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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界中率先加大投資開發iOS流動應用程式的先鋒。

Henk ten Bos小檔案

荷蘭紅褲子IT人出身，一直以IT知識及技能為保險業服務達20年。他在

8年前加盟富通保險集團（英文原名Fortis，於2010年7月改稱為

Ageas），自2009年起擔任富通保險香港首席資訊科技總監，負責香港

市場IT策略、實施及管理事宜，並支援Ageas亞洲區聯營事務。

來港工作5年

加入保險業逾20年

曾在荷蘭及馬來西亞工作

致力於商業與ICT整合

IT投資看重流動應用

以人均保費計算，香港是亞洲區內第二發達的保險市場，僅次於日

本，因此吸引了不少全球頂級的保險公司來港拓展業務。來自歐洲的

富通保險（Ageas）是全港第五大人壽保險公司(以營銷隊伍及獨立財

務顧問之新生意計算)，其香港首席資訊科技總監Henk ten Bos致力推

動保險業創新，他主導開發「財務需要分析應用程式」更榮獲2013年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流動應用程式金獎。

Henk ten Bos是一個開朗積極的IT人，20年前職業起步於荷蘭當地保險公司

擔任網絡工程師，於2009年來港上任富通保險香港首席資訊科技總監，統領

超過40人IT團隊，服務香港區員工約350人。他對今天IT在企業扮演的角色

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他說：「當我剛投入社會工作時，IT功能集中於日常

業務營運如數據及資訊處理，但今天IT轉向更多涉及客戶體驗方面。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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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工作，主要幫助保險代理外出見客時有更好的表現。」富通保險多年

前已投資流動工具，早在十多年前在HP的電子手帳上開發一些流動應用程

式，如：客戶資訊查詢及保險建議書系統，可見該集團在改善業務流程上勇

於創新。

3年前開發iOS應用

2012年，iPhone及iPad熱潮席捲全港，他當時作出了一個重大科技投資決

定，就是開發一系列流動應用程式，既有助保險代理工作，亦讓客戶了解及

評估壽險與理財需要。他強調：「我們的IT團隊要處理日常IT支援及維護工

作，不能投入太多時間及人力物力於昂貴IT項目上，因此要有所選擇，決定

集中於當時屬主流的Apple iOS流動平台。」

富通保險以iOS作為重點開發平台，推出了「財務需要分析應用程式」，讓

保險代理可以選擇財務需求上的優先次序，以滿足客戶需要，主要分為人壽

保險、退休保障、危疾保障、子女教育基金及目標儲蓄等。保險代理可以輸

入數字，明確讓客戶知道所需要的保障開支，例如負擔最重的按揭供款及子

女教育經費。特別是養育孩子成本，這個程式可以明確計算出生一個或兩個

孩子在財務上的不同負擔。到將來子女升學費用方面，代理可以利用這個流

動應用程式提供預算孩子在不同的海外國家升學成本，一切清晰且具透明

度，讓身為父母的客戶早作準備。該流動應用程式更榮獲2013年「香港資訊

及通訊科技獎」最佳流動應用程式金獎，可見產品的精緻及用心。

● 該程式可以明確計算一個或兩個孩子在財務上的不同負擔，特別是將來子

女海外升學費用方面，選擇不同國家顯示不同的升學預算，一切清晰且具透

明度。

近年IT預算年年平均增加。但我們會把錢投放
在正確的地方，以科技創新來改善保險業務，
增加保險代理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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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般保險公司進取

作為富通保險IT部門大腦，Henk ten Bos有他自己一套的IT理念、策略及經

營思維。他指出：「關於IT投資，節省預算從來不是焦點所在。但我們需好

好管理每年的IT預算，定好各個IT項目的緩急先後，近年IT預算年年平均增

加，給予我們一定彈性投資許多新項目。但我們會把錢投放在正確的地方，

特別是能夠增加生意的地方，以科技創新來改善保險業務，增加保險代理的

生意。」該公司每年均有一個計劃，考慮IT如何滿足業務需求及調撥預算。

他表示，一般保險公司投資約4至6%毛承保保費於IT方面，而富通保險每年

於IT方面的投資亦與市場相若。

他認為IT已經全面轉向應用程式方面，特別是滿足客戶需求，讓保險代理外

出工作或見客時，可以隨時隨地透過流動電子裝置處理工作。他解釋：「回

看企業的IT基建，25年前集中於公司內部的數據中心，到今天各大企業積極

考慮雲端服務的可行性；過去應用程式建基於公司內部的數據中心，今天全

向雲端及公共雲基建發展，不再是內部IT部門管理，全由外面服務供應商管

理，我們必須與時並進。」今天Android反倒iOS成為主流，因此他明確表示

未來會走向多元化路線。「在流動平台上，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我們已率先

改良入口網站（Portal）上許多網頁應用程式應用，微調網頁上的功能及應

用，現在任何瀏覽器也可以正常使用，一切暢順運作。」下一步自然是開發

流動應用程式支援不同的流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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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k強調：「保險代理要讓客戶知道，我們正確使用及保護客戶的個人

私隱數據，原因在於提供更好的保險投資意見。」

加大投資流動項目

對於未來IT投資策略，Henk ten Bos指出，主導未來IT的四大科技是：雲運

算、社交網絡、流動及大數據，若單看IT創新，四者中流動是優先選擇，未

來會覆蓋更廣泛的流動裝置，因為保險代理要隨時應付客戶需要，而雲端服

務早已普及。他認為社交網絡大多用於市場推廣，該公司設有Facebook主

頁、Youtube視像，也有相應社交網絡推廣計劃，卻暫時沒有在社交網絡上

銷售保險產品，未來或許會發生，但也不急於進行；大數據是傳統商業智能

的分析功能，過去三年富通保險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數據倉庫，提供合適的資

訊給內部員工使用，幫助提升保險代理的表現。他透露，該集團歐洲業務也

有採用一些建基於雲端的數據分析，收集人們駕車數據，再度身訂造汽車保

險計劃，但人壽保險方面暫時沒有結合大數據使用的計劃。

無論如何加強IT投資，總不會代替保險服務的本質 — 以人為本。Henk ten

http://www.itpromag.com/wp-content/uploads/2014/12/DSC_3794-2-web.jpg


Bos表示：「我們建立了富通保險客戶網站，讓客戶隨時上網留意相關的保

險資料、產品及執行一些簡單指令，例如：更新地址，更改基金組合。但想

做更多的，就要找保險代理洽談，始終最直接面對客戶是保險代理。」信任

在銷售金融產品上是一個嚴肅的議題，涉及個人私隱資料的保護更是關鍵所

在。他強調：「保險代理要讓客戶知道，我們正確使用及保護客戶的個人私

隱數據，也要讓客戶知道使用數據的原因與目的，一切在於提供更好的意

見。」

● 在IT投資上，富通保險保持進取，把錢投放在正確的地方，以科技創新來

改善保險業務，增加保險代理生意。

以人為本建立互信

他承認近年保險業的生態已改變了很多，今天保險公司需要做更多直接推

廣，這樣便要更清晰地指引員工，那些數據適用於直接推廣，以及客戶所關

心的私隱保護問題。他笑說：「因為斯諾登事件令大家更關注數據私隱，我

們會提供更多監管機制，培訓、政策、以及保護基建，不讓黑客攻擊及要實

施存取管制，只讓員工在工作需要時才能接觸到數據，慎防資料外洩。」

事實上，富通保險十分重視正確管理數據的儲存及使用，已在IT基建內設有

衡量安全風險的方法及通過審計要求，也會持續教育員工認知私隱保護的重

要。但上述加強私隱措施客戶會如何知道？他總結：「我們會通知客戶如何

使用數據，客戶有權不參與，但他們絕對有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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