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挑戰

成立近一甲子的新光人壽，領先保險業界，是台灣第一個將 AI 簽名辨識系
統用在企業流程的保險公司，大幅縮減保單與其附件簽名比對的流程。

轉型

AI、金融科技等新科技浪潮，也推動向來需要倚賴大量人力維護客戶關係的

保險業，積極邁向數位轉型。1963 年成立的新光人壽，走過半世紀，為了

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建立數位競爭優勢，擁抱 AI 顛覆傳統模式。

成果

 縮短 1/3 以上 AI 模型程式撰
寫時間

 訓練 AI 模型從一個月變成 24
小時

 AI 簽名辨識模型的準確率達
85%

 大幅縮短行政作業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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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副總經理暨資訊長林國彬（中）與新光人壽 AI 簽名辨識團隊

業界首創 AI 簽名辨識系統，
提升企業營運效能

業界首創 AI 名辨識系統，翻轉
舊思維開創新局

台灣 IBM 公司與新光人壽攜手 AI 之旅有成，台灣壽險業首創 AI 簽名辨識系統

「發展 AI 應用，需要軟體、硬
體和顧問服務一站式導入。我
們選擇 IBM，因為新光人壽跟

IBM 合作 40 年以上，加上

IBM 的專業能力和品牌效益，
讓我們很放心。」

-----新光人壽數位服務發展部資深協理廖
晨旭

正式上線啟用。

歡迎造訪

啟動兩階段數位轉型
策略

2015 年，新光人壽正式啟動數位轉

型，以「行雲流海‧數位新光」做為
第一階段的數位轉型策略。

新光人壽副總經理暨資訊長林國彬表

示：「人生的重大階段，從初入職

場、買車買房、結婚生子、樂活退
休，背後都有保險，保險嵌入生活中

體驗，致力推出讓客戶有感的服務 。新

頁，並自動比對每份文件簽名與該客

淨推薦分數）取代客戶滿意度調查機

值。有了標準化的簽名辨識機制，除

數位服務的關鍵因素，以此發展數位

新光人壽近百位行政人員 的負擔，降

光人壽採用 NPS （Net Promoter Score,

統」，整合理賠系統相關資料，透過
大數據分析推出「理賠壞人模型」，

成為第一家應用 AI 做理賠風險分析

的保險業。2016 年開始，完成「理
賠好人模型」，縮短作業時程，讓優
質客戶快速理賠，快速體貼的回應保
戶需求。

這段期間，新光人壽透過智能客服、

語音辨識、網路投保、官網再造、會
員專區等，提供完整的數位服務。

2018 年，新光人壽邁向數位轉型的第
二個階段，目標是提升營運效能與客戶

益能充分受到保護。

設計所實體店面，不推銷保險服
務，整合線上與線下，要讓客戶感

該系統採用 IBM PowerAI 平台，能

受有溫度的服務體驗。

2019 年新光人壽啟動 AI 第二階段相

組，隔年建置「理賠風險分析系

客戶服務體驗，確保每一個保戶的權

心的服務設計。此外，更推出人生

點等方向著手，要讓客戶更有感。」

2014 年新光人壽即成立數據分析小

低簽名判讀錯誤的可能性，更能提升

服務策略，進一步實現以客戶為中

守護客戶。你需要時，我們就會出
現！新光人壽從流程、服務、客戶痛

了能加速比對文件簽名的流程，減少

制，從客戶角度出發，深入了解影響

AI 縮短簽名比對的流程

的各個面向，以陪伴但不打擾的方式

戶簽名的相似度，得出可信賴的數

自動找到保單文件中的簽名頁，並
自動比對每份文件簽名與該客戶簽
名的相似度，得出可信賴的數值，

為了提升營運效能及客戶體驗，

該系統辨識準確率達 85%，結合既

有審核程序，能縮減保單文件簽名

關計畫。新光人壽數位服務發展部資

比對時間，提升營運效能。

深協理廖晨旭指出：「數位轉型第二
階段，我們從圖像辨識著手，優先挑

新光人壽數位資訊部資深協理傅昭凱

選耗費大量人力和時間的作業流程，

表示：「AI 真的可以協助公司內部提

壽險業有大量契約保單，需要人工確

一站式導入 AI 軟硬體
解決方案

讓 AI 協助我們。」

升營運效率，增加核保流程效率。」

認客戶是否已審閱過保單文件，並交
叉比對文件簽名是否為本人親簽，龐
大、重複的作業流程，耗費行政人員

廖晨旭說：「發展 AI 應用，是未知

的時間和精神。此外，判斷簽名是否

領域， 最怕陷入成本，需要軟體、

為本人親簽的標準也因人而異，難以

硬體和顧問服務一站式導入。金融

標準化，亦缺乏可信賴的衡量指標，

保險業最在乎信賴，我們選擇

誤判更會造成客戶的困擾。

IBM，因為新光人壽跟 IBM 合作 40
年以上，加上 IBM 的專業能力和品

因此，新光人壽開發 AI 簽名辨識系

牌效益，讓我們很放心。」

統，能自動找到保單文件中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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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AI 簽名辨識系統，需要
有可靠的合作夥伴，熟稔導入

AI 的流程和方法，後續維運
也有整套的解決方案，IBM 就
是我們最佳的合作 夥伴！」

-----新光人壽副總經理暨資訊長林國彬

「AI 真的可以協助公司內部提

升營運效率，增加核保流程
效率。」

-----新光人壽數位資訊部資深協理傅昭凱

一開始新光人壽邀請 IBM 做概念驗

證（POC），IBM 團隊向新光人壽

介紹人工智慧高性能運算平台 IBM
Power AC922，並開始進行簽收回

條、比對要保書等兩項 POC 專案，

經過一個月的概念驗證，POC 結果
的準確度很高。

相比於競爭對手只能做影像辨識的工
作，IBM 的方案完整度、辨識準確
度以及平台的延展度都更高，新光人

壽便開啟與 IBM 的共創合作，開發

AI 簽名辨識系統。

林國彬進一步表示：「發展 AI 簽名辨

識系統，需要有可靠的合作夥伴，熟
稔導入 AI 的流程和方法，後續維運也

有整套的解決方案，IBM 是我們在 AI
的發展上可信賴的合作夥伴！」

快速訓練 AI 模型

跨部合作、專案時程、AI 應用範圍、技術

置平台 IBM PowerAI Enterprise (PAIE)

能力，都成長很多。」

與 PowerAI 運算伺服器，只需將文件

資料導入平台，就能開始訓練 AI 模型。

AI 簽名辨識系統為新光人壽帶來極大的效

高性能設備讓 PowerAI 平台具備極佳

益，大幅降低保險業跨入 AI 應用研發的門

的效能，原本訓練 AI 模型需一個月，

檻，加速模型開發的速度、縮短概念驗證的

IBM 顧問團隊協助下，只用 24 小時

時間，整體縮短 1/3 以上的程式撰寫時間。

即可完成。

推展多元化 AI 應用

Power AI 平台上有已開發好的 AI 模

廖晨旭說：「IBM 是引領我們進入 AI 影

發的語音、影像辨識、機器學習等 AI

說，是 AI 應用的起點，未來在所有客戶

型可供運用，新光人壽也能將自行開

像辨識的企業，AI 簽名辨識系統對我們來

模型放上平台訓練，發展各式各樣的

的接觸點都能應用 AI！」保險業面臨人力

AI 應用。

流失的現況，數位轉型運用自動化和科技
可以補足企業產能。

其次，新光人壽導入 AI 的過程中，
IBM 的 AI 顧問扮演要角，提供專業技

未來，新光人壽除了持續聚焦核保、理賠

術支援，例如協助開發團隊準備 AI 相

參數的調整等，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學習開發平台，快速進行 AI 模型開發

的風險評估，也將持續擴大 AI 和深度學

習的技術應用，透過 AI 的輔助，以自動

測、比對之 AI 模型演算法；使用深度

測試與驗證。

及優化訓練參數。

傅昭凱指出：「IBM 有完整的深度學

IBM 專業的系統設計團隊，亦協助新光

人壽的資料科學家得以快速訓練 AI 模

林國彬強調：「透過此專案，我們團隊在

新光人壽的開發團隊使用深度學習建

關的訓練資料，並選用適合的物件偵

習開發平台與軟硬整合方案，讓新光

合，讓 AI 模型得以順利落地應用。

型的訓練紀錄。」

過去新光人壽自行開發 AI 模型，從資

料準備、清理、模型開發、訓練、到

合，如此一來，未來就能與其他系統整

型，並透過視覺化介面管理所有 AI 模

化取代大量且重複性高的人工作業，降低
行政人員的負擔。以創新研發影像辨識、

自然語言、語音解析等技術，讓 AI 情境
落地應用。AI 轉型顛覆傳統模式，引領新

人壽透過開源工具 MLflow，設計標準

光人壽翻轉舊思維開創新局。

化的模型封裝流程及完整的 API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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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IBM Power AC922
 IBM SLS AI consultant
聯繫我們

若要進一步了解此個案所採用的

IBM 解決方案，請聯絡 IBM 業務代
表或事業群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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