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儘管亞洲迅速繁榮發展，但保險保
障水平仍然低企，社會安全保障範
圍有限。  
39%的健康及保障支出需要自付，且估計亞洲仍有80%的人口
缺乏保險保障，便是明證。再加上經濟日益繁榮及人口老齡
化，衍生龐大且不斷擴大的健康及保障缺口，估計達1.8萬億
美元。我們的目標是彌補亞洲及非洲的健康、保障及儲蓄缺
口。 

為實現此目標，我們專注於四個方面： 

策略支柱：

便捷的健康及 
財務保障

1,860萬名
客戶1

89%
客戶留存率

3,200萬次
Pulse於17個市場的下載量

健康及保障保單增加

41%

29%
在印尼伊斯蘭保險市場的份
額

就我們客戶的長期保險產
品，向客戶支付

88億美元

1  數碼創新 
讓保健服務及理財工具更加觸手
可得。
請參閱第15頁了解更多 

2  提供普惠的產品 
為服務不足的社群開發更加普惠
的產品及服務，包括適合多個收
入群體的產品，例如透過我們的
「微型」保險產品。
請參閱第16頁了解更多 

3  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 
並確保客戶能夠透過我們的多渠
道及綜合分銷方式，以最佳方式
獲得我們的產品。
請參閱第18頁了解更多 

4  推廣理財教育 
幫助人們掌握理財知識，加深對
保障利益的了解。 
請參閱第21頁了解更多 

prudentialplc.com

Prudential plc 二零二一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14

1 全集團，包括合營企業

Prudential plc 二零二一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prudentialplc.com

http://prudentialplc.com
http://


1  數碼創新
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特別是
智能手機普及率相對較高的亞洲
及非洲發展中市場的消費者）開
始依賴數碼渠道獲取金融產品
及服務，數碼化有助於提高便捷
性。

「 隨著各行業通力合作讓
健康及財務保障更便捷實
惠，數碼化有助於大幅縮
小保障缺口，讓人們更加
健康長壽。」

Boon Huat Lee 
數碼技術總監

透過推廣應用數碼技術，我們能夠讓健康及財
務保障更便捷實惠，並支持客戶預防、延緩及
抵禦疾病。 

我們的一體化健康及理財應用程式Pulse by 
Prudential採用人工智能工具並提供個人化服
務，是數碼化的核心。Pulse讓客戶能夠隨時隨
地掌控自身健康及財富。

Pulse於亞洲及非洲的17個市場推出，我們使用
人工智能技術，為用戶提供多項服務，包括可
提供健康評估、風險因素識別、遙距醫療、保
健及數碼支付等服務。Pulse已在其推出所在的
大部分市場推出人工智能症狀檢查及虛擬分身
等健康功能。上述功能加上線上健康專家（如
可用）及健身社區，可幫助Pulse用戶保持更健
康的狀態。

Pulse已擴大產品範圍，吸引更多用戶，Pulse應
用程式的累計下載量現已超過3,200萬次。該
一體化的健康及理財應用程式提供廣泛服務，
旨在吸引中低收入群體當中較為年輕、健康意
識較強的新一代客戶。

我們正在旗下所有業務發展Pulse的能力，針對
各市場添加合適的新功能，以提高用戶參與
度。我們設計有關服務時已考慮到新出現的人
口風險及公共衞生趨勢，例如人口老齡化。

健康不僅是消除疾病，更包括採取積極行動預
防不利健康後果，以達致並保持健康狀態的能
力。Pulse透過其飲食及健身功能支持客戶延緩
及預防疾病，並為客戶提供所需的工具，助他
們享受健康的人生之旅。

Pulse的用戶群一般是較年輕的客戶，對應用程
式所提供資訊的及時性相當重視。於二零二一
年推出的關於飲食及營養的免費功能（例如關
於微量元素重要性的便捷資訊），幫助他們作
出健康選擇，客戶亦可定期與應用程式進行互
動。Pulse亦提供膳食計劃及食譜，並計劃於二
零二二年將進一步升級功能，新增更多地區食
譜，反映烹飪的多元化。

健身功能於二零二一年開發，包括在亞洲及
非洲所有市場推出My Wearables。用戶可透過
該功能將Pulse與健身記錄設備同步。客戶訂閱
PulseFit後便可觀看精選的運動視頻，並跟蹤其
個人目標，從而養成健康習慣。

我們所有市場持續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的影響，但我們各項業務仍然透過多種方式為
客戶及社區提供支援。有關舉措包括提供免費
的2019冠狀病毒病保障、疫苗接種後福利以及
促進社區了解2019冠狀病毒病預防及保護的
宣傳活動。

理財解決方案
我們有意降低廣闊市場獲取理財服務、優質諮
詢意見及服務的門檻。為實現此目標，我們在
Pulse上提供理財產品，既可按獨立形式提供，
亦可結合代理的建議提供。我們的目標是成為
各渠道值得信賴的顧問，同時推廣理財教育，
幫助人們規劃及明確目標，並就投資渠道和方
式提供指引。

於二零二一年，我們在新加坡、泰國及
菲律賓三個市場推出數碼理財解決方案
Wealth@Pulse，並計劃來年推廣至更多市場。
在該等市場，用戶可諮詢人工智能數碼助理
（經培訓可回應用戶有關財務規劃的查詢），
亦可訪問資訊中心，當中提供各類精簡資訊資
源。 

數碼合作夥伴關係 
合作夥伴關係是Pulse發展及成功的關鍵。我們
與數碼合作夥伴建立深厚的關係，藉以推廣綜
合健康、理財、退休以及生活方式資訊及解決
方案的多種產品及服務。我們至今已建立56
項關鍵數碼合作夥伴關係，包括於二零二一
年與Smarter Health及Privé Technologies建立的關
係。我們與世界各地的健康科技公司（包括英
國的Babylon Health、印尼的Halodoc、馬來西亞
的DoctorOnCall及新加坡的MyDoc）訂有全球及
當地合作夥伴關係，如今已進一步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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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DO family  
秉承「幫助人們活出豐盛人生」的
宗旨，保誠正努力擴大範圍及提
供更加普惠的保障解決方案，以滿
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於二零
二一年，我們發起一項名為「We DO 
family」的活動，以因應核心家庭的
演變，支持開發更多普惠產品。該
計劃旨在透過擴大我們的產品覆蓋
範圍以包括更廣泛的關係來解決
此問題。家庭的形式多種多樣，例
如祖孫家庭、姑母╱姨母及叔伯撫
養侄兒侄女、單親家庭、繼父母家
庭、同居及領養家庭，以及其他事
實上的家庭單位。

非洲方面，我們與遙距醫療合作夥伴Rocket 
Health合作，為烏干達的客戶及代理提供便捷
且具成本效益的保健服務。在加納，我們與領
先的流動保險及健康服務供應商BIMA及加納第
三大流動運營商AirtelTigo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為客戶提供精簡、實惠的保險產品。該項合作
夥伴關係加強了我們面向非正式工作群體（主
要包括低收入且缺乏社會保障的小商販）的金
融普惠主張，為他們提供健康及保險服務並簡
化理賠程序。 

數碼健康發展及思想領導
於二零二一年，保誠新加坡再度成為全球規模
最大的金融科技盛事 — 新加坡金融科技節的
主要贊助商。我們傳達的主要訊息在於信任對
建立可持續發展業務的重要性。

PRUFintegrate計劃繼續透過API Exchange (APIX) 
Hackolosseum平台與全球各地的設計、技術及
學生群體交流，鼓勵他們重新構思健康及理財
成果，貢獻創意解決方案以應對商業挑戰。於
二零二一年，我們就如何利用Pulse的功能為社
區創造健康及財富效益開展一項新的挑戰活
動，共收到52份參賽作品。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保誠泰國舉辦為期兩天的
虛擬「HealthHack」比賽，即重點關注人工智能
的黑客馬拉松，為泰國的創新人士提供展示健
康科技實力的機會。該項黑客馬拉松活動旨在
就兩大問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幫助改變不
健康行為及無創性健康問題診斷。有關解決方
案須透過智能手機、穿戴設備及成像技術，利
用人工智能進行診斷。共有16個團隊提交解決
方案，活動根據創新水平、用戶體驗及界面設
計，以及構建目標功能所採用的技術方式對參
賽者進行評估。 

在菲律賓，我們透過政府及企業持份者共同
參與的Healthscape PH Dialogue Series項目，繼
續就迫切的醫療保健主題進行討論。首場網
絡研討會以「Healthscape PH：關注二零二一年
菲律賓人的健康與福祉」為主題，我們在會上
發佈本集團的亞洲健康狀況報告(Health of Asia 
Barometer)，當中探討亞洲社會在改善國民的
健康與福祉方面面臨的挑戰。在第二場網絡研
討會上，菲律賓業務發佈關於氣候變化對菲律
賓人健康及財富的影響的委託研究。該項研究
旨在指引政府及企業制定紓緩氣候變化的策
略及解決方案。該文件的主要研究結果是，沒
有任何疾病能夠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部
分疾病的發病率預期會因氣候變化而有所上
升。有關疾病包括媒介傳播的疾病，包括登革
熱，因為白天溫度上升與登革熱發病率之間存
在科學上的關聯。

文章由全球衞生專家Renzo Guinto博士撰述，當
中支持Pulse推出登革熱保障等實惠的健康保障
產品。有關該文章的更多資料請參閱第25頁。

在新加坡，配合我們對為長壽作準備的持續研
究，我們於二零二一年與Economist Impact（經
濟學人集團的一部分）開展一項主題為「重新構
想100歲」(Re-imagining 100)的新研究。該項研
究旨在探究疫情對新加坡居民長壽的影響。儘
管2019冠狀病毒病對新加坡人活到100歲的意
願並未造成不利影響，但已對他們的精神健康
及財務狀況造成負面影響。47%的受訪者表示
其財務狀況自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以來有所
惡化。精神健康亦不容樂觀，70%的受訪者承
認精神健康惡化，同時表示財務狀況變差。人
們有財務能力支持長壽的信心亦受到影響，僅
29%的受訪者表示已做好活到100歲的準備。
當今時代充滿不確定性，我們仍然致力為人們
的健康及財務規劃提供支援，幫助他們為未來
做足準備。 2  提供普惠的產品

我們明白健康及金融普惠的重
要性，尤其是在新興市場以及正
在經歷人口結構轉變、社會安全
保障水平參差不齊的市場。 

在提供便捷的健康及財務保障的過程中，我們
必須在我們的多元分銷渠道以共融方式開發
及重新設計產品及服務，藉此為服務不足的群
體（包括弱勢社群）提供滿足其需求的保障及
儲蓄產品。這包括但不限於迎合家庭、女性、
宗教少數群體、中小型企業及低收入群體演變
及需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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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圍繞家庭概念加大產品創新力度，我們
舉辦了一場內部比賽，由各業務推出新產品，
以及更改產品條款以滿足更多家庭的需求。
參賽作品提交客戶方案委員會評選，獲獎作品
來自保誠越南，其活動名為「告訴我你愛誰」
(Tell me who you love)。該款建議產品提供量身
定製的獨立危疾保障，為客戶及其選擇的愛人
提供保障。作為餽贈，客戶可選擇於購買時將
個人化卡片寄發予所選擇的伴侶。另一個值得
注意的參賽作品為本集團菲律賓業務開發的
PRUHealth FamLove — 一款讓客戶能夠與多達
三名家庭成員共享保障的家庭解決方案。該產
品亦認同菲律賓家庭的多樣性，可包括配偶及
其他事實上的伴侶（包括同性伴侶）以及領養子
女。我們將努力於二零二二年落實這些概念。

保誠香港已為所有壽險保單擴大受益人名單，
大力促進共融以支持不斷演變的家庭結構。購
買壽險保單的客戶如今可選擇同性或異性未
婚夫╱未婚妻以及配偶、祖父母、孫兒孫女、
堂表親、侄兒侄女、繼子女及繼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作為受益人。

女性

保誠於泰國推出「Rewrite Her Life」活動，旨在
為女性賦權。作為該活動的一部分，保誠泰
國推出旨在為泰國女性（包括計劃管理其財務
保障的女性）各個人生階段提供支持及幫助的
產品及服務。其中包括PRUClick Saving 8/20及
PRUSuk Samran，以及涵蓋女性健康的各種健
康產品，如PRUBreast Cancer Care、PRUCritical 
Care、PRUSmart Health及PRUHealthy Plus。

在印尼，我們推出女士賬戶危疾保障。該團體
危疾產品與大華銀行女士賬戶（儲蓄賬戶）綁
定，保障範圍主要為七類女性癌症，包括乳腺
癌、宮頸癌、子宮癌及卵巢癌。 

在菲律賓，我們推出一款支持乳腺癌早期干
預的實惠產品 — PRUHealth Prime — Select Breast 
Cancer。 

穆斯林社區 

保誠馬來西亞致力為馬來西亞人將Pulse逐步發
展為一體化健康及理財應用程式，同時滿足穆
斯林社區的需求。因此，我們於Pulse內開發伊
斯蘭生態系統PRUIman & My Iman以供訂閱。該
伊斯蘭生態系統作為伊斯蘭生活方式的數碼
夥伴，透過伊斯蘭生活方式實踐整合健康及財
富管理，幫助用戶實現全面健康。系統包括工
具、內容及資訊，支持用戶以伊斯蘭的方式在
精神、健康、生理健康及財務等方面提升生活
質素。

我們致力於將普惠產品擴展至大眾市場，受惠
於此，保誠印尼在伊斯蘭市場繼續佔據領先地
位，市場份額為29%。於二零二一年，保誠印
尼推出首款伊斯蘭傳統壽險產品PRUCerah，提
供每月教育基金福利及額外的教育基金，從而
促進產品系列多元化。我們正在建立專門的伊
斯蘭業務 — 保誠伊斯蘭人壽，體現我們滿足
印尼人多元化需求的承諾。伊斯蘭宗教部門將
可對產品進行全面審查，而我們亦可採用專業
的分銷技術。

中小型企業 

於二零二一年，保誠新加坡推出一站式平台
Business@Pulse，旨在幫助中小型企業拓寬及簡
化保險及僱員福利的獲取渠道，並將於二零
二二年實施。我們的區域企業業務提供產品及
服務，以優化我們為中小型企業合作夥伴提供
支持及與之互動的方式，上述平台便是例證。
與跨國公司不同，中小型企業未必擁有充足資
源以自行建立或購買數碼平台，因而往往需要
手動操作。隨著新加坡著力應對勞動人口老齡
化及醫療成本上升的問題，有必要透過我們的
數碼工具幫助中小型企業為僱員提供必要的
保障。透過Business@Pulse，僱員將能夠查看自
己的團體保險保障範圍，並於應用程式內輕鬆
提出索賠。

保誠泰國亦透過新的團體僱員福利健康服務
提供數碼化解決方案、技術及保險產品，為
包括中小型企業在內的企業客戶提供支持。
新服務讓企業客戶能夠靈活選擇及調整保險
保障，從而滿足各類企業的需求。僱員可全天
候訪問Pulse by Prudential（包括網上遙距醫療服
務），以獲得旨在幫助所有僱員保持身心健康
的全面健康管理服務。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菲律賓業務透過與領先
生物製藥企業AstraZeneca、該國的健康管理機
構領導者Avega以及該國傑出的健康維護組織
Intellicare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為公司及其僱員
推出團體保險方案。該產品透過Pulse提供，輔
以來自AstraZeneca並可於應用程式內查閱的健
康意識內容，構建一種為菲律賓勞動人口提供
最佳健康及保健計劃的整體方法。

低收入群體

自二零一一年以來，我們於馬來西亞的旗艦計
劃之一PRUKasih一直幫助低收入家庭及殘疾人
社區獲得短期財務援助。作為公私營合作夥伴
關係，我們與政府機構、11個非政府組織及27
名社區義工合作，擴大規模並在成員及其家人
因疾病、意外或身故而失去收入時提供財務援
助。此項獲贊助財務保障計劃為35個社區超過
40,000個家庭提供支援，並為超過33,000名成
員提供保障。自項目啟動以來，PRUKasih已就
超過11,000宗索償賠付約387萬美元（1,620萬馬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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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惠產品（包括針對此類傳染病的產品）的例子包括：

在越南，PRU-Tropical亦就登革熱、瘧疾及麻疹三種
熱帶疾病提供保障。我們亦提供PRU-Guard 24/7以提
供意外保障，以及提供PRU-Care，就癌症、中風及心
臟病三大危疾提供保障，保費低至每年3.80美元。 
 

在柬埔寨，我們推出一款產品，就登革熱及╱或瘧疾
導致的確診或死亡提供保障，保費低至每年4美元。  

菲律賓的RUDengue MedCare及PRUDengue MedCare 
Pro計劃，為確診患有登革熱的受保人提供給付，
六個月及十二個月的保費分別僅為4美元及7美元。
PRUDengue MedCare提供登革熱保障，確診時一次
性賠付10,000菲律賓比索（200美元），而PRUDengue 
MedCare Pro提供額外的登革熱身故給付100,000
菲律賓比索（2,000美元）。父母亦可為子女購買。
PRUMedCare — Select Infectious Disease為菲律賓首款
及唯一一款為登革熱、傷寒、麻疹及瘧疾四種傳染
病當中任何一種提供保障的產品。

我們計劃擴大PRUKasih計劃規模以惠及更多低
收入家庭，而作為其中一部分，我們擬將該計
劃轉變為微型保險產品，為低收入社區提供實
惠的保費產品。透過PRUKasih 2.0，我們希望覆
蓋全國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讓財務保障更加普
及而實惠。

微型產品
普惠產品的其中一個關鍵在於實惠。為確保實
惠，我們開發微型保險產品，以滿足希望流程
輕鬆便捷、無須複雜文件的人士，以及缺乏保
障的消費者或正在尋求財務規劃且並未忽視
自身收入及生活方式需求的首次投保人士。 

我們亦專門設計產品以應對因氣候變化而日
益普遍的情況。 

例如，在我們經營所在的多個市場，伊蚊傳播
病毒性疾病登革熱的病例日益增加。 

3  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
我們擁有值得信賴的品牌、數碼
化運作的多渠道分銷以及有效、
靈活的基礎設施，讓我們能夠滿
足民眾及其社區日益殷切的健
康及財富需求。 

我們不斷改進數碼工具及提高數碼能力（例如
Pulse），讓客戶能夠更輕鬆地與我們互動及保
持聯繫。

為配合Pulse，我們採用多渠道分
銷模式，僱有超過 

540,000 
名持牌專屬代理，
於超過

26,000 
間銀行分行開展業務。 

我們幫助員工及諮詢渠道掌握新
技能，以便我們以更加共融的方
式為我們所在的市場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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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服務流程中對客戶支持影響最大的部分，
並透過客戶評論原話更好了解客戶情緒。

我們從該等調查總結經驗，推動進一步改善我
們銷售及服務流程，例如我們根據調查反饋意
見作出理賠承諾。我們亦在當地業務單位層面
有序、持續 及定期開展一系列交易接觸點調
查，以評估客戶滿意度。我們的各項業務對每
月趨勢進行分析，並將詳細的客戶反饋意見用
於進行根源分析。

我們明白，當客戶提出索償時，可能正經歷人
生中特別緊張的時期。因此，我們努力確保理
賠過程簡單、公平及透明，我們的員工及代理
均經過專業培訓，在客戶有需要時能夠為其提
供支持。於二零二一年，我們為亞洲的客戶推
出了理賠承諾。

客戶是我們業務的核心所在。我們設有集團業
務行為守則（請參閱第55頁「良好的管治及負
責任的業務實踐」一節），當中闡明我們如何開
展業務。在此範圍內，本集團在客戶操守風險
政策內載列五項客戶操守準則，各項準則均有
其關鍵控制流程及活動：

1. 提供及推介高水平的客戶服務
我們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衡量客戶服務，包括投
訴、續保率及保單註銷，以確保為客戶提供周
到服務。我們每年使用第三方對每項業務開展
客戶滿意度調查，度量淨推薦值(net promoter 
score)及整體客戶滿意度。儘管文化差異可能
導致無法在全集團範圍內對現時的方法進行
有意義的匯總，但我們致力於二零二二年制定
一種更加統一的方法，包括深入了解以確定客

為支持客戶服務，我們不斷提升及推出數碼
化的學習及發展計劃。我們的方法幫助我們
的代理及合作夥伴提高能力與信心，針對不
斷演變的客戶需要提出適切建議。 

FUTUReady是一系列透過Pulse驅動的應用工具
及計劃，為代理管理提供全方位支援。我們的
新代理入職培訓計劃PRUExpert包括數碼內容，
以及在導師指導下，於為期數週的工作中學
習。該計劃旨在支持在業績表現、以客戶為核

心及市場行為方面取得明確的成果。PRUExpert
最初於二零二一年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上線，
並將繼續於二零二二年在我們的市場全面推
出。我們亦向代理提供超過1,200個可隨時隨
地學習的微視頻及銷售支持。我們的目標是幫
助新代理在第一年獲得百萬圓桌會議認證，
以及讓代理從團隊領袖更悉心的教導中獲益。

2. 公平、誠實及誠信待客
我們的當地客戶委員會監督我們的策略客戶舉
措，旨在轉變客戶服務及貫徹以客戶為本的文
化。我們的客戶委員會負責作出執行策略客戶
舉措的決策及將已識別的措施納入業務營運或
計劃。當地客戶委員會向集團層面的委員會提
供反饋，該委員會每季度召開一次會議，稱為
轉型客戶履約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二零二一年
重點關注的特定主題之一是重新審視我們的
承保及理賠規則，使其對各類家庭更加包容。

我們的各項業務均須遵守當地監管規定，並符
合我們的集團政策及標準，包括公平待客。我
們為中介機構提供定期培訓，確保銷售人員清
晰了解我們的產品、每款產品的目標客戶以及
每款產品固有的客戶風險；以及融入控制措
施，包括客戶財務需求分析及風險偏好分析，
以確保產品銷售的適當性。

尊重私隱： 
我們認真看待並致力保
障您的私隱。

客戶服務： 
我們重視您的意見，致
力為您帶來更好的服務
體驗。如有任何投訴，
我們都會認真處理。

公正持平： 
我們明白索償對您來說
十分重要。我們公平對
待每個客戶，確保理賠
過程清晰透明，絕無偏
見。

親切對話： 
我們會在收到申請時
通知您，並按需要索取
額外文件和通知您有關
理賠結果。我們的員工
及理財顧問均受專業培
訓，隨時樂意為您提供
協助。

迅速及時： 
我們收到您的申請後，
會盡快處理並讓您隨時
了解理賠進度。

我們的理賠承諾包括作出以下服務承諾：

「 保誠能夠守護您和家人渡過不
同的人生挑戰。我們務求以最
快的速度處理您的申請，向您
送上真誠的慰問及關懷。我們
只會索取必要的資料以簡化理
賠過程及保障您的私隱。」

我們的理賠承諾

我們的產品批准流程

進行定性及定量的客戶及 
代理研究以了解客戶需求， 

並優化產品理念 
以滿足相關需求

新產品方案由業務產品 
審批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該委員會由風險與合規團隊 
及其他相關職能部門組成

新產品方案由產品 
審批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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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及推介切合客戶所需、通俗易
懂且能創造價值的產品及服務

為確保我們的產品滿足客戶需要，我們會考慮
產品、適合性、營銷及銷售質素政策。 

客戶方案 
我們的負責任方案設計方法，旨在確保我們提
供滿足客戶多元化需要且具有真正價值的產品
及服務。我們透過深入了解目標客戶在不同人
生階段的保障和儲蓄需要，設計售前、訂約及
履約的全過程。

客戶方案委員會是我們的業務及集團層面行政
人員創新及制度化客戶解決方案（可在我們經
營所在的市場推廣實施）的論壇。於二零二一
年，該委員會重點關注多元化家庭概念及獨立
危疾計劃，促進廣大家庭成員的平等機會，以
實惠的方式提供面向未來的福利及增值服務。
在管治及監督方面，我們的產品審批委員會負
責審批我們業務單位的產品，包括新的保險產
品、現有產品的變更以及推出投資相連產品的
新基金。

適合性
我們致力簡化保險產品，以及簡化產品說明書
和銷售人員對產品的解釋，讓客戶能夠輕易理
解產品的特點、優點及相關的條款及條件，並
能夠清楚評估我們的產品如何切合其需要。我
們努力簡化產品手冊、公司網站資料及營銷活
動，讓客戶只需查閱一份單獨的表現報告，即
可了解產品的風險及利弊。為保護弱勢客戶，
我們會在產品開發及客戶參與過程中識別不
適合產品的客戶群及╱或在銷售過程中可能
需要提供協助及進一步保護的情形。識別並格
外小心對待弱勢客戶是我們銷售團隊培訓的
核心環節。

4.  為客戶資料保密並妥善處理數據
我們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公平地及按照
適用的資料保護法律處理客戶資料。有關詳情
載於第41頁的「數碼責任」一節。 

5. 採取公平、及時的行動以解決客戶
投訴

我們將投訴界定為對我們的僱員╱代理提供
的產品或服務明確表達的任何不滿、抱怨或批
評，而不論形式或來源，不論書面或口頭、經
證實或聲稱及是否由投訴人或代表投訴人作
出。重大投訴被界定為可能對業務造成不利影
響的指控或違規，而不論屬財務或非財務性
質。

於必要時採取及時且適當的行動回應客戶投訴
至關重要，可確保對客戶妥善作出交代、公平
待客及維持或重建客戶對保誠品牌的信心及信
任。

我們的當地業務負責確保落實適當舉措以減輕
或預防投訴及相關的風險，始終致力改善投訴
的處理並在產品及服務的提供及履約方面提升
整體客戶體驗。當地業務遵循完善的程序（包
括有效管理投訴的管治框架），旨在保護客戶
利益。 

我們的當地業務擁有獨立的專職團隊，負責管
理投訴及維護所接獲投訴的資料庫。全集團整
體而言，我們的投訴水平維持穩定，每1,000
份有效保單有兩宗投訴。

我們的當地業務分析投訴趨勢及模式，以對投
訴的潛在風險及根源進行評估。投訴指標及有
關分析以及重大投訴的詳情向當地管理層及
相關委員會報告，為後續行動提供指引，以預
防及管理相關風險。重大投訴於必要時上報至
相關的高級管理層成員，其中可能包括當地合
規主管及執行總裁，以獲得適當指引及管理措
施。我們的業務跟蹤後續行動，以確保落實相
關補救及預防措施並及時解決已識別的根源
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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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廣理財教育 
推動理財教育，是我們實現便
捷的健康及財務保障的方法之
一，而這正是保誠亞洲公益基金
(Prudence Foundation)的重點關
注領域。

我們的目標是確保民眾從小對財富管理有清晰
的了解，幫助他們在日後的生活中作出更明智
的財務選擇。有關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關注領域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報
告第51頁的「社區參與及投資」一節。

Cha-Ching 
Cha-Ching是一項專為7至12歲學童而設的環球
理財教育及責任計劃。該計劃旨在協助填補兒
童理財知識缺口，至今已推行十一年，並在我
們的市場不斷擴展。Cha-Ching藉助數碼工具和
平台以及學校環境，涵蓋混合式學習模式。我
們的目標，是確保數以百萬計的學童、家長及
教師皆能便捷地及免費參與該計劃，從而幫助
他們掌握必要的財務知識技能。

於二零一六年，保誠亞洲公益基金(Prudence 
Foundation)與青年成就組織合作開發Cha-Ching
課程，透過與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
南、台灣、新加坡、柬埔寨及泰國等八個市
場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緊密合作，在亞洲成
功推行已有六年。至今已有逾23,000名教師於
接受培訓後在學校講授Cha-Ching課程，超過
870,000名小學生在學校學習了「賺取收入、儲
蓄、消費及捐贈」課程。 

於二零二一年，Cha-Ching進行獨立審閱以評估
亞洲5個國家超過200,000名學生使用該課程的
進度。

「 分析表明，與參與課程前相
比，學生在參與Cha-Ching後，
在知識、態度及行為方面取得
更高的評分。經與其他研究進
行比較，結果顯示，在該等地
區對財務知識所產生的影響高
於在高度發展經濟體的一般水
平。」

負責進行審閱的國際理財教育專家 
Adele Atkinson博士

於二零二一年，我們繼續在非洲推行以教師為
主導的Cha-Ching課程計劃，透過與青年成就組
織合作，為加納、尼日利亞、烏干達及科特迪
瓦四個國家逾7,600名小學生開展該課程。在
亞洲，Cha-Ching卡通繼續在Cartoon Network播
出，每日接觸超過3,500萬個家庭。Cha-Ching內
容繼續可登入網站及透過社交媒體等數碼渠道
在線收看，至今在亞洲及非洲已有超過9,300萬
人次觀看。

鑒於二零二一年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我
們積極推動數碼舉措，藉以擴大Cha-Ching的覆
蓋範圍及影響力：

 > 經合組織於二零二一年主辦的虛擬「世界理
財週」以「關愛自己，關注理財」為主題，我
們的11個市場（包括印尼、菲律賓、馬來西
亞、肯亞及尼日利亞）積極參與，舉辦Cha-
Ching 網絡講座、比賽及數碼活動，以增進
年輕一代對理財教育的重要性的認識。 

 > 我們繼續在可行情況下推出線上Cha-Ching理
財認證(CCFA)。該項線上評估獲教育主管機
構認可，並依據經合組織的青年財經素養核
心能力框架(Cor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on 
Financial Literacy for Youth)及東盟的教師能力
框架(Teachers Competency Framework)制定。 

CCFA進一步增強Cha-Ching的教師網絡，而
CCFA線上講座亦已在菲律賓及印尼舉行。至
今已有超過8,700名教師註冊以及4,800名教
師完成CCFA線上評估。在新加坡、越南、柬
埔寨及菲律賓等市場，Cha-Ching視頻短片及
家長資源均已在Pulse應用程式上免費提供，
並預計將於二零二二年推廣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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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Kasih創業計劃 
馬來西亞繼續為34名成員提供PRUKasih創業計
劃(PEP)，協助這些成員掌握開展新業務或擴大
現有業務規模所需的技能及知識。該計劃關注
促進在疫情期間一直尤為重要的精神及情緒
健康以及提升理財技能。參與者的商業計劃
若獲評委小組通過，則可獲發合共7,200美元
（30,000馬幣）的獎金。有關PRUKasih的更多資
料，請參閱本報告第17頁。

PRU e-FinLit
有關理財教育的線上專業認證培訓計劃（簡稱
PRU e-FinLit）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在菲律賓中
部的西內格羅省推出。於首個實施階段，認
證教師已達3,235名。PRU e-FinLit致力將在全國
範圍內可於線上獲取的理財教育納入常規教
育，以系統地提升菲律賓民眾的理財知識。該
計劃亦支持教育部新實施的理財教育政策，
該政策旨在提高所有學生的理財知識及理財
能力，讓他們擁有健康的財務狀況。

在印尼，我們的理財教育工作不僅重點關注
兒童，同時亦會關注女性、中小型企業以及穆
斯林社區。透過為女性提供理財教育的舉措，
我們於二零二一年觸達超過5,200名女性。我

#親子理財研究計劃 
#親子理財研究計劃是一項屢獲殊榮的舉措，
該計劃由我們的資產管理公司瀚亞推出，可協
助家長在財務管理方面進行更有效的學習、
指導及規劃。該專用微型網站於二零二零年推
出，此前，瀚亞在9個亞洲市場對10,000名家
長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該等市場缺乏財務管
理工具可協助家長為子女樹立更好的榜樣。
#親子理財研究計劃的廣告瀏覽次數已超過1 
億，吸引亞洲超過200,000名用戶訪問該微型
網站，其視頻觀看次數至今已逾百萬。

二零二一年，瀚亞與領先的育兒社區「亞洲
家長」建立新的合作關係，以擴大範圍，觸達
亞洲逾200萬名家長。該合作包括一個專用平
台，該平台提供提示及資源，以教授家長如何
向子女介紹理財，以及延伸及參與活動。瀚亞
亦與Playmoolah及Little Tauke等理財教育合作夥
伴以及分銷夥伴舉辦網絡講座，幫助家長提升
指導子女理財知識的能力。於二零二一年，這
些講座已惠及逾5,000名家長。我們亦致力與
瀚亞以外的合作夥伴合作，於各個市場透過
Pulse應用程式及保誠壽險業務渠道等方式，提
供#親子理財研究計劃的內容。

們的伊斯蘭理財教育計劃與以伊斯蘭為基礎
的金融服務及伊斯蘭經濟社區聯盟(Masyarakat 
Ekonomi Syariah)合作，讓將近7,500名民眾了
解及學習伊斯蘭保險的重要性，並協助超過
1,000家中小型企業增進有關意識。

在老撾，我們開發及建立一個名為「壽險基礎」
的線上學習課程，讓民眾能夠免費在線上了解
及學習壽險相關知識。該課程共有12節課，由
財務顧問講授，涵蓋壽險的重要性以及入門
的財務管理概念及技能。我們亦推出一項名
為「保險保障計算器」的線上工具，以供使用者
計算及評估自己的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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