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攜手第一金人壽

問題，你預估的效益是甚麼？甚麼時候
要？」 IT 部門不再需要考量技術問題，

打造 IBM Cloud Private 保險微服務

只要將需求規格釐清，IBM 就要使命必
達，將資源準備妥當。IT 維運的繁瑣任務
交給 IBM，AIA 友邦人壽 IT 團隊只要專
注於創新， 開發新應用的速度可望大幅提

面對由科技創新所引領的數位轉型浪潮，

升。

無論是雲端科技、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的

此外，IBM 採用符合金融監管符規的標
準，為 AIA 友邦人壽規劃新機房的主要運

崛起與普遍應用，不但帶來了多元的機會
都還無法順利運作，眼見時間越來越緊

也同時為金融業帶來了諸如人才培育、資

迫，IBM 台灣的專案經理立即召集十幾

源配置、資訊系統更新與安全性等挑戰。

位不同技術專長的工程師一起想辦法，最

為了有效提升企業內部開發與管理應用程

後是一位新進的工程師發現了一條程式碼

式的效率與創新能力，台灣 IBM 與第一金

有問題，順利將警報解除，所有團隊都齊

人壽共同宣布導入 IBM Cloud Private 微

聲為他歡呼。「他們沒有本位主義，不同

服務平台於第一金人壽團保應用開發，以

技術，不同年資的專家都一起想辦法、甚

解決開發速度緩慢、程式打包與部署不易

至向國外找資源，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以及建立程式關聯性等金融業數位轉型的

為 了 提 升 管 理 效 益，IBM 為 AIA 友 邦 人

這種使命必達的專業精神，讓我印象很深

障礙，達成加速、優化流程與精省成本以

壽導入先進自動化與智慧化管理，呈現即

刻。」張國芬描述。

及有效回應客戶需求的目標。

時透明的資料中心運營現況，且能與國外

在 AIA 友邦人壽與 IBM 團隊的攜手合作

「IBM Cloud Private 自從 2017 年問市之

總部自動化協作，以便未來進行多國管理

之下，DCM 專案不僅順利上線，還成為友

後，獲得全球許多企業採用，也深受金融

與維運。建置過程中若有遭遇任何問題，

邦保險集團亞洲各據點取經的對象，台灣

業客戶的肯定。基於 Kubernetes 容器調

IBM 不僅能立即調度團隊協助，背後還有

團隊與負責的經理也獲邀至國外分享建置

度編排的 IBM Cloud Private 微服務平台，

全球 IBM 專家與領域知識資料庫撐腰。

經驗，形成另類「台灣之光」。

輔以 IBM 強大的合作夥伴生態系，可協助

行機制、備援機制與 IT 服務管理模式，
有效提升業務營運持續能力。「過去資訊
部門人員少，維運與營運持續的壓力很
大，現在有 IBM 台灣優秀團隊與全球資
源完全負責，我們推動創新就沒有後顧之
憂。」

專業化管理

強大板凳深度奧援

張國芬回憶，在資料中心建置過程中，有
兩次事件讓他見識到 IBM 的板凳深度。一
次是將系統安裝到 AS400 時發生了系統
衝突錯誤，檢查所有設定都找不到問題，
IBM 立即搜索內部知識庫，發現遠在歐洲
某個 IBM 同事曾遭遇同樣問題，經由經驗
分享，讓問題迎刃而解。
另一次則是在周末進行的系統轉換任務，
團隊 24 小時熬夜加班直到星期日的晚上

IT 轉型升級

企業有效擴充、應用現有資產並在本地化

助友邦實現成長目標

環境中使用雲端原生應用，有效達成提高

在基礎架構脫胎換骨、維運工作交給專業

應用部署效率、精簡維運人力與即時回應

掌舵後，AIA 友邦人壽 IT 團隊現在更能

市場與法規需求的目標，」IBM 全球雲端

專注於 IT 策略規劃與應用創新。張國芬

運算事業部產品總監 Denny O’Brien 表

也規劃了四大面向的 IT 主軸：營運面持

示，「我們樂見第一金人壽成為保險業全

續提升效率與符規，銷售面要快速回應業

台率先採用 IBM Cloud Private 的企業，

務與市場需求，服務面必須主動創造客戶

也希望最終能透過微服務的彈性、效率與

感動，未來面則是要不斷帶來創新的服務

快速創新的特色，為終端使用者帶來更優

體驗，以嶄新的 IT 競爭力來實現五年成

質的服務體驗。」

台灣 IBM 與第一金人壽共同導入 IBM Cloud Private 微服
務平台於第一金人壽團保應用開發。( 左：IBM 全球雲端
運算事業部產品總監 Denny O’Brien；右：第一金人壽資
訊長 余常德 )

金融創新三字訣：「快」、「好」、「省」
隨著由新興科技所推升的金融科技
（Fintech） 浪 潮 席 捲 而 來， 保 險 科 技
（InsurTech）也成為熱門話題之一。即
便保險科技的創新仍未進行成熟期，諸多
保險業者早已意識到採取新興技術為永續
經營佈局，是不得不為的轉型任務。此外，
保險業所面臨的市場變化如金融商品與服
務的推陳出新與金融法規的合規要求，更

長五倍的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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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驅策業者進行 IT 改造的主要推力。因

間成本，也可即時因應市場需求交付應

二十年磨一劍

此，提供即時、有彈性且穩定不斷線的服

用，提供客戶更專業的商品與受尊崇的服

務，也是保險業者優化保戶體驗的關鍵。

務。」

車用配線大廠中國端子
用 IBM 智慧製造打造下一個隱形冠軍

現行的保險資訊系統泰半以老舊的開發語
言、過時的框架以及傳統單一式架構方式
搭建，隨著時間遞延，長期發展下來導致
系統架構越來越複雜，高耦合性的應用設
計導致單元測試以及上線後的問題追蹤變
得相當困難，也無法針對單一模組調整改
造。即便只需調整系統中的其中一個功
能，仍需要把整個系統下架進行版本更
新，才能再部署新的版本給使用者。如此
一來，在日常系統維護就導致了大量的資
源耗費，需要更大規模的團隊進行維護，
更遑論碰到如流量爆量或系統停擺等緊急
狀況時，傳統系統架構與龐大團隊的應變
速度往往不及提供即時解決方案以能滿足
客戶需求。
隨著微服務技術發展愈見成熟，擁抱轉型
的第一金人壽毅然決然從小規模開始導入
新的微服務技術架構，並在過程中引領技
術與人才的數位轉型。應用架構的轉變，
對於第一金人壽資訊團隊帶來的不僅僅是
開發思維的轉換與架構的改變，同時面臨
的是管理上的挑戰。
第一金人壽資訊長余常德表示：「透過導
入 IBM Cloud Private 微服務，讓我們在
進行團保應用開發時，享受到快、好、省
的三大好處。除了在流程中導入 DevOps
方式，連續整合與部署自動化程序，並透
過微服務新架構與敏捷思維之外，我們也
針對服務案例進行自動化驗證與最終測試
加快服務上線時間，並在其中進行即時監

以企業級微服務管理平台為後盾 協助
企業靈活創新、引領潮流
IBM 合作夥伴松凌科技在第一金人壽微
服務導入的決策及建置過程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多年來在保險資訊領域長期耕耘的
松凌科技，自 2016 年起就開始以微服務
技術開發保險應用。從 Docker Swarm 到
Kubernetes 的一路實作演練，松凌科技也

台灣運輸載具產業年產值超過五千億新台幣，但蓬勃商機之下卻是暗潮洶湧。汽
機車內銷市場逐年萎縮，環保法規趨嚴，電動車與智慧車商機尚未成熟，沒有一
致的技術標準可以遵循。在全球市場變動頻仍、青黃不接的時刻，車用配線大廠
中國端子電業 ( 以下簡稱中國端子 ) 繳出三年平均 12% 成長率亮眼成績單，更
積極布局智慧製造，成為市場矚目焦點。

充分了解第一金人壽需要簡化微服務管理
的急迫性以及因應保險科技所需的嚴密、
即時的合規要求與市場變化，因此協助第
一金人壽導入 IBM Cloud Private 微服務管

中國端子是國內汽機車配線市占率第一、

戰技術難度高、附加價值高的領域，例如

全球電動輪椅 8 安培充電器市佔率第一

工業機械、農用機械等，「一單只有五十

理平台以能有效監控、調度與管理資源。

的領導品牌，在全球共有六個主要生產據

台的採礦機，我們也接下來，因為採礦機

松凌科技總經理李日貴表示：「對於企業

點，2017 年 預 估 營 收 達 55 億 新 台 幣，

要在極端環境運作，絕對不能出問題，可

而 言，IBM Cloud Private 提 供 了 企 業 級

是典型的中堅企業，以高品質的少量多樣

以鍛鍊基本功。」謝春輝董事長分析。

的微服務管理平台，整合式儀表板可便於

製造能力馳名業界。

資訊人員有效進行監控、調度，並支援多
項開源技術，運用全新的開發方式來提升
競爭力。在此過程中，我們協助第一金

滾雪球策略，利基市場台灣第一、世
界唯一

中國端子的少量多樣製造能力，在第一個
二十年鍛鍊得爐火純青，並啟動第二顆大
雪球的計畫—機車儀表板，除了傳統機車
儀表板，更領先業界將數位儀表導入通勤

人壽以微服務實現更靈活且更自動化的

過去四十年來，除了 2008 年的金融海嘯，

DevOps，解決傳統保險業者在傳統開發

中國端子每年營收都保持穩健成長。其成

過程中所面臨到諸如技術老舊、管理複雜

功的關鍵，在於董事長謝春輝獨特的滾雪

性高、耦合性過高與欠缺靈活性等瓶頸，

球策略：「我們一次專注投資一個利基市

可大幅縮短應用程式開發時程。除此之

場，用二十年的時間紮實做大，做到台灣

外，我們也提供微服務的專業團隊協助第

第一、世界唯一，再開始滾下一顆雪球。」

智慧製造策略：先轉骨，再轉型

一金人壽部署與建置平台，並進行人員的

第一顆雪球，是品質要求極高的汽機車配

近年來，車用零件產業面臨重大挑戰。傳

培育，以協助第一金人壽因應未來業務擴

線。車用配線就像車子的神經，其品質攸

統汽機車市場逐漸萎縮，電動車、智慧車

展的長期目標。」

關汽車性能表現與駕駛生命安全。中國端

等新產業的規模與標準尚未成形，零配件

子不只做銷量大的汽機車配線，更勇於挑

的多樣性與複雜度大幅增加，為生產端帶

用機車。此外，也將觸角延伸至電動車與
電動輪椅，其電動車專用控制器市佔率為
全球第三、亞洲第一，電動輪椅 8 安培充
電器全球市佔達 8 成，獨霸市場。

控隨時修正問題點，有效節省人力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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