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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保險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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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簡章》

報名期間
3月1日㊀∼4月23日㊄

校園類
最佳校園菁英獎

公司類
最佳保險專業獎．最佳商品創意獎
最佳社會責任獎．最佳整合傳播獎
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獎
最佳通路策略獎．最佳通訊處獎

實地訪評與簡報
5月∼7月

個人類
最佳專業顧問獎．最佳保險成就獎
最佳社會貢獻獎

頒獎典禮
8月3日㊁下午2：00
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特別獎
保險特殊貢獻獎
年度最佳保險公司獎

●協辦 評審學校及教授：
大葉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中正
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世新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正修科
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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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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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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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學等41所大學院校
（依學校筆劃排序）

●主辦單位：

三度榮獲教育部暨台北市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獎

榮獲教育部表揚捐資教育銀質獎

●協辦單位：

●會址：11147台北市忠誠路二段46-1號3樓 ●電話：（02）2838-4470
●E-mail：rmiff@rmim.com.tw ●http：//www.rmim.com.tw

獎項

園

最佳社會責任獎
●產險組
●壽險組
●保險輔助人組

●公益投入 ●公益活動內容（包含公益類、專業類、環保類及其他類）
※公益活動包含「公益類—捐贈贊助、弱勢關懷、捐血；專業類—風險管理觀念宣導、社會大眾宣導、微型保
險；環保類—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節能綠化」等項目
●資料審查＋書審＋實地訪評／到本基金會指定地點簡報（由報名公司製作簡報並接受提問）

最佳通路策略獎

●整體通路經營及行銷
●各通路業務分配、各通路費用占率
●各通路商品特色
●各通路市場優勢
●資料審查＋書審＋實地訪評／到本基金會指定地點簡報（由報名公司製作簡報並接受提問）

司
最佳整合傳播獎

類
●產險組
●壽險組

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獎

評審項目
●公司內部教育訓練證明 ●國內外專業證照考試 ●國內外教育訓練證明 ●其他個人專業成就、特殊表現
●3年內是否因「招攬爭議或售後服務品質瑕疵」被公司記點或發生「可歸責於己的保險申訴、評議或訴訟案
件」（以上項目依產壽險各組略有不同）
●資料審查＋書審＋面試

最佳保險成就獎

●保險從業年資
●從業生涯經歷介紹：
1個人經歷 2組織育成 3社會公益事蹟 4對保險業的具體貢獻 52019～2020年特殊成就與表現
●資料審查＋書審＋面試

最佳社會貢獻獎

●公益活動內容（包含專業類、環保類、公益類及其他類）※公益活動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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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性質 ●參與狀況 ●執行內容與成效 ●資料審查＋書審＋面試

年度最佳保險公司獎

由評審委員會依報名公司在公司類及個人類各獎項的報名、入圍及得獎情況，及該公司在實地訪評時各團
隊的參與狀況及回應評審委員提問的熟稔情形等整體表現，並參酌該公司前一年度整體經營成果遴選。
※此獲獎成果非各組（產險／壽險／保險輔助人）均頒發

保險特殊貢獻獎

由產官學界公正人士推薦，並由評審委員會提名遴選，表彰推動公司、學校或各界內外部改革／修法／教育等
對保險業有特殊貢獻的人士。

限2019～2020年上市。包括核准或備查的保單（主約、附約）
●商品特色與創意●對消費者的效益●商品的銷售及理賠狀況●銷售通路及各通路業績占比
●資料審查＋書審＋到本基金會指定地點簡報（由報名公司製作簡報並接受提問）

包含商品、公益、增員、企業形象、社會活動及運動賽事等類別的跨媒體整合傳播
●創意與特色 ●傳播及整合狀況呈現方式 ●效益分析
※評分標的包含：文字、圖像、流動影像、聲音表現/語言、音效/音樂等
●資料審查＋書審＋到本基金會指定地點簡報（由報名公司製作簡報並接受提問）

最佳通訊處獎

特別獎

●產險組
●壽險組

（非常設性獎項）

公

最佳商品創意獎

類

●產險組
●壽險組
●保險輔助人組

●教育訓練投入
1教育訓練經費占比 2員工年平均受訓費用 3員工進修補助 4教育訓練專職人力
●教育訓練內容：包括教育訓練課程安排、師資及教材
●教育訓練成果
1業務員登錄人數 2業務員第13個月定著率 3新登錄資格測驗錄取率 4業務員育成率
5第13個月保單繼續率 6保險評議率（所繳年費／服務費及件數等） 7保險理賠訴訟率
●內外勤專業證照取得
（以上項目依產壽險各組略有不同）
●資料審查＋書審＋實地訪評／到本基金會指定地點簡報（由報名公司製作簡報並接受提問）

最佳專業顧問獎
●產險組（含內外勤）
●壽險內勤組
●壽險外勤組

人

類
最佳保險專業獎

●社會投入度（校內、外社團與公益投入等經驗）
●保險教育心得寫作
●學習專業度（在校成績、相關專業證照、研究計畫等）
●推薦函至少一份
●資料審查＋書審＋面試
※修過「保險學」相關科目學分的在學學生均可報名
（不含碩博士班與在職進修班、教育推廣班等）

獎項
個

校
最佳校園菁英獎

評審項目

2019～2020年度
●單位總業績／平均生產力／FYP／平均FYP ●單位第13個月保單繼續率／人員定著率
●單位同仁內外勤人數與比例 ●平均損失率／單位綜合率 ●單位教育訓練情形 ●單位特殊事蹟或表現
（以上項目依產壽險各組略有不同）
●資料審查＋書審＋面試
※保險公司及保險輔助人所屬部門與分支機構請依產壽險組別報名
包含對各級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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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任何形式的風險管理與保險教育活動，不含「員工教育訓練、考照輔導活動」
●保險教育投入
●保險教育活動內容
●資料審查＋書審＋實地訪評（由報名公司製作簡報並接受提問）
※金控、銀行、保險公司、保險輔助人、保險相關公會、協會、學會、基金會及機關等（學校除外）均可報名
參加

一、報名分類
1校園類：最佳校園菁英獎
2公司類
●產險公司、壽險公司：最佳保險專業獎、最佳商品創意獎、
最佳社會責任獎、最佳整合傳播獎、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獎、
最佳通路策略獎、最佳通訊處獎。
●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證人公司：最佳保險專業獎、最佳
社會責任獎、最佳整合傳播獎、最佳保險教育貢獻獎、最佳
通路策略獎、最佳通訊處獎。
3個人類
●產、壽險／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證人／再保險公司所屬
從業內外勤人員：最佳專業顧問獎、最佳保險成就獎、最佳
社會貢獻獎。
二、報名方式
採書面報名方式，請填寫紙本報名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
將報名表及書面內容檔案（包含Word及PDF）存入光碟／隨身
碟，郵寄至「11147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46-1號3樓 財團
法人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收。公司類實地訪評時請另提
供本會完整簡報檔。
1報名表：請上現代保險新聞網www.rmim.com.tw下載
2活動洽詢電話：(02)2838-4470／(02)8866-5238#808、818
3報名期間：2021年3月1日(一)～4月23日(五)
三、評審期間
1實地訪評與簡報：5月～7月
2面試：6月15日(二)～6月18日(五)
依組別而異，無法參加面試者，視同放棄。
16月15日(二) 最佳保險成就獎、最佳社會貢獻獎
26月16日(三) 最佳專業顧問獎
36月17日(四) 最佳通訊處獎
46月18日(五) 最佳校園菁英獎
3評審地點：由本會指定

四、入圍公佈
1入圍面試：校園類、個人類及公司類最佳通訊處獎面試名單，預計於6月上
旬陸續在現代保險新聞網網頁公佈；此為「入圍面試」通知，非最終入圍名
單。
2入圍優選：名單預計7月中旬於現代保險新聞網網頁公佈
五、頒獎典禮

8月3日(二)下午2:00～5:00
於台北國父紀念館大會堂2021保險信望愛獎（第22＋1屆）頒獎典禮現場公布
得獎名單
六、獎勵表揚：
1盛大頒獎典禮公開表揚
2頒發保險信望愛獎獎座與證書
3保險信望愛獎電子專刊報導表揚得獎者與優選者
4現代保險雜誌及現代保險新聞網報導表揚
5其他專屬榮耀與肯定
七、相關規定
1參加本獎項活動不須繳交任何費用。
2所有檢附資料以2019～2020年完整年度為準（請勿檢附非相關資料）。
3歷屆得獎者仍可報名參與本屆的選拔，唯2019～2020年的表現，必須有優
於前一年的具體事蹟表現陳述。
4報名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若資料有偽造或隱匿不實之情事，經查明屬實
得取消資格，得獎後亦同；最佳校園菁英獎除取消得獎資格外並追回獎金。
5本獎項得獎者與優選者若有違反本獎項精神的不當行為時，本基金會得取消
資格並予以公告。
6報名者所提供的任何文件，不予退還，請盡量以影本報名。
7獎座易碎不便寄送，得獎人若不克參加頒獎典禮，請於典禮後兩週內親至本
基金會領取。
8獎座若有損傷請於典禮現場反應，逾期告知恕難處理。
9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並公告於官網。

●會址：11147台北市忠誠路二段46-1號3樓

●主辦單位

●電話：（02）2838-4470（02）8866-523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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