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7 年度春季人壽保險管理人員暨核保、理賠人員測驗簡章
一、測驗宗旨：為培育壽險管理與核保、理賠人才，鼓勵從事壽險經營管理之研究，提高壽險經營效率，提昇壽險服務品質。
二、測驗日期：各科測驗時間、日期表
試別

時 間
日 期

08：30～10：10

10：30～12：10

13：30～15：10

15：30～17：10

人壽
保險
管理
人員
測驗

三月十七日 １.人身保險概論
２.壽險經營
星期六
(C10)
(C20)
三月十八日 ５.保險監理與資訊 ６.會計與經濟
星期日
(L50)
(L60)

３.保險法規
(C30)
７.壽險行銷
(L70)

核保
理賠
人員
測驗

三月十七日 １.人身保險概論
２.壽險經營
星期六
(C10)
(C20)
三月十八日 ４.核保理論與實務 ５.核保醫務常識
星期日
(U40)
(U50)

３.保險法規
―――――
(C30)
６.理賠理論與實務 ７.理賠醫務常識
(U60)
(U70)

４.壽險數學
(L40)
８.壽險財務管理
(L80)

三、測驗地點：臺北、臺中、高雄三考區(詳細地點：考前二週於學會官網公布，並請參照本簡章八、注意事項之規定)。
四、測驗方式： 各科考題皆為選擇題，請自備原子筆、2B 鉛筆、修正帶及橡皮擦應試作答。
五、報名及繳費日期：107年1月2日至107年1月11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六、報 名 費：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公司之職員每科新台幣肆佰元整。非會員每科新台幣伍佰元整。(會員公司之認定
以學會官網報名表內”公司名稱”欄之設定為準)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費或繳費不足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凡報考人員一經繳費完成，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還報名費、延期或變更測驗科目/考區。
七、報名手續：1.本測驗採網路報名(網址www.limi.org.tw)，請先至「考試專區>考生須知>報名流程」查看。
2.測驗科目得任選，並以「考試專區>考試報名>報名紀錄查詢」之留存資料為準－參照本簡章六、報
名費第二個※之規定)。
3.報名資料之『E-mail』欄位請填寫詳細，並請避免使用Yahoo、hotmail、pchome等入口網站信箱，以利相關通知寄送。
4.請於規定之繳費期限內，依線上報名後網頁產生之金額及虛擬帳號繳納報名費，以完成報名手續。
5.學生身份報名者需檢附有效之學生證正反面圖檔，並於報名時上傳檔案，以審核身分。
※本學會為辦理測驗相關作業，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之用，並得提供查詢
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資料之使用。不同意提供者，無法受理測驗相關事宜，尚祈見諒。
八、注意事項：1.本學會不寄發准考證，請考生於考試前一週至「考試專區>考前確認>准考證列印」自行列印，並於
考試當日攜帶自行列印之准考證及附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身分證、駕照、健保卡、護照正本或外籍
人士持中華民國政府頒給之居留證件)應考。
2.本學會自107年度春季測驗起，不再寄發紙本成績單，請自行至本學會「考試專區>考後查詢>成績查詢」
查看及下載本季測驗成績單(限時二個月內)，亦可查詢及下載已通過科目之歷屆成績。
3.本季/近年各科考題及參考解答，請至「考試專區>考前準備指南>歷屆試題下載」查看。
4.本學會不寄發考試收據，請至「考試專區>考試報名>報名紀錄查詢」內下載收據存檔。(限時三個月內)
※以上1至3點注意事項，請以「學會公告>最新消息」之公布日期為準。
九、公
佈：1.107年度春季測驗成績預定公布日期:107年4月16日。
測驗結果 2.本測驗各科及格成績以七十分為原則，及格成績皆予保留，無須重考。
3.人壽保險管理人員測驗第一、二科皆及格者，由本學會頒發及格證書，個人並得申請為本學會準會
員；全科(八科)皆及格者，由本學會頒發及格證書，個人並得申請為本學會正會員。
4.通過本會核保、理賠人員全科測驗者，取得本會人壽保險核保、理賠人員資格並頒給證書；亦得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2751號修正令申請核保、理賠人員資格，請至「考試專區>
核保理賠資格規定」查看。
※本季測驗申覆解答：學會官網公布解答日期起一週內，向本學會教育委員會E-mail詢問，逾時恕不受理。
※本季測驗複查成績：學會官網公布成績日期隔日起一週內，向本學會教育委員會申請，逾時恕不受理。
十、天
災：若遇非人為因素(如颱風)之事件，則依政府機關公布之停班停課訊息為準，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
注意事項 其中只要任一市停班停課，則各區本季測驗隨之順延，本季測驗其他相關事宜，請以學會官網公布之訊息為準。
十一、參考書籍：各科之題目及答案皆以最新版本之參考書籍為準，並請向【參考書籍】括弧內之出版單位購買；本學會
(詳背面) 出版之書籍購買方式，請至「學會書坊」查看。
十二、預告(107 年秋季測驗開始適用)：
第六科『會計與經濟』用書改為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七版上、下冊):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
合著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網址：www.limi.org.tw /考試專區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7年度春季人壽保險管理人員暨核保、理賠人員測驗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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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
保險
概論

人壽保險【十三版上冊】
：曾榮秀 等譯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第1章:經濟安全與人壽及健康保險之經濟意義 第2章:人壽與健康訂價的基本原理
第4章:人壽與健康保險產品之概述
第5章:終身壽險保單
第6章:萬能壽險保單
第7章:健康保險保單
第8章:年金保險與附加給付
第9章:人壽與健康保險契約:上
第10章:人壽與健康保險契約:下
第11章:保險顧問與公司評價
第13章:人壽與健康保險之課稅
第14章:個人壽險與健康保險契約之個人財務規劃

壽險
經營

人壽保險【十三版下冊】
：曾榮秀等譯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第18章:團體保險
第19章:健康保險（一）
第20章:健康保險（二）
第21章:退休金計畫
第23章:人壽保險公司之組織與管理
第24章:壽險與健康險行銷
第25章:壽險與健康險的核保（一）
第26章:壽險與健康險的核保（二）
第27章:壽險與健康險的精算原則
第28章:純保費
第29章:人壽保險之責任準備金與現金價值
第30章:總保費之費率結構與非保證保單之要素
第31章:健康保險之數理

保險
法規

1.保險法、保險法施行細則
※參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www.lia-roc.org.tw)公告之最新法條
2.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參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www.lia-roc.org.tw)公告之最新法條
3.保險法實例研習 (五版):葉啟洲 著 (元照出版)

第四科 壽險數學 壽險數理要義-精算師入門基石(五版):鄭榮治 編著 (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第五科

保險監理 1.保險經營與監管 (106年2月初版):鄭濟世 著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與資訊 2.資訊管理(企業創新與價值創造)(六版):吳仁和 著 (智勝出版)
1.會計學原理與應用(十三版上、下冊):鄭丁旺等 合著 (鄭丁旺)
2.經濟學(六版上、下冊):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 合著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07 年秋季測驗起，上述【經濟學(六版上、下冊)】書籍將改用【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七版上、
下冊)】: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合著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專 第六科 會計
與經濟
業
科
目 第七科 壽險行銷 行銷管理理論解析與實務應用(2016.09):曾光華 著 (前程文化出版社)

第八科

壽險
財務
管理

1.金融機構管理(七版):張春雄等三人 編譯 (華泰書局)
2.相關保險法規
※參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www.lia-roc.org.tw)公告之最新法條
3.人壽保險【十三版下冊】:曾榮秀等 譯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第32章:壽險公司的財務管理(一)第33章:壽險公司的財務管理(二)第34章:壽險公司的財務報告

共 第一科 人身保險 同壽險管理人員
概論
同
科 第二科 壽險經營 同壽險管理人員
目 第三科 保險法規 同壽險管理人員
1.人身保險核保理論與實務 (二版):呂廣盛 修訂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核
2.「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作業控管自
核保理論
保
第四科
律規範」、「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及「人身保險核保實務處理準則及職業道德規範」
理
與實務
等核保相關保險法規
賠
※參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www.lia-roc.org.tw)公告之最新法條
人
專
核保
1.壽險核保檢驗判讀 (七版):呂廣盛 著 (三民書局)
員
業 第五科 醫務 2.臨床醫學概論(二版,103.03.01):洪敏元 著 (華杏出版機構)(發展史第1頁至第18頁除外)
測
科
3.保險醫學與實務:連振祥等9人 合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常識
驗
目
第六科

第七科

理賠理論 1.人身保險理賠理論與實務 (二版):呂廣盛 修訂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與實務 2.人身保險理賠實務(修訂一版,104.06):王正偉等修訂(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理賠
醫務
常識

1.臨床醫學概論(二版,103.03.01):洪敏元 著 (華杏出版機構)(發展史第1頁至第18頁除外)
2.保險醫學與實務:連振祥等9人 合著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3.簡易解剖生理學:陳牧君 編譯 (合記出版社)
網址：www.limi.org.tw /考試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