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105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一般人員(保險組)【I5301】、產險簽署人員【I5302】、壽險簽署人員【I5303】 
專業科目：保險學概要及保險法概要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甄試類組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
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80 題，每題 1.25 分，限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
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應試人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聲響；若應考
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 10分；該電子計算
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1】1.某建築物配備自動消防噴水設備，在風險管理方法中是屬於下列何者？ 

損失抑減 損失預防 損失迴避 損失自留 

【2】2.財產保險中常設有自負額，如果規定賠款之額度大於或等於自負額之額度相同時，在保險金額限制下，保險人應全數
理賠，此種自負額稱為下列何者？ 

直線式自負額(Straight Deductible) 起賠式自負額(Franchise Deductible) 

隱藏式自負額(Disappearing Deductible) 迴廊式自負額(Corridor Deductible) 

【2及 4皆給分】3.依據保險契約，被保險人欲獲得保險人之補償，尚須盡必要之相關義務，以上之敘述指稱保險契約之何種特性？ 

射倖契約(Aleatory Contract)之特性 雙務契約(Bilateral Contract)之特性 

附合契約之特性  附條件契約(Conditional Contract)之特性 

【1】4.關於定值保險（以下稱甲）與不定值保險（以下稱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之保險價額又稱協議價額(Agreed Value)，乙之保險價額通常與實際現金價值(Actual Cash Value)相關 

甲之保險價額確定時間是在損失發生時，乙之保險價額的確定時間是在契約簽訂時 

甲通常用於有客觀市價的保險標的 

乙通常用於主觀性較強的保險標的 

【3】5.乙航運公司就其旗下的甲船投保船體保險一年，某次航程無任何理由船舶偏離航道致發生損失，保險人可以何種理由
拒絕理賠？ 

違反確認告知義務 違反通知義務 違反默示保證義務 違反承諾告知義務 

【2】6.保險中所稱之「近因」(Proximate Cause)，是指下列何者？ 

在時間上與損失最為接近的原因 造成損失最具實質性與有效性的原因 

造成損失的第一個原因  最容易解釋損失的原因 

【4】7.海上保險中所謂「物上代位」，通常與海上保險契約中所承保的何種項目有關？ 

碰撞責任(Collision Liability) 共同海損(General Average)  

實際全損(Actual Total Loss) 推定全損(Constructive Total Loss) 

【2】8.下列何者不屬於保險業之間接行銷管道？ 

保險經紀人 保險公司之業務員 銀行保險代理人 保險公司之專屬代理人 

【3】9.產物保險之保險費率釐訂原則中，有由「保險監理立場」為觀點，有由「保險經營立場」為出發點，下列何者屬於「保
險經營立場」之原則？ 

充分性原則(Adequacy)  合理性原則(Reasonableness)  

穩定性原則(Stability)  公平性原則(Fairness) 

【1】10.人壽保險計算保險費時會參考經驗生命表，根據有體檢效力且效力仍存在之資料而編成的生命表稱為下列何者？ 

檢選表 終極表 混合表 普通生命表 

【3】11.下列法定準備金，何者為人壽保險業專用？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特別準備金 責任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4】12.人壽保險中有所謂「死差益（損）」，其基本概念為何？ 

（預定死亡率－實際經驗死亡率）×保險價額 （預定死亡率－實際經驗死亡率）×保單責任準備金 

（預定死亡率－實際經驗死亡率）×保險費總額 （預定死亡率－實際經驗死亡率）×危險保險金額 

【2】13.用於配合不動產抵押貸款的人壽保險，理論上通常是下列何者？ 

平準式定期壽險 遞減式定期壽險 遞增式定期壽險 可轉換式定期壽險 

【2】14.有關責任保險中保險人理賠責任之啟動基礎甚多，其中具有長尾性質的是： 

意外事故基礎(Accidental Basis) 事故發生基礎(Occurrence Basis) 

索賠基礎(Claim-Made Basis) 承保年度基礎(Underwriting Year Basis) 

【1】15.我國輸出入銀行承辦的輸出保險在性質上是屬於下列何者？ 

兼具政策性與任意性的保險 兼具政策性與強制性的保險 

強制性的保險  一般性的保險 

【3】16.甲就其所有之廠房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為業務需要於保險期間內將其廠房重新規畫，經評估危險大為增加，保險人向
甲提出另訂保險費要求，但遭甲悍然拒絕，依我國保險法規定，此種情況下，保險契約效力為何？ 

當然無效 當然解除 當然終止 立即停效  

【4】17.依我國保險法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仍為破產債權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產管理人或保險人得於破產宣告之
日起多久之內終止契約？ 

 15日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4】18.假設：甲＝違反告知義務，乙＝惡意複保險，丙＝惡意超額保險，丁＝無保險利益投保，則保險人可以主張解除保險
契約之情況包括哪些？ 

僅甲乙 僅乙丙 僅丙丁 僅甲丙 

【2】19.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業資金購買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等投資標的，
其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之多少比率？ 

 10%  35%  30%  5%  

【3】20.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如未約定期限者，
應於接到通知後多少日內給付之？ 

 5日  10日  15日  20日 

【2】21.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業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向外借款，但不包括下列何者？ 

為強化財務結構，發行具有資本性質之債券  

基於自身策略需要合併財務正常之保險同業 

為給付鉅額保險金、大量解約或大量保單貸款之週轉需要 

因合併或承受經營不善同業之有效契約 

【3】22.依我國保險法規定，有關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發生自殺事故或因犯罪處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者，原則上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保險契約載有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保險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之條款者，其條款於訂約二年後始生效力 

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保險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於受益人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者，保險契約如已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應返還於應得之人 

【4】23.依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規定，地震事故於保險期間內連續幾個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
次事故？ 

 24小時內  72小時內  96小時內  168小時內 

【1】24.依人身保險業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財富管理業務之對象為對低淨值客戶  

人身保險業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設立專責部門與人員 

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業者其信用評等，如為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者須達 twBBB級以上 

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人身保險業最近之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二百以上 

【2】25.依保險相關法規，關於保險業以電視行銷保險商品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遵守公平交易法規定   

電視行銷節目之電視主持人無須具備保險業務員資格 

保險業應設置管理電視行銷部門  

應遵守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 

【1】26.依我國保險法規定，有關特約條款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過去、現在或未來之事項均得以特約條款約定之  

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使契約終止 

未來事項之特約條款，於未屆履行期前危險已發生，契約因之失效 

特約較保證範圍小 

【3】27.假設：甲＝健康保險，乙＝傷害保險，丙＝定期死亡保險，丁＝保證保險，戊＝海上保險，則財產保險業可以經營的
險種包括哪些？ 

甲乙丙丁 乙丙丁戊 甲乙丁戊 甲乙丙丁戊 

【1】28.有關保險信託之規定，依保險法，除規定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外，也規定信託契約受益人之範圍。下列何者
不屬於信託契約受益人範圍之內？ 

債權人 未成年人 精神耗弱之人 心神喪失之人 

【4】29.依我國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年齡不實，其真實年齡已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齡限度者，保險人可主張契約： 

解除 停效 終止 無效 

【3】30.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以保險契約為質之借款，保險人應於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日之幾日前，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返還借款本息？ 

 10日前  20日前  30日前  60日前 

【2】31.某甲就其蒐集之郵票乙批以定值保險方式投保火災保險，保險金額為 120萬，已知該批郵票經當事雙方約定其價值為
150萬，不幸發生火災，損失 90萬。適因集郵市場掀起熱潮，該批郵票如未發生損失市值估計達 300萬，如純就保險法之
規定，保險人應理賠之額度為何？ 

 90萬  72萬  48萬  36萬 

【1】32.下列何者是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者？ 

保險代理人 保險公證人 保險經紀人 保險負責人 

【4】33.根據保險法第 16條，要保人對於下列何者不具有保險利益？ 

本人 家屬 生活費所仰給之人 債權人 

【3】34.依保險法第 107條目前規定，被保險人未滿幾歲死亡，保險人僅得加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費？ 

 7歲  11歲  15歲  16歲 

【3】35.保險法第 116條規定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滿幾日仍不交付時，保險
契約之效力停止？ 

 20日  60日  30日  90日 

 



【2】36.根據保險法第 119條，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若保險契約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則保險人償付解約金不得少於要保人應
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多少比率？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三分之一 

【1】37.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根據保險法第 13條，下列哪項不屬於人身保險？ 

責任保險 年金保險 健康保險 傷害保險 

【2】38.假設，A：無保險利益者投保，B：保險人破產，C：保險標的之危險已消滅，D：死亡保險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上述
哪些狀況保險契約之效力為無效？ 

僅 A 僅 CD 僅 BCD  ABCD  

【1】39.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契約行為，稱為下列何者？ 

再保險 複保險 多重保險 一般保險 

【4】40.保險法第 37 條規定，在複保險的情況下，要保人故意不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或意圖不當得
利而為複保險者，其契約之效力為何？ 

失效 停效 解除 無效 

【3】41.根據保險法第 55條，下列何者不屬於保險契約的基本條款？ 

保險事故之種類 保險費 保險價額 無效及失權之原因 

【4】42.下列何項保險是承保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之不誠實行為或其債務人之不履行債務所致損失？ 

責任保險 傷害保險 雇傭保險 保證保險 

【3】43.下列何項不屬於保險契約之特性？ 

射倖契約 最大誠信契約 對物契約 繼續性契約 

【2】44.陸空保險契約除包含保險基本條款外，仍須載明運輸相關事項；下列何項不屬於保險法第 87 條，陸空保險契約必須
載明運輸事項之範圍？ 

運送路線及方法  航空器適航能力證明  

交運及取貨地點  運送人姓名或商號名稱 

【3】45.保險法第 146-2條規定，保險業投資不動產的投資總額，除自用不動產外，不得超過其資金百分之幾？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2】46.保險法第 91 條規定，被保險人王先生投保責任保險，如果王先生因事故發生，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
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應由下列何人負擔？ 

被保險人 保險人 保險金請求權人 第三人 

【2】47.保險法第 56 條規定，如果要保人變更保險契約或恢復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除了人身保險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其他無特別規定之保險契約，保險人於接到通知後的幾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承諾？ 

五日 十日 三十日 六十日 

【4】48.根據保險法第 122條，如果被保險人年齡不實，而其真實年齡已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齡限度者，則保險契約效力為
下列何者？ 

停效 失效 終止 無效 

【1】49.保險契約主體包含當事人與關係人，保險契約的當事人是下列何者？ 

要保人與保險人  被保險人與保險人  

受益人與保險人  被保險人與要保人 

【4】50.下列哪個人身保險商品是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在契約規定年限內死亡或屆契約規定年限仍生存時，保險人均須負給付保
險金額責任？ 

人壽保險 年金保險 傷害保險 生死合險 

【4】51.下列何者是向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收取費用，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洽商之事宜，並且
給予證明之人？ 

保險業務員 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公證人 

【2】52.假設 A產險公司去年承保汽車失竊險的汽車數量為 100,000輛，在過去一年內共失竊 700次，請問 A產險公司汽車失
竊保險的損失頻率為何？ 

 7%  0.7%  0.07%  0.007% 

【4】53.依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財產保險業之風險項目？ 

資產風險  信用風險  

資產負債配置風險  利率風險 

【1】54.保險法第 143-4條規定保險業「資本嚴重不足」之定義，是指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低於多少？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兩百 百分之三百 

【3】55.保險法第 141條規定，保險業應按資本或基金實收總額多少百分比，繳存保證金於國庫？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1】56.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應依規定提存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下列哪個險別其重大事故準備金提存比率為最高？ 

颱風洪水保險  住宅火災保險  

信用保險  汽車損失保險 

【4】57.近年來新興風險移轉(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ART)日漸興盛，下列何者不屬於新興風險移轉的方式？ 

財務再保險(Financial Reinsurance) 巨災債券(Catastrophe Bond) 

巨災選擇權(Catastrophe Option) 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  

【2】58.下列哪種人壽保費的計算方式是依據被保險人該年度死亡率計算，每期的保險費並不一定相同，會隨著死亡率上升而
增加？ 

平準保險費 自然保險費 一般保險費 附加保險費 

【3】59.保險法第 146-1條規定保險業購買每一公司股票，加計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購買之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總額，不
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五；及該發行股票之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多少？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3】60.下列哪項要保人之行為屬於資訊不對稱的逆選擇危險？ 

要保人購買住宅火險，故意縱火詐領保險金 要保人購買汽車保險，行車超速造成車禍事故 

要保人購買多家癌症保險，因為家族有癌症病史 要保人為它人購買人壽保險，蓄意謀殺領取保險金 

【2】61.假設，A=公共意外責任險；B=董監事責任保險；C=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上述哪些財產保險賠償金額是採用無過失
責任判定作為賠償基礎？ 

僅 A 僅 C 僅 AB 僅 AC 

【4】62.近來許多人罹患流行性感冒，林小姐為了降低罹患流行性感冒的機率，因此去施打流感疫苗；請問林小姐採取的措施
是屬於下列何項危險管理的方法？ 

損失迴避 損失控制 損失隔離 損失預防 

【4】63. A：閃電雷擊，B：爆炸，C：航空器墜落，D：機動車輛碰撞，E：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煙燻，依據住宅火災及地震基
本保險條款第 20條，上述哪些危險事故發生致標的物住宅發生損失的時候，保險人應該負損害賠償責任？ 

僅 ABC 僅 ACD 僅 ABCD  ABCDE 

【3】64. A：碰撞，B：竊盜，C：墜落物，D：不保事項外其他任何原因，E：雷擊，上述哪些危險事故為乙式車體損失險的
承保範圍？ 

僅 ABC 僅 ACD 僅 ACE 僅 BCE 

【2】65.假設 C 產險業者住宅火災保險的附加費用率訂為 20%，依據 C 產險業者過去住宅火災保險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的經
驗分別為 0.2%與 100萬元，則 C產險業者住宅火險的總保費應為： 

 2,000元  2,500元  1,250元  3,000元 

【2】66.假設要保人吳先生投保火災保險，保險金額為 100萬元，保險價額為 200萬元，若保險期間發生保險事故，實際損失
金額為 160萬元，請問保險公司應該給付多少金額給吳先生？ 

 40萬元  80萬元  100萬元  200萬元 

【3】67.「如果保險契約載明保險賠償金給付條件為其他保險契約先行賠付，若有不足的部分，本保險契約才開始負擔損失賠
償責任」，以上敘述屬於哪一種善意複保險的賠款分攤方法？ 

比例責任制(Pro Rata Liability Basis) 獨立責任制(Independent Liability Basis) 

超額賠償制(Excess Coverage Basis) 共同賠償制(Common Coverage Basis) 

【4】68.「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為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該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遭受雇人提出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於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上述定義是屬於哪種財產保險？ 

企業誠實保證保險 企業信用保證保險 雇主專業責任保險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3】69.假使蔡先生購買的汽車車體損失保險，其保險條款規定起賠式自負額(Franchise Deductible)為 5,000元；若蔡先生發生
車禍，車輛受損金額為 20,000元，則保險公司應負擔的賠償金額為何？ 

 5,000元  15,000元  20,000元  25,000元 

【1】70.假設 A：古董，B：稀有字畫，C：房屋，D：汽車，E：明代瓷器，上述哪些保險標的物實務上通常採用定值保險的
方式投保？ 

僅 ABE 僅 ABC 僅 ACD 僅 ABCE 

【2】71.假設 A：股市波動，B：罹患流感，C：匯率波動，D：地震侵襲，E：債券價格波動，請問上述哪些為投機危險？ 

僅 ABCD 僅 ACE 僅 BCD 僅 BCDE 

【3】72.下列哪項人身保險商品，必須符合特定身分資格與條件才能購買？ 

生死保險 投資型保險 微型保險 定期壽險 

【3】73.假設 A：大量同質危險單位，B：損失需為意外，C：損失發生機率要高度相關，D：損失金額要能衡量，E：保費要
符合經濟可行性，上述哪些項目是符合理想可保危險的特性？ 

僅 ACE 僅 ABCD 僅 ABDE  ABCDE 

【2】74.保險人精算保險費時，應該遵守保險費率釐訂三大原則；下列哪項不屬於保險費率釐訂三大原則？ 

充分性原則 公開性原則 合理性原則 公平性原則 

【1】75.假設 A：長期照護保險，B：年金保險，C：短年期傷害保險，D：旅行平安保險，E：終身醫療保險，請問上述保險
商品，哪些是高齡化社會下所應該重視的保險商品？ 

僅 ABE 僅 ABC 僅 BCD 僅 CDE 

【1】76.假設過去賠款紀錄、汽車廠牌與車齡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下列何者之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的保險費率最高？ 

 18歲，男性  60歲，男性  25歲，女性  60歲，女性 

【2】77.王先生目前擁有的保險契約如下：終身壽險 100萬元，意外傷害保險 300萬元，生死合險 50萬元，上述三張保單之
受益人皆為王先生的配偶，如果王先生因為心血管疾病不幸死亡，請問受益人總共能領多少金額？ 

 100萬元  150萬元  300萬元  450萬元 

【2】78.下列哪項不喪失價值選擇權(Nonforfeiture Option)是指要保人以原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向保險人申請改為同類型
但保額較低的保險商品，之後要保人不必再繳交保險費，保險契約仍繼續有效？ 

展期定期保險 減額繳清保險 領取保險解約金 增額繳清保險 

【3】79.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民國 105年 1月以資本嚴重不足為由，接管下列哪家保險公司？ 

國寶人壽 國華人壽 朝陽人壽 幸福人壽 

【4】80.人身保險業自民國 101年 3月 1日可以提存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初始金額可從人身保險業負債
項下何種準備金移轉？ 

責任準備金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特別準備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