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年來，因國內外經濟不景氣，車險及其他

險種業務難以開拓，產險業保費收入甚至

出現衰退現象，各家產險公司無不迫切尋求擴展

業務之管道。而自2001年開放產險業可經營傷

害保險，五年來該險保費收入成長迅速，目前已

高居產險業務之第三名，僅次於車險與火險。在

此情況下，業者乃將擴展業務之希望寄託於開放

健康保險之經營，期望能複製傷害險成功經驗，

以便能為停滯不前之產險業務注入一針強心劑。

2007年保險法正式三讀修正通過，准許產險業者

經營健康保險業務，因此自2008年1月起，產險

公司將可開始銷售健康保險，改變以往由壽險業

者經營健康保險市場之獨佔局面1。

產險業者經營健康保險，未來是否可如其

所望迅速增加保費收入，目前尚且無法預知。而

社會大眾目前所關心的是產險業者將如何擴展

其業務？產險公司是否會削價競爭？是否有足夠

之核保與理賠等經營技術？主管機關一方面希望

協助扭轉產險市場業務衰退之現況，另一方面卻

擔心業者操之過急而採用惡性競爭之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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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訂定「財產保險業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

險業務管理辦法」，以規範產險業者經營健康保

險業務應具備之條件、業務範圍等。應具備之條

件，主要包括必須財務、業務健全，以及有經營

該險種保險之業務能力等；而業務範圍，以保險

期間一年以下且不保證續保的保單為限。這些種

種限制將提高業者進入健康保險市場之門檻，惟

其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而此設限之根源在於健

康保險具有顯著之「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難題。為瞭解此「資訊不對稱」難

題對於產險業經營健康保險之負面影響與預防

之道，本文分別從下列幾方面來探討：

1.  資訊不對稱之意義。

2.  保險產品之設計

3. 保險人之經營策略

4. 主管機關之監理政策

資訊不對稱之意義

經濟學上之「資訊不對稱」，主要是指市場上之

買賣雙方並未同等擁有對於產品交易所需之相

關資訊，例如產品之品質、價格等，因而影響其

對於產品價值之認知。實際情況可能是買方較

賣方知道更多資訊，亦可能是賣方較買方知道

更多資訊。前者通常稱為「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後者則稱為「檸檬市場」（Lemon 

Market）2，二者均可能影響產品交易之公平性。

對於保險市場而言，逆選擇現象受到更多關注，

主要是指保險人無法充分得知被保標的之風險

資訊，因而難以正確判別其風險等級與費率。保

險之核保程序，主要在於降低逆選擇之現象。至

於檸檬市場現象，通常指要保人無法充分得知保

險產品（保障）之品質，尤其是保險人之理賠償

付能力。實務上，因個別消費者通常無法真正瞭

解保險產品與保險人，因此，大多藉由監理機關

來監督保險人，以確保保險產品之保障功能的兌

現，減少檸檬市場現象。此二現象對於健康保險

經營之負面影響，下文分別說明之：

一、逆選擇之負面影響

由於自願性保險（Voluntary Insurance）之費

率，是以大數法則為基礎3，而危險選擇是保

險經營重要且關鍵的步驟之一。大數法則之隨

機變數需具有相同之機率分配，被保險人必須

分別依其出險機率歸為某一類組，相同程度之

出險機率分發至同一組。當費率以該組平均出

險機率為計算基礎時，每位投保人所付出之對

價才是公平的。倘若保險人因無法充分得知被

保險人之風險程度而予以適當歸類，僅以平均

出險機率計算費率，將導致高於平均風險之被

保險人願意參加保險（因為費率低於其預期損

失）；反之，低危險程度之被保險人因費率高於

其預期損失而退出保險。於是保險人所獲得之

保費收入不足以支應出險理賠，造成本身業務

經營之虧損，因此稱為逆選擇。

健康保險之逆選擇問題尤其複雜，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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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保險法將傷害與健康區分為二種保險，其所稱之健康保險，事實上僅專指「疾病保險」(Illness Insurance)，提供因疾病或

分娩所衍生之經濟損失保障，與外國（如美國）所稱之「健康保險」(Health Insurance) 包括疾病與傷害二種保險不同。參閱

陳彩稚，2004，「保險學」，三民書局，pp217-218、pp303-322。為配合我國市場之用語，本文所稱之健康保險亦只包括疾病

保險。

2 參閱K. Black and H. Skipper, 2000, “Life & Health Insurance,” Prentice-Hall, pp10-12。

3 自願性保險乃相對於強制性保險(例如全民健保)而言，指要保人可自由決定是否投保。



壽險或產險更難以控制。因為健康保險之出險

理賠，必須被保險人同時具備兩事件：生病與就

醫。生病，可能是偶發意外（例如傳染病），亦可

能與被保險人之不良生活習慣有關，並非完全偶

發與不可控制；其次，被保險人可以決定是否就

醫，有些人小病即就醫，有些人大病才就醫4；此

外，醫療費用與醫療機構有關，被保險人可以選

擇醫療機構，而醫療機構費用水準不一。由此可

知，健康保險之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二者均可能

受到被保險人之控制，與壽險或產險損失多為隨

機事故不同。嚴格而言，醫療損失風險並不符合

可保風險之特質5。傳統上，保險人發生虧損之機

率相當高，因此保險人多不願出售單獨承保健康

(疾病)風險之保單，通常保單都是一併承保人壽

保險或傷害保險，藉由死亡或傷害事故之偶發隨

機性，彌補疾病事故之逆選擇。

由於健康保險之出險頻率與損失金額容易

受到操縱，被保險人之道德危險將顯著影響保單

經營成果。況且健康保險之道德危險並無法有效

遏阻，除了無病詐領給付，可能遭到解除契約不

予理賠外；至於小病就醫、或是到大型醫療機構

就醫等，所發生較多之醫療支出，並不構成解除

契約之條件，被保險人僅是更加照護自己健康而

已，然而這些均將增加保險人理賠支出。總而言

之，影響出險頻率與幅度之種種變數的資訊相當

複雜，保險人之核保與理賠人員是否有足夠能力

進行分類、篩選與判斷，是健康保險業務能否穩

健經營之關鍵要素。

二、檸檬市場之負面影響

就保險市場而言，賣方較買方擁有較多產品資

訊之檸檬市場現象，主要表現在保險人保障之

承諾。因為保險人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提

供保障，而被保險人通常無法完全知曉。被保險

人支付保費購買保單，但可能無法取得預期之

保險保障，其可能發生之情況包括：保險人無力

清償、保單內容不清或外在環境變動等。清償能

力與保單內容(條款)通常可由監理機關加強其

監督與管理，而減輕部分資訊不對稱之程度；尤

其我國保險監理較為嚴格，發生清償能力不足

或保單糾紛之情況不多，對於投保人提供若干

程度之保護。

然而，外在環境變動之影響，例如通貨膨

脹、醫療成本高漲、醫療技術之革新等，卻非保

險監理機關之職責，要保人必須自行評估所購買

之保單是否能提供預期之保障。一般而言，要保

人通常缺乏評估這些變數之專業知識與技術，且

相較於保險人，要保人對於保單保障之判斷乃處

於劣勢地位。

由於健康保險較之一般財產保險有更嚴重

之資訊不對稱難題6，為減少此資訊難題對於健康

保險市場之負面影響，實務上可以從下列幾方面

著手，即保單本身之設計、保險人之經營策略及

監理機關(代替要保人)之監督，爰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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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限於篇幅，本文不討論無病就醫以詐領保險給付之道德危險問題。

5 「可保風險」(Insurable Risk)通常必須具有偶發意外、不受被保險人控制，損失金額可明確決定等特質。參閱陳彩稚，2004，

「保險學」，三民書局，pp38-41。

6 此處所稱之一般財產保險，是指第一人險(First-party Insurance)，例如火險、車損險等，不包括責任保險。第三人險(Third-party 

Insurance)之責任保險另有其資訊難題。

7 保險費率之計算以所承保危險之預期損失為基礎，預期損失＝出險頻率X 損失幅度



保險產品之設計

為減輕逆選擇之難題，健康保險保單通常不宜

只單獨承保疾病損失，最好能與其他出險性質相

異之險種互相搭配，截長補短以分散承保風險。

例如，健康保險可與傷害保險合併為一張保單，

藉由傷害事故之偶發隨機性，減少單獨銷售健康

保險之逆選擇情況。保險人可藉由傷害保險之保

費收入彌補部分健康保險之理賠支出。至於將

健康保險與年金保險合併之產品，則是考慮年金

被保險人之健康狀況通常較佳，而健康保險之被

保險人健康狀況通常較差，因此二者之出險機率

可以互相抵銷。然而此種產品設計只適合壽險公

司，產險公司無法承保年金保單。其次，我國國

民有健保之保障，目前保險公司所銷售之健康保

險保單，大多針對癌症等特定數種疾病之住院保

障，屬於重大疾病保險，而非一般疾病保險。重

大疾病之出險機率較一般疾病之出險機率為低，

可由被保險人操縱之機率亦較低，相對而言，逆

選擇之資訊不對稱情況不大。保險人之資訊難

題，主要是來自醫療費用增加之預測，保單期間

若不長(例如一年)，醫療費用膨脹有限，保險人

之預測並不困難，其費率估計偏重於過去的出險

頻率7 。

逆選擇難題之另一解決之道，是藉由時間

降低風險。保單保險期間之長短，對保險人之

貢獻可能是正面，亦可能是負面。主要是保險費

率之計算必須預測未來潛在的損失，保單期間

越長，風險之不確定性越大，估計預期的損失愈

加困難，使保險人經營風險愈高。但是另一方面

長期保單，出險機率若隨機發生，事故可能發生

在不同時點，則長期之保費收入可分散不同時

點之理賠風險。然而，基於前述預測醫療費用之

困難，實務上，長期健康保險保單不必一次承保

10年或20年，可採用逐年續保之方式。逐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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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健康保險之出險頻率與損失金額容易受到操縱，

            被保險人之道德危險將顯著影響保單經營成果。



保之優點，在於保險人一方面可視醫療費用調整

費率，另一方面可以參考被保險人之理賠記錄而

判斷其風險程度，累積核保經驗，以減少逆選擇

現象。在理論上，當被保險人是向同一保險人長

期逐年投保，則保險人可取得被保險人之健康

資訊，也因此可消除資訊不對稱的難題。而實務

上，若因法規或市場慣例，無法限制要保人必須

持續向同一保險人購買保單，則保險人可利用費

率調整誘因，鼓勵要保人持續投保，以累積核保

資訊，如同車險保單一般。

就要保人之檸檬市場難題而言，健康保險

是否單獨出單或與其他險種合併，其優缺點乃視

要保人本身之保險需求而定，並無必然之優勢或

缺點。至於保單期間長短，一方面要保人一次投

保數10年之長期保單（尤其是實支實付保單），

其繳交了龐大保費，卻可能因保險人失去清償能

力而無法得到保障8，增加要保人之風險。另一方

面，從外在環境變動而言，長期保單(尤其是定額

給付)往往無法配合醫療費用之膨脹，被保險人

在保單後期可能會發生保障不足之現象。長期保

單之優點，主要是減少被保險人在高齡體弱時被

拒保之機率，實務上，這項優點可藉由保證續保

條款而彌補，因此，整體而言，要保人應以逐年

購買可續保之短期健康保險保單較為恰當。

保險人之經營策略

保險人除了藉由保單本身之設計而減少逆選擇

難題外，其核保與理賠等策略之配合，乃是穩健

經營健康保險不可或缺之要件。保單設計，是依

據保險理論而發展，實務上，必須藉由保險人之

核保與理賠，才得以實現這些理論特質。大致而

言，保險人的經營策略，可從下列方向著手：

1.  積極招募或訓練核保與理賠人員，加強其健

康保險之專業知識與技術。

2.  建立醫療資訊與健康保險出險資料庫9，或聘

請醫療人員擔任顧問，以提供核保與理賠工

作之參考。

3.  建立理賠通報系統，對於有欺瞞、不實告知

或詐騙保險給付等違反誠信原則之被保險

人，排除其保單續保權利。

4.  釐定公平費率，避免殺價競爭。誠如上述，健

康保險出險之偶發隨機性較低，理賠損失受

到被保險人與醫療機構之控制較多，因此保

險人不可心存僥倖，仰賴出險之偶發性來減

少虧損。此外，當被保險人有保險或醫療機構

得知病人有保險，往往會增加使用醫療資源，

尤其醫療科技不斷進步，被保險人(或醫療機

構)採用更先進之醫療服務，並不構成非法之

道德危險10，保單通常不能將其列為除外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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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理賠通報系統，可對於有欺瞞、不

實告知或詐騙保險給付等狀況的被保險

人，排除其保單續保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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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因此實際理賠可能高於承保時之預期損

失，保險人必須審慎估計此種醫療費用膨脹

幅度。

有媒體報導先前產險業銷售傷害險保單

時，業者幾乎是直接把壽險公司同款保單的保費

打六折銷售11。不論實際上之價差究竟多少，產

壽險業者之保單價格差異，並不必然孰是孰非。

因為投保對象來源、服務品質，或附加費率規定

等可能不同，最重要的是保險業者是否確實遵守

「公平費率原則」。唯有在此原則下，保險市場才

能健全運作，保險保障功能才得以發揮。與傷害

險保單相較，健康保險之出險隨機性更低，被保

險人之道德危險更高，再加上醫療費用本身之成

長，保險人發生虧損之機會較高，因此在經營上

必須更為謹慎。

主管機關之監理政策

誠如前述，由於資訊不對稱(檸檬市場)之存在，要

保人無法充分瞭解保單內容與保險人清償能力

等，實務上，通常必須藉由監理機關之監督，以

減少這種資訊難題。大致而言，監理機關可採行

下列監督措施，以促進市場之健全發展：

1.  保單在銷售前，必須先經由監理機關之審查

或核准。

2.  規定產險業者所雇用之專業人員(例如行銷、

核保、精算與理賠人員)必須具備若干經驗或

技術條件，才得以經營健康保險保單，以確保

產品之設計與服務品質。

3.  基於償付能力之考量，必須審慎評估銷售健

康保險之業者的承保能力，例如資本額、承保

技術與再保險安排等，並對其業務比重予以

適當限制。

結語

產險業者經營健康保險在國外已行之多年，不足

為奇，其獲利率並未特別高於其他產險險種。畢

竟，保險費率是在精算公平原則下運行，只要市

場自由競爭與運作健全，其最終經營結果，事實

上與其他產品類似。今日我國開放市場，固然為

產險業者增加一條產品線，但是並不代表業者將

可增加經營利潤。基本上，業者之經營策略才是

企業成敗之關鍵，產品本身只是隨消費需求應

運而生。若業者只是將現有人力、資本等移轉方

向至另一產品線，卻不改變既有之經營模式，未

能有效提升專業技術與管理策略，則即便開放更

多產品線，亦不能為業者帶來任何益處。總而言

之，各家業者在投入健康保險市場之前，應先檢

視公司之發展目標，分析我國健康保險市場潛在

規模、評估本身之業務與財務經營之優劣勢。倘

若仍然決定投入此一新的產品線，則應積極提升

必要之專業人力與技術，並且堅持公平費率原則

經營業務。

8 即便採用二十年平準保費，早期所繳交之保費亦高於保險成本。

9 類似美國之Medical Information Bureau (MIB)。

10  依據保險學理對於「道德危險」之定義，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獲得保險給付在而故意增加損失頻率或幅度，即稱為道德危

險。在產險與壽險中，道德危險多為非法行為，例如縱火、謀殺等，保單通常除外不保這些損失。然而健康保險之道德危險

可能是非法或合法。前者如無病而詐領保險金，此類損失通常是除外不保，如同產險保單一般。至於合法道德危險可包括增

加就醫次數、使用較昂貴之醫療資源等，這些情況社會大眾多視為只是了維護健康而並無罪惡感，保單通常亦難以將其除

外不保，然而它們將增加保險給付支出。

11 2007-11-23/經濟日報/B1版/財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