會員的私隱。

直播DMA/DAA頒獎典禮
  在10月，「保協」亦會準備另一項保險業界的盛事——第28屆

傑出人壽保險經理（DMA）及營業員（DAA）獎頒獎典禮。雖然今

年受疫情影響，未能如期舉辦晚宴，但「保協」仍希望能夠嘉許和

表揚在今年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中，依然獲得超然業績的得獎者。

因此，「保協」決定在11月27日舉辦虛擬頒獎典禮的直播，與同業

一起分享喜悅。是次虛擬頒獎典禮已租用了亞視片場，「保協」會

在10月14日分批邀請獲獎的從業員及保險公司到場領獎，並聘請了

製作公司全程錄製頒獎過程及表演節目。而另一項「保協」年度盛

事「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大會」，受疫情影響則會改期至明年8月進

行。

提早舉行周年大會
  至於每年「保協」的周年大會向來在年底舉行，今年將一改傳

統，提早在10月16日舉行。目的在於讓新一屆的執委能夠與現屆執

委更好地進行交接，方便我們在11月至12月期間計劃明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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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協」活動表
11月27日（星期五）晚上7時正 第二十八屆傑出人壽保險經理及營業員獎頒獎典禮 線上直播

待定 優質服務頒獎典禮 待定

教育部資訊
多謝支持！參加人數再創新高！ 2020保協傑出財務策劃師大賽

全年接受報名　歡迎觀摩 2020/2021 保協普通話演講會（十周年）

查詢：WhatsApp 5720 6641

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

特許財務策劃師（FChFP）高階課程

特許壽險策劃師（ChLP）課程

副特許財務策劃師（AChFP）課程

保險普通話實戰先修班

認可兒童財商導師（CCFQI）［初階/進階］課程

成功致富方程式2天課程

專業抖音基礎課程

    為增加與讀者互動的機會，「保協」會訊現推出
有獎問答遊戲，每期首10位答對的參加者，可以獲得 
「保協」運動T恤乙件，或兒童財商初階課程HK$200
現金券（即免費報讀）[只限5張，送完即止]。得獎者
將由專人通知領獎。事不宜遲，讀者只須掃描右方 
QR Code回答簡單問題即可參加。今期問題是：

現時繳交1年會費，可獲得多少年會籍？
答：A. 1年
    B. 2年
    C. 3年

（活動截止日期：11月30日）

互動
專區	

新入職保險業牌照申請支援服務

新入職保險業牌照申請支援服務 / 互動專區 / 活動表 / 教育部資訊

保
險業監管局（簡稱保監局）已由2019年9月23日起

正式負責全面規管香港的近8萬名保險中介人，包括

審批牌照、進行查察和調查，以及施行適當的紀律

制裁。

  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LUAHK）作為會員人數最多

的人壽保險從業員專業組織，為業界與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

橋樑。如閣下或閣下之團隊向保監局提交新代理申請牌照，

因特別原因而未獲批准通過，歡迎向本會提供閣下或申請人

的相關資料，以便本會於彙整後向保監局作進一步反映和

跟進。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969 0208與本會胡小姐聯絡或

電郵至zoewu@luahk.org。

掃描以提供申請人相關資料以便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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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財富近年持續增
加，其中尤以中國內地處於
高速增長階段。隨着亞太區
內的財富規模不斷擴大，
市場預期區內高端客戶對財
富管理的需求將與日俱增，
而財富傳承與資產配置多元
化更是其關注所在。

近
年全球經濟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亞洲，受惠於快速增長

的經濟，未來亦將有大量富豪家族需要面對財富傳承的

課題。因此，如何透過財富規劃及家族管理，實現財富

傳承；透過數碼化與可持續投資，滿足多元化資產配置的需要，

將成為私人銀行業界協助區內高端客戶管理財富的關鍵。

亞太區高端客戶量龐大
    根據瑞銀聯同羅兵咸永道發表的《2019年億萬富豪報告》， 

2018年全球億萬富豪人數有2,101人，亞太區內的億萬富豪人數

為754人，當中，在中國億萬富豪人數為325人，佔亞太區總數

的43%。

亞洲財富規模持續擴大
高端財富管理需求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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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解構

排名 經濟體 成人平均財富（美元）

1 瑞士 564,650

2 香港 489,260

3 美國 432,370

4 澳洲 386,060

5 紐西蘭 304,120

家族辦公室通過國際級的專家，包括財務、法律、

投資、會計、保險、銀行及信託等專業顧問團

隊，為富豪家族度身訂造全方位服務。服務範疇包羅萬

有，涵蓋投資、交稅、慈善、財富傳承、遺產，以及子

女教育等一系列與家族財富有關的事宜，甚至還會仔細

至包括管理藝術品、飛機、遊艇、房產及其他資產。

    時至今日，家族辦公室已發展出不同種類，包括專

為單一家族自發成立的「單一家族辦公室」，亦有由多

個家庭共同設立的「多家族辦公室」。

    亞洲財富管理行業的增長潛力，與區內家族辦公室

的興起有着密切關係。根據瑞士信貸數據顯示，截至

2019年全球約39%的財富來自亞洲，約28%的超高淨值

人士生活在亞洲，但位於亞洲的家族辦公室機構數量僅

佔全球總數約18%。

    有私銀業內人士指出，中國作為財富增長最快的經

濟體之一，但其家族辦公室的生態環境仍處於起步階

段，因此對很多內地富豪而言，內地私人財富管理行業

提供的服務仍然不足。而香港可作為其海外資產配置及

投資管理的首選地，因此大灣區的超高資產淨值家族對

香港家族辦公室服務有一定需求。

    報告指，中國經濟在2014至2018年底的5年間蓬勃發

展，而中國企業家迅速崛起，甚至超越了俄羅斯，躍升為

全球第2大的億萬富豪群體，他們的財富增加了2倍，增長率

達202.6%，增至9,824億美元。中國更擁有全球億萬富豪近

八分一的財富，他們平均年齡為57歲，低於全球平均的64

歲。

    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聯席主管、瑞銀香港區主管及行政

總裁盧彩雲就曾表示，中長線來說，料亞洲區和中國市場財

富增長速度，會繼續比美國和其他地區快。而由於區內財富

逐漸向下一代轉移，年輕富豪客戶數目勢將增加，故這些客

戶將成為本港私人財富管理機構未來增長的重要部分。

香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
    至於香港方面，根據瑞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財富

報告》，2019年，香港成人擁有的財富平均為382萬港元，

繼續成為全球排行第二的最富有經濟體，僅次於瑞士，明顯

高於全球平均的55萬元。另外，本港的高淨值人士（780萬

元以上）及超高淨值人士（3.9億元以上）分別有51.6萬人及

3,103人。瑞信估計，香港高淨值人士到2024年將達到70萬，

增長36%。

    有市場人士預期，這種趨勢將大大提高區內對金融科技

應用於財富管理的需求；配合區內財富傳承需求上升等因

素，「家族辦公室」（見另文）更會為私人財富管理業界帶

來不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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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不穩定因素增加，

而私銀客戶更着重財富保值及重新平衡投資組合，並以

多元化和應對波動為投資目標。其中，數碼化與可持續

投資乃環球投資者關注主題。因此，亞洲區客戶尤其着

重財富保值及重新平衡，以應對市場的短期波動市況，

至於新世代投資者則對環境、社會和管治（ESG）投資

展現濃厚的興趣，並積極尋找專注於ESG的高質素公司

作投資。

    由於財富管理強調「危中有機」，故私銀業界近期

縱然面對不同挑戰，但隨着金融科技時代來臨，加上家

族辦公室和來自亞太地區的高資產淨值人士數量不斷上

升，香港仍然是具有獨特優勢的國際金融中心。

數碼化與可持續投資成新貴

     促進家族辦公室發展，特別是吸引中國內地超高淨值人士的家族辦公室落戶香港；

     進一步開拓內地市場，透過雙向跨境理財通等渠道，吸引更多來自其他市場的離岸客戶；

     推動數碼轉型及ESG投資，開拓重視金融科技及可持續發展的年輕客戶群；

     培訓業界人才，特別是中前綫及合規部門的龐大需求。

基數：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n=100）

53% 42%
63%

52% 54% 51%

39%
31%

20%
18% 17% 12%

7%
25% 13% 19% 25% 32%1%
2%

4%
11% 4%

5%

資源來源：香港：亞洲財富管理樞紐 — 行業調查報告

    事實上，早於今年初由香港金融發展局發表的行業調查報告就顯示，很多公司正在或將利用財富科技提供財富

管理服務，加快應用金融科技。

    而早在疫情發生前，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已趨向數碼

化，以配合新一代客戶需求，而疫情主要改變了行業從

業員與客戶之間的互動方式，例如面對面的互動被視頻

會議等方式取代，財富管理顧問需要透過數碼渠道與客

戶保持聯繫，特別是合規的即時通訊工具（IM），情況

與保險業相若。

《2019年香港私人財富管理報告》就指出，推動私銀行業發展有4大重點方向：

各項財富科技使用狀況

已使用

正在實行或計劃中

有考慮或已有初步討論

沒有計劃使用

1
2
3
4

客戶線上互動 電子/數碼經紀 人工智能投資顧問 人工智能退休
計劃顧問

微型投資中台（middle office）
及後台（back office）

機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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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走向

貫徹以人為本  科技優化客服
    因應亞洲高淨值/超高淨值客戶，特別是第二、三代富豪

特別熱衷及自信於應用金融科技，故不少私人銀行積極開發

專屬智能手機理財App，以吸納更多新一代客戶。雖然金融

科技應用大大提升了客戶服務體驗，但跟保險業一樣，私人

財富管理也是以人為本、個人化為主導的行業，因此顧問與

客戶面對面的綫下溝通及服務，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即使數碼化乃大勢所趨，但業內人士相信，綫上

綫下服務應雙軌並行發展，以提供更佳的高端「個人化服

務」，如人工智能可協助從業員掌握最新市場數據，並透過

分析了解客戶需要，從而提供更個人化和自動化的服務。至

於業界亦可利用機械人顧問執行簡單及重複的工作，提高客

戶服務效率。

    另一方面，根據瑞銀集團《2020全球家族辦公室報告》

顯示，隨着第二、三代開始傳承家族辦公室，除傳統資產類

別如一般股票或債券外，這些「新型」家族辦公室開始轉向

另類投資如私募股

權、ESG投資、創效

投資及社會責任等。

全因這些新一代認

為， E S G投資因素

可降低風險並提升投

資表現，由此可以預

期，日後將有更多家

族會提升ESG投資及

創效投資的比例。

多元化服務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加上大眾對各類保障理財的需求

持續提升，以及財富的累積，客戶對各種保障、退休策劃、高

端醫療、財富管理及投資的需求亦不斷增加。由於市場環境的

變化，加上近期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客戶的保障意識

和需求明顯提高。

    或者部分人會認為，保險業的財務策劃顧問只會提供保險

或相對簡單的理財方案；假如涉及高端資產管理、財富傳承，

以至成立信託基金等服務，則屬私人銀行的服務領域。但其實

現時部分保險團隊不只能為客戶提供所需的保障理財建議和方

案，而且會與來自不同銀行、基金公司、資深律師事務所、

信託公司、跨國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家族辦公室的專業團隊協

作，以客戶的利益為依歸，利用專業知識協助客戶達到人生目

標。

    針對有關趨勢，有保險業人士表示，若與私人銀行相比，

由於每間私人銀行均有不同的優勢和主打產品及服務，而同業

間鮮會合作，為對方提供專屬產品和服務，所以客戶除非選用

多家私人銀行服務，否則難以同時擁有他們的優勢。而保險團

隊則可扮演當中的橋樑，促成不同界別的合作，因而令部分保

險業團隊的服務範疇轉趨多元化，讓客戶獲得更貼身的服務。

透過人壽保險處理財富傳承
    承上文所述，富裕人士對財富傳承的需求亦愈來

愈大，而且「富過三代」仍然是許多富裕人士的傳承

目標。不過，缺乏完善規劃、稅務法規日新月異，下

一代對財產分配無法達成共識等，都是「富不過三

代」常見原因，雖然不少人會透過訂立遺囑、成立信

託基金等方式實現財富傳承，但由於涉及法律程序，

過程始終較為繁複需時，遺囑亦較易引起家族爭議。

    為了迎合市場需要，近年愈來愈多保險公司就以

傳承為主題，推出超長年期的跨代壽險計劃，助富裕

人士利用保單將財富代代相傳，而且處理程序亦相對

較簡單靈活。

    為了確保財富順利傳承，這些計劃往往允許無限

次轉換受保人，可以滿足父傳子、子傳孫，或者祖父

輩直接傳至第三代的需求；此外，計劃亦具有人壽保

障，假若受保人不幸身故，大額的身故賠償金亦可助

家人度過難關；也可作為長遠增值財富的工具，因為

保單的現金價值會不斷上升，將資產一直滾存下去；

亦兼有各種靈活理財的選項，以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的

財務需要。

（資料及圖片由《香港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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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較常聽到以西藥治療情緒病，那到底中醫如何

治療情緒病呢？從中醫的角度看，應如何治療和

調理情緒病呢？為了讓讀者增進了解，本文請來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中醫臨床助理教授勵莉和註

冊中醫師任立新，從多角度剖析以中醫治療情緒病的點滴。

問︰�從中醫角度看，有沒有情緒病這回事？中醫稱之為甚

麼？與五臟六腑哪個部分相關？

勵︰�早於漢代，張仲景提出鬱證致病有內外之分，宋、金元

時代提出六鬱之說，情緒病屬中醫鬱證的範疇。

任︰�情緒病屬於西醫學的神經衰弱、精神焦慮症、抑鬱症

等；但在中醫角度則稱之為「鬱證」，主要病在肝臟，

而且會涉及心、脾、腎。古時大部分患者皆為女性，由

於年紀輕輕便嫁作人婦，一時間未適應繁複的禮節，又

苦無傾訴對象，容易出現情志不紓等症狀。

問︰�以中醫角度解構，情緒病的成因是甚麼？分為哪些類

別？

勵︰�鬱證主要成因是氣滯，即受外來因素影響，導致情志

不紓、氣機鬱滯。而氣滯則會影響肝臟功能，氣鬱日久

可影響心脾等其他臟腑。

任︰�情緒病成因是受七情所傷、情志難紓而鬱悶惱怒傷肝，

引致肝氣鬱結而成病，由於長期肝鬱不解，肝氣無從疏

洩，導致氣血失調，肝氣橫逆，造成肝木乘脾，又或

肝鬱化火，上擾心神，心火偏盛，火鬱傷陰，腎陰虛

耗，而致陰虛火旺及心腎陰虛之象。

知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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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山倒海的工作
使人倍感壓力，若果
加上發生不愉快的事
情，例如家人患病、
失戀或失去朋友的
話，就更容易引發情
緒問題。嚴重者或會
出現精神錯亂，這時
當然要尋求西醫治
療，但初發或症狀輕
微者，還可以向中醫
求診，以中醫藥及按
摩等方法治療情緒
病。

 紓壓洩鬱
中醫緩解情緒有妙法



問︰�中醫對情緒病有何看法/觀察？如何問診情緒病？哪些病

徵會被中醫診斷為情緒病？

勵︰�中醫會觀察患者表徵狀況，例如情緒起伏、情緒亢奮、

飲食習慣突變、頭痛、失眠或胡思亂想。若發現病人有上

述表徵，則會作深入診治，才能斷定是否患上鬱證。

任︰�結氣病者，憂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

不行，故結於內。　　

問︰�中醫治療情緒病時，以甚麼為重點？減壓？安養心神？

調和情緒？還是其他？

勵︰�病情較輕者，可以中藥材治療，針對調理內臟（如︰

心、肝、脾功能），改善情志不紓、精神不寧等問題。

嚴重者可施以針灸治療，但施針穴位則因人而異，宜先由

中醫師問診才作定奪。

任︰�中醫以辨證論治為治療原則，首要任務是紓肝解鬱，但

心病還需心藥醫，治鬱證全賴病者能移情易性。故減壓、

安養心神、調和情緒都是基本方法。

問︰�針灸治療情緒病可行嗎？原理怎樣？應在哪些穴位施

針？

任︰�針灸治療情緒病的原理是以紓肝寧神為標，可在百會、

四神聰、神庭、太沖、本神、三陰交、翳明、安眠等穴位

施針。

情
志不紓的時候，當事人未必想跟任何人傾訴，但這

不代表要就此鑽入死胡同，反而應該要情急智生，

以一些簡單的小運動自救。兩名醫師所建議的小運

動易學易記，不妨放入記憶錦囊，助自己一把。

勵莉醫師建議︰

運� � 動︰抗頭痛自我按摩法

做� � 法︰�將雙手指尖（拇指除外）微曲放於眉心位置，緊

貼頭形向後按，直至後頸位為一個動作，重複多

次有助預防頭痛。

其他選擇︰以梳頭代替

任立新醫師建議︰

運� � 動︰紓緩緊張焦慮情緒指壓法

做� � 法︰�將右手中指尖放在左掌心的「勞宮穴」，再把左

中指尖放在右掌心。配合腹式呼吸，閉上眼睛，

排除心中所有雜念，兩手指尖用力按壓兩分鐘。

其他選擇︰�完成動作再配以圓肉花茶效果尤佳。因圓肉有

安神減壓、補益心脾的作用；配合不同花茶以調

和及加強減壓之效，例如加上菊花以清肝火、紓

緩眼壓；加上玫瑰花以紓緩氣脹、氣痛；加上

合歡花可改善睡眠；加上旋覆花則紓緩因焦慮引

致的胃抽筋、嘔吐等。 （資料節錄自《香港經濟日報》）

運動篇

� � 當面臨的焦慮、情緒壓力反常時，除要保持樂觀外，

與專科醫生或親友傾吐和商量，都可避免一時之間鑽上

牛角尖或走入死胡同而萌生怪念。除此之外，勵莉醫師

建議以下7個預防鬱證的生活小貼士，或許可助你避開困

窘。

1.�深呼吸消除焦慮︰深呼吸至丹田，即肚腩凹下去。反覆

做幾次，有助改善焦慮。

2.�確保有放鬆時間︰每天為自己定下放鬆時間表，離開工

作間三數分鐘，讓身心氣。

3.�轉移注意力︰煩躁焦慮時，要避免鑽牛角尖，嘗試放下

工作，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例如看書、睇戲、

聽音樂、傾電話，甚至計劃旅行。

4.�學習閉目養神︰不要小覷閉目養神這動作，摒除雜念配

合腹式呼吸的話，可減輕焦慮和不安。

5.�洗浴︰遇有想不通的事情，不妨來個熱水浴，讓身體和

頭腦也放鬆一下。

6.�堅持鍛練身體︰恒常道

理，有強壯的體魄才有清

晰的頭腦。

7.�均衡膳食︰道理同上，只

有均衡膳食才有強壯的體

魄，才有清晰的頭腦。�

溫 馨

提 示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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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由《香港經濟日報》提供）此欄由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提供

上半年投資騙案升4成
    身處資訊爆炸的年代，無論是報紙、電視、收音機，以

至網上討論區及社交網站，有關財經和股市的資訊皆垂手可

得。誠然，掌握多些資訊當然是好，但投資者要小心提防一

些假新聞及消息，以及一些來自所謂「投資專家」的意見，

這些都是投資騙局的常見手法，不可輕信。根據警方數字顯

示，今年上半年涉及投資的整體騙案為143宗，較去年同期上

升4成。

騙局主題花款多
    投資騙局五花八門，例如投資倫敦金、比特幣或其他加

密貨幣的騙案便比比皆是。大家亦可能聽過層壓式騙案和

龐氏騙局等。投資騙局很多時都是舊酒新瓶，換了一個臉孔

去騙人上當，然而主要技倆都是利用人的貪念，聲稱保證能

在短期內賺取高回報，投資風險又低，誘使投資者入局。

防騙實用貼士
    投資者要時刻提防回報高得不切實際的投資計劃，切

勿盲目誤信親友推介的投資機會，因為他們可能也不察覺

自己已墮入了投資陷阱。投資者亦不要純粹根據互聯網上

的「資訊」來進行投資，因為騙徒會利用互聯網，例如網

上通訊、留言板上的留言來傳播消息以便利其運作，有關

「資訊」可能其實由騙徒本人散布，故要小心過濾及加以分

析。

    騙徒會迫你倉卒作出決定，讓你墮入騙局。你在作出任

何投資決定前，必須保持冷靜，周詳考慮，認清風險。假如

要購買複雜的投資產品，應向專業人士查詢，尋求專業意

見。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有人
因放無薪假而賦閒在家，有人
則要在家工作，或許因而令市
場上多了一班投資新手。有不
法之徒或看準機會，布下投資
騙局，投資者必須加以警惕。

防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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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有情 抗疫基金支援同業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緊張，而保險從業員的
工作乃多勞多得，為支援確診的保險從業員，「保協」
與「保協慈善基金」分別撥出50萬港元成立「新型冠狀
病毒支援抗疫基金」，為「保協」會員，以及保險
從業員提供資助（詳見P22）。想知有關措施的成效及
受惠從業員的評價？且聽他們娓娓道來。

當你得知確診時的心情怎樣？
身體狀況又如何？
Wilson：�當時的心情固然不好，因為怕自己感染了公司的

同事及家人。至於患病住院期間，由於反覆出現

高燒，而且沒有食慾，所以身體感到十分疲累。

Wing：�其實被告之確診前只是有點像感冒的身體不適，沒

有發燒，直至家人確診，我被建議進行測試後才得

知確診。但由於病情較輕，治療期間只需使用抗生

素。

Nicole：�得知確診時心情其實有點沉重，雖然當時的症狀十

分輕微，但也擔心家人和同事被感染。慶幸得到他

們的體諒和支持，讓我可以安心休養。

當你知「保協」及「保協慈善基金」分別為
會員和從業員提供資助時，你對他們的措施
有甚麼想法？
Wilson：�當我的秘書通知我有關「保協」的「新型冠狀病

毒支援抗疫基金」資訊時，我感到很意外，作為

「保協」會員，以及行業的一份子，能在患病中

得到支援，自然感到十分安慰，而這措施也正正

讓我體會到人間有暖。

Wing：�同事得知我確診後便轉發這個資助訊息給我。由於

我近年未有續會，所以只申請了「保協慈善基金」

的資助。

Nicole：�透過同事轉告，我才知悉「保協」和「保協慈善基

金」提供這個基金，當時的感覺猶如雪中送炭，更

加深我對他們的認識。

 「新型冠狀病毒支援抗疫基金」如何助你度
過「疫」境？
Wilson：�由於我們的工作是多勞多得，故患病及休養期間

自然無法工作，而基金提供的經濟支援，正好為

我日常的行政開支提供部分的補助。儘管金額未

必很大，但我真的感謝「保協」對我這個患病會

員的心意。

Nicole：�由於休養期間無法工作，所以透過基金的撥款，加

上公司相關的支援，大大減輕我在那段時間的經濟

壓力。

 你會怎樣評價「新型冠狀病毒支援抗疫基
金」？
Wilson：�基金讓我在患病間感到充滿愛的支持，可以說是

雪中送暖。所以我非常支持「保協」及「保協慈

善基金」推出這個措施。

Wing：�我認為這項基金能夠連繫一眾保險人。由於我們的

工作性質乃手停口停，所以基金的資助固然有一定

的幫助，同時一份關心亦為同業帶來更多正能量。

Nicole：�由於我們經常需要外出工作，受感染的風險亦較

高。而「保協」想到為業界成立支援基金，除了令

我感到十分感動，更欣賞他們的細心，真正照顧業

界從業員的需要。

（上述受訪者皆以化名呈現）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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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i年輕時在巴黎
留學。

嚴楚碧

    一場飛來橫禍，奪走了她行走的
能力。「我根本不敢相信這件事的發
生。誰能想到，本來坐在朋友車上睡
着了，醒來卻是在醫院，全身插滿喉
管，動彈不得？」22年前，嚴楚碧
（Rabi）因一次交通意外導致四肢
傷殘，令她難以接受，但靠着樂觀

豁達的態度，Rabi重啓了不
一樣的精彩人生。

精彩人生重啓
突破框框突破框框

在
接受治療初期，Rab i的腦海充滿「為甚麼」：

「『為甚麼』是我？『為甚麼』會在那天出去？

『為甚麼』要睡着？」她曾感到絕望，癱瘓在床之

餘，連累媽媽需要長時間在旁照顧，健全的生活、自己的夢

想和充滿期待的未來，通通都化為烏有。

再次「站」起來
    不過，Rabi本身個性樂觀，遇到不開心，很快就會忘

記，加上曾經在巴黎生活的經歷，鑄就了她堅強的性格。

「我十幾歲就去了巴黎讀設計，那時無論生活遇到甚麽事都

要自己解決，學懂在陌生環境中謀生，而且令我變得更容易

看開。」

    而生活中的許多小事，也令Rabi重燃希望。她回憶道：

「住院期間目睹不少長期病患和突然過世的病友，就覺得自

己能活下來已足夠幸運，在遭遇車禍前的人生中，已經幸福

了很久。」Rab i抱持不要

一直躺在床上的信念，努力

恢復健康。「當時我認識了

一名殘疾籃球運動員，他做

到了不少令我驚訝的動作，

我很欣賞他，原來就算是殘

疾，也可以自立生活和享受

快樂。」車禍雖然令脊椎神

經嚴重受損，但經過幾場手

術，加上Rabi的努力，她的

雙手慢慢回復活動能力，後

來更可以駕駛。

大膽堅定的創業路
    「面對工作很無奈，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仿佛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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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經過一兩年的康復訓練，Rabi終於可以

獨立、自理，但身障始終帶來諸多限制和不便，

即使是「小」事情，也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

面對自己喜歡的設計工作，也力不從心，也不喜

歡別人處處遷就和照顧。她解釋：「手沒有以前

那麼靈活，加上血液循環差，坐久了腳會瘀痛，

昔日2小時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要多花3倍時間才

能完成。有一次工作到大半夜才完成任務，腳都

已經腫了。」

    不過，看似柔弱的Rabi內心卻從不服輸：「我想要一

個公平的環境，不想別人遷就我。」因此她於2007年毅然

辭職，當時網絡發展正盛，她決定試試網上創業，成立設計

公司。談及那段時間的經歷，她用「大膽」二字來概括。

「客戶不知道我是坐輪椅的，所以聽到我問停車場有沒有升

降機這類問題會感到奇怪。還記得第一次見客，客人反問我

是否不方便，要去接我，最後我們在車裏會面，所以我的車

仿佛變成了我的流動辦公室。」

殘障生活也多彩
    「本來不知道殘障人士的生活如此不便，外出吃飯、去

洗手間都有限制，有時甚至會發現殘障廁所被鎖住。其實我

們和普通人一樣，貪靚和貪玩。」社區中的種種不公，令

Rabi感到不滿和委屈。

    偶然間，Rabi結識了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的前任主席

並加入了協會，最初她單純以同路人身份分享自身經歷，到

後來身體力行為四肢傷殘人士提供支援，幫助他們解決生活

上的難題，更透過不同方式推動傷健共融的精神，以及積極

推動無障礙政策的倡議工作。現為協會主席的Rabi希望大眾

對傷殘人士有多分理解，同時寄語同路人：「當一條路被堵

上的時候，要記得衝破框框，人生可以很多元化。」

保險的實質是為人服務 
    「由於自己是自僱人士，又沒有政府補助，更需要作出

理財規劃。」談及理財，Rabi坦言自己原本是一個「留不住

錢」的人，一有錢就會花掉，從不會為未來作出規劃。幸好

身邊做財務策劃的朋友推薦她購買儲蓄計劃，她才開始有理

財意識，甚至已做好退休計劃，為日後生活作好準備。而在

市道較好時，她也會和朋友一起投資，以求穩為主。

    對於保險，Rabi就更深有體會，「受傷之後，更加感

受到保險的重要性。由於缺乏保險保障，因此在車禍的持續

治療上花了不少錢，負擔很重，家人也因此很『頭痛』。

即使我想在家增添醫療器材，經常都因為太貴要『度住度

住』。」Rabi坦言，看到買了危疾或者醫療保險的院友，經

濟負擔減輕不少，感嘆若買了保險就會安樂很多。

    她喜見現時不少人都有保障意識，而不少協會會員也因

購買了保險而減輕了治療和康復的經濟壓力。Rabi認為，

保險從業員的工作其實與她在協會的工作一樣，都是為人服

務，十分有意義。

▲　��身障即使帶來諸多
限制，Rabi仍繼續
追求設計夢。

▲　��Rabi指自己和普通人一樣，貪靚、貪玩。

  「為甚麼生世間上，此間許多哀與

傷」，正好形容Rabi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之後的心情。意外已發生，事實也不能改

變，但用甚麼態度來面對仍然可以選擇！

    Rabi 選擇了積極面對，又以同路人

身份分享自身經歷，身體力行為四肢傷殘

人士提供支援，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難

題，並透過不同方式推動傷健共融的精神。縱然人生遇上重大

挫折，只要「NG咗TAKE TWO嚟過，就腐朽化神奇」。

    Rabi在受傷後，更加感受到保險的重要性，提醒大家必須

做好理財規劃，同時亦鼓勵保險同業以「一顆不變心，為人鋪

滿着精彩千個夢想！」的態度去服務社群，利已利人。 

  麥偉基（Ricky Mak）

編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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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U  SPACE金融商業學院一直提供不同種類的課

程，協助業界人士提高學歷及拓展事業，並十分着重終身

學習；而『保協』鼓勵與時並進，持續進修，多年來透過

不同比賽和活動為行業訓練人才，提升本地保險業的專業

水平。」

    Kevin認為，「保協」的理念與學院所提倡的終身學

習不謀而合，而BFPA作為「保協」其中一個備受關注的比

賽，是一個讓保險從業員互相觀摩、學習的好機會，能提

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財務策劃水平，因此學院相當支持，

「希望HKU SPACE透過一定程度的參與，幫助整個行業發

展。」

大眾保險意識提高  市場潛力大
    Kevin認為，保險業近年發展更趨多元化，保險業着眼

點不止本地市場，還有不少內地人士特意來港投保，加上

大灣區發展潛力大，處處是機遇。Kevin更指，即使今年受

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整體行情仍有上升，反映出愈來愈

多人了解保險的重要性。根據保監局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

香港保險業的臨時統計數字，期內毛保費總額達到3,137億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業界近年正走上專業財策方

向，亦見到業界人士考取愈來愈多牌照，令他們對客戶的

建議更為準確 。」

斬獲殊榮不易  冀參賽者有得着
    在比賽中，參加者要為客戶制訂一份理財計劃書，並

就不同的情況為客戶釐定應對方案，更須向評審團即場介

紹計劃書及解答提問。今年參賽者眾

多，Kevin認為若能斬獲「傑出財務策

劃師」這殊榮相當難得，絕對是財務策

劃界的精英。他同時期望一眾參賽者能有所

收穫，而比賽亦能獲得更多關注。 

2020保協傑出財務策劃師大賽

    作為專業的財務策劃師，除要了解客戶需要，亦要掌握市場的最新動態
及相關專業知識，才能為客戶提供最適切的建議。今年的「保協傑出財務
策劃師」大賽（BFPA）獲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金融商
業學院大力支持，且看學院署理總監楊仕名（Kevin）及副總監陳耀光博士
（Ringo）對比賽有甚麼評價，以及對一眾財務策劃師有甚麼建議。

促終身學習 推動行業發展

‧ 本港作為金融中心，特色是可以接觸不同類型

的投資產品。保險從業員應持續進修和學習，

增加知識，成為專業的財務策劃師。

‧ 建議書可涵蓋更多不同類型的投資，如自願醫

保、年金。

‧ 專業性固然重要，但保險始終是做生意，

建基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參賽者更應具

empathy（同理心）。除了熟悉產品，也要了

解服務對象的需要。

‧ 參賽者既要客觀，又要主觀。客觀是指要懂得

數據分析、理解產品特點等專業性；主觀是指

從客戶的角度出發，針對他們不同階段的理財

需要，為他們度身訂造相關計劃。

貼士Kevin
給一眾參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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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PA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平台，特別是每年『保協』

都會為得獎者拍攝影片、開辦工作坊，分享成功經驗，製

造更多互相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其實Ringo由2016年已

經開始為BFPA擔任評審，見證了不少參賽者的學習階段和

成長。他認為，過去4年間整體平均水準有所提升，而參賽

者在介紹計劃書時亦很貼地，反映出他們細心聆聽客戶需

要，以客戶角度出發，令人欣喜。「今屆合共有超過410名

業內精英參賽，比起上年的270人，升幅超50%，比賽可謂

十分成功。」 

產品多元複雜  倡與時俱進
    Ringo認為，現時市面上的產品十分多元化，又愈趨複

雜，保險從業員更需持續進修，同時幫客戶增值。「如上

年4月推出的自願醫保面世，為大家帶來更多醫保選擇，跟

傳統醫保比較，差異不小，因此保險從業員應深入了解各

類產品，務求為客戶解說清楚。」

    Ringo在比賽中觀察到，很多參賽者關注大灣區發展。

事實上，本港的保險產品愈來愈受內地人士追捧，而大灣

區發展預計更會為保險業的發展帶來增長空間。然而，由

於現時計劃框架未完全發展成形，兩地保險的互聯互通仍

處於探討階段，保險從業員實應持續關注兩地金融產品特

點和走向，同時趁機擴闊自己的眼界，增進相關方面的知

識。

聚焦長綫產品  加強能力提升
    Ringo又提及，隨着人均壽命延長和退休保障制度的缺

乏，財務策劃對本港市民生活的影響變得更為重要，大家

需要一些長綫理財產品，以應對人生財務需要。而如何加

強大眾對長綫產品的commitment

（投入）和專注力，便要考財務策

劃師的功力了。他又提及，根據銀行

學會報告指，科技發展正改變金融服務

業的經營環境，業界的「技能缺口」（skills gap）問題有

待解決，他鼓勵一眾保險從業員着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緊跟市場終身學習   助客實現理想人生
合

適的財務策劃能獲得理想的投資回報，讓自己和家人有足夠保障，並實現人生不同階段的財務目標。比賽嘉許

一眾為客戶提供優質理財策劃服務的優秀財務策劃師，以及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至今獎項已成為了理財規劃的

專業認證，參加人數逐年遞增，今屆比賽更創下新高。早前「保協」已公布了晋身決賽的入選者名單，大家且

拭目以待，各個殊榮，究竟花落誰家！

分享成功經驗 促進共同成長

‧Education　　 「保協」本身做了很多教育工作，
鼓勵業界多進修。而保險產品日新
月異，不要忘記，投保人可能是
學富五車的專業人士，保險從業員需
持續學習，提升自己的知識。

‧e-Learning　 電子學習從前是Nice  to  have，但近
年變得愈來愈重要，特別在疫情出現
後變成為「必須」、「必備」。財務
策劃師跟其他坐在辦公室工作、有固
定上班時間的人士不同，更需分配好
自己時間，善用電子學習。

‧e-platform　　 身處數碼年代，公司應在技術的支持
下強化Insurtech（保險科技），提供
更多有效的解決方案。參賽者需具有
運用數據的能力，以更多數據和數字
為客戶作出分析，加強說服力。同時
加強相關工具的應用，為客戶提供更
優質的保險服務。

貼士Ringo
給一眾參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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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特許財務策劃師」課程
18小時掌握財策知識
    與客戶會面時不知怎樣打開話題？難以在會面過程中掌握
客戶的想法或需要？如果你也有類似的情況，「保協」開辦的
「副特許財務策劃師」（AChFP）課程相信可助你解決有關問題！

  AChFP課程導師David Wong表示，AChFP課程的內容全面，當中除

會向學員講解何謂財務策劃，以及財務策劃的需要和過程外，更會教授

學員與客戶溝通的技巧，助他們更深入認識客戶並建立關係，從而更

準確地了解客戶的需要、評估其風險承受能力，為其提供周詳的財務計

劃。想知課程內容如何助學員提升財策能力？且看以下的例子。

問：在Henry的財務計劃中，有甚麼危機或不可預見的風險和支出？

答：（A）按揭利息或生活費增加；
  （B）Henry失去工作或工資降低；
  （C）Henry退休安排不足；
  （D）Cory未來的教育經費準備不足；
  （E）個人及家庭保險保障不足；
  （F）Henry的強積金計劃的未來利益低於預期；
  （G）投資回報率低於預期；
  （H）遺產規劃有可能沒有進行；
  （I）200萬元現金的回報率低於通脹率；
  （J）通脹率高於預期；
  （K）將來的健康可能變壞，保險費用較預期高。

問：如何提高目前家庭每月的現金流？

答：Henry可以考慮：

（A）尋找更高薪的工作；

（B）減少不必要的開支；

（C）賣出目前的住所，買入較便宜的單位，將貸款金額降低；

（D）延長現有的按揭，另申請較低的抵押貸款利率。

問：在退休方面，有甚麼建議給Henry？

答：Henry可以：

 （A）延遲退休；

 （B）減少不必要的開支；

 （C）尋求專業職業退休計劃意見；

 （D）盡快開始定期儲蓄計劃；

 （E）考慮合資格年金產品的適用性 ；

 （F）考慮可扣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G）將200萬港元存款的部分資金用作長期投資。

個案背景
  現年46歲的Henry在一家跨國製藥公司工作，

月入12萬港元；他的太太 Jenny現年38歲，是一

名家庭主婦，而女兒 Cory今年6歲，是小學1年級

學生。

‧ 夫婦2人身體健康。兩人保險由Henry公司提

供，沒有其他個人保障。

‧ 夫婦2人在6年前共同買入1,200萬元樓宇。60%

按揭，借20年。按揭利率為最優惠利率（5%）

減2.5%。目前尚有14年供款，並由Henry負

擔。

‧ 目前家庭每月支出（不包括稅及每月按揭供款）

為4萬港元，由Henry負擔。

‧ 夫婦2人打算在 Cory17歲時，送她到美國升讀大

學。

‧ 夫婦2人有200萬港元銀行存款、兩份將於3、4

年內到期的保險保證計劃，保證每年有2.2%回

報。計劃到期後，2人會收到合共280萬港元。

‧除上述項目外，夫婦2人沒有其他投資。

‧ Henry計劃在65歲退休，他預期屆時強積金計劃

戶口約有300萬港元（當時價值）。

‧ Henry預計有30年退休生活，預期退休前平均

投資回報率為6%，估計退休後投資回報率為 

4%，未來通脹平均為3.3%。

保協培訓學院專頁

http://bit.ly/LUA-AChF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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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給予一眾獲獎同業難忘的體會，「保協」每年

均會悉心對DMA & DAA頒獎典禮的場地進行

粉飾。惟受疫情影響，為保障一眾參加者的健

康，大會今年特別將頒獎典禮移師到亞洲電線的錄影廠進

行，並透過網上渠道與同業及廣大市民分享。

藉網上平台與眾同歡
  「在疫情下，我們雖然無法如往常舉辦頒獎典禮，但

我們可以透過科技為得獎者帶來與別不同的嶄新體驗。」

「保協」副會長（項目統籌部）袁寶潔透露，是次選址

亞洲電線錄影廠頒獎，乃期望透過科技和特效，為參加者

營造嶄新且富麗堂皇的舞台。「我們更特意邀請了擁有豐

富經驗的司儀和星級嘉賓，相信必定能令參加者感到滿意

和興奮。」

  談 及 今 屆 頒 獎 典 禮 的 主 題 ，

「保協」執委會理事暨活動籌委會

主席馬驊伯表示，活動以「揚愛．

盛載」為題，旨在鼓勵得獎者及同

業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能身體力行，

將愛廣為傳揚和裝載。「今年我們

雖然沒有華麗的頒獎舞台，但卻有

鋪天蓋地的宣傳，包括在彌敦道重

慶大廈和銅鑼灣翡翠明珠廣場的户

外電視螢幕宣傳。」

揚愛．盛載
「傑出人壽保險經理及營業員獎」

首辦網上頒獎禮

    由「保協」主辦的「傑出人壽保險經理及營業員
獎」（DMA  &   DAA） 今年已踏入第28屆，獲獎人數
再創歷年新高。大會除了將今年的頒獎典禮主題定為
「揚愛．盛載」，更因應疫情對頒獎典禮作出新穎的安排，
在表揚一眾獲獎同業的同時，更要保障各得獎者與嘉賓。

  儘管受疫情影響，頒獎典禮無法如往昔般人頭湧湧，但

馬驊伯指出，大會特別為每位得獎者精心製作了個人專屬的

海報及獲獎片段，讓他們能把喜悅隨時隨地與客戶、朋友們

以及所愛的人分享。

眾志成城  建構嶄新體驗
  一直以來，DMA & DAA頒獎典禮

都是業界夢寐以求獲邀參與的盛事，雖

然疫情令盛大的頒獎典禮需要移師錄影

廠進行，但袁寶潔認為，此舉亦給予大

會尋求更多可能性，以便配合科技的發

展，令今屆以至日後的頒獎典禮更有聲

有色，為每年的得獎者提供獨一無二的

體驗。

  回想活動的籌備過程，馬驊伯坦言

面對多次被迫延期，期間曾有放棄的

念頭，但他深信頒獎典禮對得獎者的意義非常，並且得到籌

委會成員的支持和鼓勵，才令活動得以繼續舉行。

  「藉此機會我除要感謝『保協』會長和副會長（項目統

籌部）的信任和支持外，更要感謝籌委會成員、『保協』職

員，以至製作公司和場地職員的協助，他們各施所長，不

只令頒獎典禮得以舉行，相信更會為大家帶來喜出望外的

效果。」馬驊伯說。

▲　�「保協」副會長
（項目統籌部）
袁寶潔

▲　�「保協」執委會
理事暨活動籌委
會主席馬驊伯

傑出人壽保險經理及營業員獎



「LUA保協生命傳愛慈善跑」
新冠肺炎疫情下之特別安排

感謝以下善長支持復康力量金旗籌款活動，在此進行嘉許：

活動日期：8月中至9月中
活動推動及聯絡人：Grace Yau（尤麗生）

群策群力  感謝「您」支持

Kent Law
Trica Leung Woo
Grace Yau
Catherine Koo
Tony Wu
Susanna Chan
Carrie Chan
Carol Tse

Stanley Tse
Henry Cheng
Andy Cheng
Maggie Lee
Dick Li
Veronica Chong
Henry Tsang
May Keung

Bowen Wong
Teresa Yuen
Raymond Wong
Lily Wong
Glen Wong
Davey Lee
Apple Li
Diane Poon

Stephen Ko
Chik Man Hung
Zen Li
Rain Lau
Thomas Chan
Tenny Chan

復康力量金旗籌款

非常感謝來
自各方一直耐心的支持！

無
奈 鑑 於 疫 情 持 續 ， 為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和

關 注 大 眾 期 望 ， 我 們 經 過 慎 重 考 慮

後 ， 最 終 決 定 將 原 訂 於 1 1 月 1 日 舉 行 的

「LUA保協生命傳愛慈善跑」改為虛擬跑（Virtual 

Run），讓參加者可以繼續發揚跑步運動和追求健康

的信息，將「保協慈善跑」的傳愛精神發熱發光！

    「LUA保協生命傳愛慈善跑」的工作團隊抱着保險人永不
放棄的精神，一直努力希望將2019年度的「LUA保協生命傳愛
慈善跑」實體呈現於大眾眼前，以求承傳「保協」社會服務發
展部的「行義保家」精神，毋忘帶領保險業界參與慈善公益和
回饋社會。

掃描
QR code
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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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發展部專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zx1AZQ-Jnb-x5BNdD_W9Tzn9w1v_-E4/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KP0edI6BTx2eOqQDQjddHq-XU45I523/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NcnuRgnfjIHOcrAnjpPTk4pI2guc46l/view


www.policydonation.org.hk/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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