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壽險經營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0 年度秋季壽險管理人員暨核保理賠人員測驗
科目：壽險經營
試

場

規

則

一、 每次測驗時間為 100 分鐘。
二、 參加測驗人員憑身分證件（限用中華民國身分證、有效期間內之
駕駛執照、護照正本、附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外僑永久居留證或
大陸配偶領有長期居留證件）及准考證入場，無身分證件者以缺
考計。
三、 測驗開始後未滿 30 分鐘不准出場，超過 15 分鐘仍未入場者均以
缺考計。
四、 參加測驗人員應依准考證上所載之場次及試場座號對號入座，否
則均以缺考計。
五、 禁止攜帶參加測驗證件、文具以外之物品進入試場，否則以違規
論並以 0 分計算該次測驗成績。
六、 測驗進行時，參加測驗人員禁止左顧右盼、使用電子通訊設備、
交談等，企圖舞弊之情事，否則以違規論並以 0 分計算該次測驗
成績。
七、 答案紙上不得出現任何與作答無關之註記，否則以缺考計。
八、 繳卷時，請繳回答案紙，並請監考人員於該參加測驗人員之入場
通知上簽章。
九、 參加測驗人員如有疑問（如准考證號碼與答案紙號碼不同、試題
印刷不清等情形），應舉手表示，待監考人員近身時方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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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 (1~20) 每題3分，共60分 ，答錯不倒扣
1.下列哪一項不是團體人壽保險核保上常用來控制逆選擇的方式？
(1) 自動決定保險金額
(2) 規定團體最低參加人數
(3) 保險係附帶於團體
(4) 員工的服務年限
2.基本上團體保險費率會比個人險低的原因在於？
(1) 採用大量行銷方式 (mass distribution)
(2) 採集體管理 (mass administration)
(3) 佣金比率比較低
(4) 以上皆是
3.下列哪一個團體不是美國NAIC所訂團體保險模型法（Model Group
Insurance Bill）所規定的適格團體？
(1) 單一雇主員工團體
(2) 債權債務人團體
(3) 公會團體
(4) 協定團體
4.在美國地區，健康保險可以由下列哪些機構取得？
(1) 商業保險公司
(2) 藍十字藍盾
(3) 管理式照護機構
(4)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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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美國下列哪一項是常見的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組織型態？
(1) 員工模式
(2) 團體模式
(3) 網路模式
(4) 以上皆是
6.我國保險業需繳存保證金，請問其金額為何？
(1) 20億新台幣
(2) 資本額的5％
(3) 資本額的15％
(4) 業主權益的15％
7.下列有關我國年金保險的規定，何者最正確？
(1) 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2) 於年金累積期間，不得終止契約
(3) 於年金累積期間，不得保單質借
(4) 以上皆是
8.下列何者是我國保險業的法定組織型態？
(1) 股份有限公司
(2) 合作社
(3)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型態
(4) 以上皆是
9.下列何者是我國保險法中規定安定基金得辦理的事項？
(1) 對經營困難保險業之貸款
(2) 對合併或承受經營不善保險業予以低利貸款
(3) 擔任保險公司接管人
(4)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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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國保險商品審查制度中，包括哪兩項審查方式？
(1) 核准與核備
(2) 核備與備查
(3) 核准與備查
(4) 以上皆非
11.下列何者不是健康險對於次標準體常見的承保作法？
(1) 將某些項目列入除外事項
(2) 增加額外保險費
(3) 削額給付
(4) 以上皆是
12.下列有關壽險市場中「逆選擇」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只有保險公司會遭遇逆選擇問題
(2) 只有保戶會遭遇逆選擇問題
(3) 壽險體檢件的逆選擇問體題比免體檢件嚴重
(4) 保險法規定要（被）保人負擔告知義務是降低逆選擇的一項作
法
13.下列有關壽險市場中「道德風（危）險」的敘述，何者正確？
(1)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對保險人而言是道德風險的一種類型
(2) 受益人殺害被保險人對保險人而言是道德風險的一種類型
(3)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非
14.我國保險法第29條規定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
所致損害，負賠償責任。請問這樣的規定，主要是要防止？
(1) 道德風險
(2) 逆選擇
(3)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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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有關年金保險與壽險的敘述何者較正確？
(1) 死亡率逐年改善，對年金保險的理賠成本會顯著降低
(2) 壽險生命表高估存活率所以不適用於年金保險
(3) 年金保險性質與儲蓄相近，均不涉及生存與死亡因素。
(4) 年金險發展較晚因此獨立開發生命表
16.若保單責任準備金＝純保費之累積值-保險成本之累積值，請問這
樣的計算方式稱為？
(1) 追溯法（Retrospective Method）
(2) 將來法（Prospective Method）
(3) 累積法（Addition Method）
(4) 現值法 (Present Value Method)
17.壽險次標準體可以依其未來危險變化區分為三大型態，請問具有糖
尿病者，大致上屬哪一型？
(1) 固定持續型
(2) 逐步上升型
(3) 逐步下降型
(4) 先逐步上升再下降型
18.按我國新修訂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對於個人醫療資料蒐集規
定，下列何者正確？
(1) 如果有其他法律規定可以收集，即可以蒐集
(2) 如果當事人書面同意，即可以蒐集
(3) 以上皆是
(4)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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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主管機關要求壽險公司調降保單預定利率的可能影響是？
(1) 保險費會變高
(2) 保險費會降低
(3) 保險公司準備金會下降
(4) 以上皆是
20.下列有關我國推動微型保險之說明，何者有誤？
(1) 僅開放一年期商品
(2) 開放商品為傷害險與定期壽險
(3) 初期僅開放壽險公司承做
(4) 附加費用率訂定有上限

簡答題 每題十分 共 40 分
一、團體保險與壽險公司所簽發的個人保單相較，有哪些明顯的特
性。

二、我國保險法為因應未來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影響，將屬於敏感性
資料的哪些個人資料，明訂於保險法第 177 條之 1 中？

三、導致健康照護（ 醫療）市場存在嚴重市場不完全（imperfect）
的原因有哪些？

四、請簡要說明為何美國許多州禁止保險公司將基因檢測結果於健康
險的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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