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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對於發生頻率小而損失程度大的風險，下列何者風險管理組合最好？ 
�損失預防加保險 �損失預防加自行承擔 �損失抑減加保險 �損失抑減加自行承擔 
【1】2.有關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險是將社會大眾的風險，集中於保險人 �就經濟的角度而言，保險是一個經濟制度 
�保險是一種互助性的經濟制度 �就個體觀點而言，保險是契約行為 
【4】3.下列哪一項屬於保險單的條件事項？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保費之計算 �告知義務 
【2】4.下列哪一種保險為定額保險？ 
�火災保險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責任保險 
【1】5.下列何者為保險契約的關係人？ 
�被保險人 �保險人 �要保人 �保險代理人 
【4】6.在保險契約中，保險人有何權利？ 
�交付保險費 �請求賠償 �負擔賠償 �請求交付保險費 
【3】7.損失分攤原則，以及代位求償原則，是由下列哪一個原則所衍生出來？ 
�保險利益原則 �最大誠信原則 �損害填補原則 �主力近因原則 
【4】8.下列哪個項目並不在附加費用之內？ 
�佣金 �利潤 �業務費用 �預定損失率 
【1】9.責任準備金在保險公司財產報表中，是屬於何種科目？ 
�負債科目 �資產科目 �盈餘科目 �費用科目 

【1】10.溢額再保險以及比例再保險，係以下列何項為分保基礎？ 
�保險金額 �損失金額 �自留額 �保險價額 

【2】11.向保險人或被保人收取費用，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洽商，而予以證明之人為
下列何者？ 
�保險精算師 �保險公證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 

【1】12.保險契約訂立之後，因違反法定或約定事項，而使之自始不發生效力，是為保險契約之： 
�無效 �終止 �解除 �失效 

【4】13.為保障被保人之權益，並維護金融之安定，財產保險業以及人身保險業，應分別提撥資金，以設置下列何種基
金？ 
�理賠基金 �擔保基金 �互助基金 �安定基金 

【2】14.火災保險中，被保險人將其可向有過失之第三方追償之權利，移轉至保險人，是來自於保險契約中何種條款之
約定？ 
�公斷 �代位求償 �自負額 �保險利益 

【3】15.船長為了維護船舶以及貨物之共同安全，使之脫離危險，所做之故意且合理之非常犧牲，以及因而發生之費用，
稱為： 
�委付 �推定 �共同海損 �實際全損 

【2】16.有關保險密度(Insurance Density)之解釋，下列何者正確？ 
�平均每人所擁有之保單件數 �平均每人每年所花費的保險費 
�保險費占國民生產毛額之比例 �保險業所收取的保費 

【4】17.若契約內容不清楚時，應做有利於被保人的解釋，此項規定是基於何項契約之特性？ 
�射倖契約 �有償契約 �要式契約 �附合契約 

【1】18.在相同金額的保費下，要保人希望選擇較高保障的保險，可以選擇下列何種保險？ 
�終身繳費終身壽險 �限期 20年繳費之終身壽險 
�躉繳終身保險 �繳費至 60歲之終身保險 

【3】19.保單之給付選擇權，係指保單中列有保險金給付選擇方式，此方式是由何人決定？ 
�被保人 �受益人 �要保人 �保險人 

【2】20.按照保險法規定，死亡保險契約未指定受益人時，其保險金額： 
�解交國庫 �作為被保人遺產 �作為要保人遺產 �再指定受益人 

【4】21.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寬限期內死亡時，則保險公司： 
�不給付保險金 �給付一半保險金 
�等要保人補繳保費再給付保險金 �給付保險金，但扣除所欠繳之保費 

【3】22.在實務上，人壽保險公司同意承保前，若收受保戶預繳相當第一期保費時，所開立之憑證，稱為： 
�暫保單 �批註 �送金單 �保險單 

【4】23.保單質押貸款本息，其到期未償還之貸款本息，若超過下列何者，保險契約效力停止？ 
�保險金 �解約金 �所繳保費 �保單價值準備金 

【3】24.免體檢的壽險契約，係指： 
�不需危險選擇 �由業務員做危險選擇的契約 
�仍需經危險選擇的契約 �保戶可以自由加入 

【2】25.王先生就其房屋、家具、骨董一起投保火災保險，係屬： 
�總括火災保險 �集合火災保險 �流動火災保險 �自動火災保險 

【4】26.有關雇主責任保險與勞工補償保險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二者皆為責任保險 
�二者皆為社會保險 
�二者皆以受雇人為被保險人 
�雇主責任保險以雇主為被保險人，勞工補償保險以勞工為被保險人 

【2】27.旅行社對其所僱用之司機，在執行任務時發生事故，因而產生體傷、殘廢或亡故，旅行社依法應負擔責任，則
應購買： 
�旅客責任險 �雇主責任險 �汽車綜合保險 �傷害保險 

【2】28.勞工保險局所採取之計算保費方式為何？ 
�固定比例費率制 �等級比例費率制 �均等保費率制 �累計費率制 

【3】29.地震是下列哪個名詞的例子之一？ 
�客觀危險(Objective Risk) �實質危險因素(Physical Hazard) 
�危險事故(Peril)  �自然危險因素 

【4】30人壽保險要保書中詢問被保險人是否有抽煙飲酒之習慣是為了要了解被保險人的： 
�投機危險(Speculative Risk) �純危險(Pure Risk) 
�基本危險(Fundamental Risk) �實質危險因素(Physical Hazard) 

【2】31.低窪地區易受洪水威脅，這句話中之「低窪地區」屬於下列哪一個名詞？ 
�危險事故(Peril)  �危險因素(Hazards) 
�損失機會(Chance of Loss) �危險程度(Degree of Risk) 

【2】32.假設：甲＝實際現金價值，乙＝重置成本，丙＝我國現行之住宅火災保險，丁＝我國現行之住宅火災保險地震
基本保險，戊＝我國現行之商業火災保險，則就保險金額之採用基礎而論，下列何種組合錯誤？ 
�甲戊 �乙戊 �乙丙 �乙丁 

【2】33.假設：甲＝專屬保險代理人，乙＝保險經紀人，丙＝保險公證人，丁＝一般代理人，則在法律上可以代表被保
險人者有： 
�甲乙 �乙丙 �丙丁 �甲丁 

【4】34.保險契約中有所謂之保證事項，假設：甲＝確認保證，乙＝承諾保證，丙＝明示保證，丁＝默示保證，則就海
上船舶保險而論，船舶須具有適航能力這種保證是屬於： 
�甲丙 �甲丁 �乙丙 �乙丁 

【1】35.依我國保險法第 16 條對於人壽保險之保險利益之規定，假設：甲＝債務人，乙＝要保人本人，丙＝家屬，則
要保人對於甲、乙、丙三種人之保險利益，純為經濟利害關係者為： 
�甲 �乙 �丙 �甲乙丙 

【2】36.產物保險提存的準備金中，用以應付類似日本 311大地震這種事件的準備金稱為： 
�保單責任準備金 �特別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保費不足準備金 

【4】37.依我國保險法之規定，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契約，係由當事人一方之詐欺而訂立者，他方得： 
�使契約終止 �使契約無效 �使契約停效 �使契約解除 

【2】38.假設：甲＝違反通知義務，乙＝投保時被保險人之真實年齡已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齡，丙＝惡意複保險，丁
＝違反特約義務，則依我國保險法規定，可能使保險契約無效之情況為： 
�甲乙 �乙丙 �丙丁 �乙丁 

【4】39.有關比例分配條款(Pro Rata Distribution Clause)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該條款在於規範複保險時，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對於賠款之分攤事宜 
�該條款在於規範共同保險時，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對於賠款之分攤事宜 
�該條款在於規範不足額保險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對於賠款之分攤事宜 
�該條款在於規範總括保險單(Blanket Policy)之情況下，如何分配保險金額之事宜 

【1】40.保險契約之內容，已由保險人事先定型，原則上要保人僅有同意或拒絕二種選擇，此係在敘述保險契約為一種： 
�附合契約 �單務契約 �附條件之契約 �射倖契約 

【請接續背面】 



【3】41.甲保險公司欲將其承保風險轉嫁，經與乙保險公司約定成立再保險，但是約定「甲保險公司是否要分出業務給
乙有自由選擇權，但一經分出之業務，乙保險公司一定要接受」，此種再保險稱為： 
�臨時再保險(Facultative Reinsurance) �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 
�預約再保險(Open Cover) �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 

【3】42.以線(Line)為基礎用來確定再保險人願意提供之承保能量之再保險型態者，稱為： 
�比率再保險(Quota Share Reinsurance) �停止損失再保險(Stop Loss Reinsurance) 
�溢額再保險(Surplus Reinsurance) �預約再保險(Open Cover) 

【4】43.某企業就其廠房於 2012 年 1 月 1 日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當時之保險價額為美元 800 萬，保險金額為美元 400
萬，並設定自負額美元 10萬，不幸於同年 4月 1日發生火災，毀損美元 200萬，損失發生時實際現金價值為美元 1,000
萬，則依我國國內現行商業火災保險基本條款規定，保險人應理賠美元： 
� 90萬 � 76萬 � 95萬 � 70萬 

【4】44.假設：甲＝實質危險因素，乙＝道德危險因素，丙＝心理危險因素，在保險契約中設定自負額，如運用得宜，
可以使被保險人降低之危險因素有： 
�僅甲 �僅乙 �僅丙 �甲乙丙 

【3】45.在財產保險經營中，保險政策與保險基本經營原則有關，假設甲＝危險大量原則，乙＝理賠適當原則，丙＝危
險分散原則，丁＝危險同質原則，則與保險政策中安定政策有關者為： 
�甲乙 �乙丙 �丙丁 �甲丙 

【4】46.下列哪一個保險組織本身並未簽發保險單，其存在之功能僅在於提供其社員交換保險？ 
�相互保險社 �保險合作社 �相互保險公司 �交互保險社 

【3】47.根據整個保險團體每個營業年度實際應給付之保險金，以及營業費用總額計算加入保險者應支付之保險費，稱為： 
�定額保險費 �平準保險費 �賦課保險費 �滿期保險費 

【2】48.財產保險費率釐訂方法中，根據「現在」損失經驗而釐訂保險費率的產險費率釐訂方法是： 
�分類費率法 �表定費率法 �經驗費率法 �追溯費率法 

【1】49.由接受要保之首席公司(Leading Company)負責簽單，直接對被保人承負責任，各共保人之承保責任另以共同保
險契約約定，將來被保人損失發生時由首席公司承擔全部責任，而後再向各個共保人攤回其應分攤之賠款，稱為： 
�內部共保 �合約共保 �常態共保 �外部共保 

【2】50.二十四分之一法通常是用來估算下列何種準備金？ 
�保費不足準備金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保單責任準備金 

【4】51.有關主力近因(Proximate Cause)之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損失的有效原因 �損失的主要原因 �損失的最有力原因 �在時間上最接近損失的原因 

【3】52.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幾日仍不交付時，
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 
� 10 � 20 � 30 � 45 

【3】53.假設：甲＝終身壽險(Whole Life Insurance)，乙＝定期壽險(Term Life Insurance)，丙＝生死合險，丁＝年金保險，
則具有儲蓄性質者有： 
�僅甲乙 �僅乙丙 �僅甲丙丁 �甲乙丙丁 

【2】54.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證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因其債務人之不履行債務所致損失負賠償之責，此種保險是：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Fidelity Bonding)  �確實保證保險(Surety Bonding) 
�信用保險(Credit Insurance) �犯罪保險(Crime Insurance) 

【3】55.下列何者最適一般民營商業保險理想可保之危險？ 
�企業投資的危險 �企業財務的危險 
�企業辦公大樓火災的危險 �企業產品的危險 

【4】56.下列何者最符合動態危險？ 
�住宅遭致火災之危險 �開車遭致車禍之危險 �住宅遭致偷竊之危險 �經濟改革導致之危險 

【1】57.老舊公寓因地震而倒塌，是符合下列何種危險因素？ 
�實質危險因素 �道德危險因素 �心理危險因素 �法律危險因素 

【3】58.下列何種保險是民營產物保險公司提供企業含有人身危險之保障？ A.雇主意外責任保險，B.一年期以下健康
保險，C.公共意外責任險，D.團體年金保險 
�僅 AC �僅 BD �僅 ABC � ABCD 

【2】59.請排序下列危險管理的主要實施步驟： 
A.選擇危險管理措施，B.鑑定及分析危險，C.監督執行與定期檢討改進措施，D.執行所選定的危險管理措施 
� A→B→C→D � B→A→D→C � A→D→B→C � D→B→C→A 

【2】60.下列何者為保險的目的？ 
�創造個人或企業最大利潤 
�降低與補償個人或企業之損失 
�可化解個人或企業已存在之風險 
�可精確得知個人或企業最大預期損失 

【4】61.老吳工廠廠房發生火災，估計廠房、機器設備、原物料的燬損共計財務損失大約 100 萬元，工廠因火災停
工需六個月修建廠房，因此該期間無法繼續營業每月將減少 10 萬元收入，為了訂單如期出貨另請別人幫忙代工運送，
每月增加額外費用 20萬元。請問老吳總計需負擔多少間接損失？ 
� 20萬元 � 100萬元 � 120萬元 � 180萬元 

【1】62.下列有關「理想的可保危險的要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A.須有大量的異質危險單位，B.少數危險單位須為
個別獨立，C.損失須為明確但技術上難以衡量的，D.其釀成個別經濟單位有重大損失的可能性 
�僅 D �僅 AD �僅 BC �僅 AC 

【3】63.「保險費需符合經濟上的可能性」其含意，下列何者正確？ 
�純保費為 1,000元，當附加保費為總保費的 25%，則合理的保費應是 1,250元 
�保險費應大於補償保險金 
�要保人願意付出與保險公司願意接受的保險費，而且保險費應遠低於保險金額 
�保險費應盡量接近保險金額 

【2】64.下列何者屬於附加保費？ A.業務員佣金，B.建立保險銷售通路，C.成立營業部門的費用，D.理賠金支出 
�僅 BD �僅 ABC �僅 ACD � ABCD 

【4】65.所謂「實際現金價值」在保險學是指下列何者？ 
�原始成本 �重置成本 
�原始成本減掉折舊後的金額 �重置成本扣掉折舊後的金額 

【3】66.下列何者為保險契約訂立的關係人？ 
�保險人和要保人 �保險人和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和受益人 �要保人和受益人 

【3】67.有關附加條款的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附加條款的效力高於基本條款之規定，B.基本條款的效力高於
附加條款之規定，C.前一附加條款的效力不受後一附加條款的約束，D.前一附加條款的效力受後一附加條款的約束 
�僅 AC �僅 BC �僅 AD �僅 BD 

【2】68.在國內，下列何種情況下，保單效力會停止？ A.要保人申請人壽保險自動墊繳保險費後，如果其保單價值準
備金的餘額不夠墊繳一天的保險費且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者，B.在國內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在應交保費日
而沒繳且寬限期間終了之翌日者，C.保險契約期滿者，D.保險標的已消滅者  
�僅 B �僅 AB �僅 BD �僅 AC 

【2】69.專屬代理人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代理人只能為一個保險人代理保險業務，B.代理人可為數個保險人
代理保險業務，C.通常是人壽保險方面採用較多 
�僅 A �僅 B �僅 AC �僅 BC 

【2】70.下列何者為「損害補償原則」之主要目的？ 
�促使過失肇事者對損失負責任 �避免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其損失之不當得利 
�降低實質危險因素 �避免逆選擇 

【1】71.下列何者是保險人對造成損失的事故認定，作為判定其是否需負賠償責任之要件？ 
�近因原則 �損害填補原則 �保險代位原則 �保險利益原則 

【3】72.陳老闆的房子因房客疏忽造成火災，保險公司依據保險責任賠償陳老闆後，可向陳老闆的房客請求損害賠償，
係基於下列哪項原則？ 
�近因原則 �損害填補原則 �保險代位原則 �保險利益原則 

【4】73.自負額條款通常不會訂立在下列哪種保單中？ 
�汽車保險 �貨物保險 �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3】74.欣欣公司購買一張以重置成本基礎計價的房子火災保險，保額 750萬元並含有 80%共保條款。若該房子發生火
災，此時重置成本為 1,000萬元，估計損失為 400萬元，假設無自負額設定。請問其可獲得多少保險金？ 
� 240萬元 � 320萬元 � 375萬元 � 400萬元 

【1】75.為確定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保險人通常會使用下列哪種方法讓補償金額有所限制？ A.自負額，B.免責額，
C.再保險，D.實損保險 
�僅 AB �僅 CD �僅 AC �僅 BC 

【3】76.目前人壽保險身故、殘廢、滿期保險金或財產保險同一人在同一保險公司有數個請求權者，安定基金墊付得請
求之給付的最高限額是新臺幣多少元？ 
� 100萬元 � 200萬元 � 300萬元 � 500萬元 

【4】77.當保險事故發生，有關重置成本保單之理賠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大多採現金賠償 �以定值保單處理 
�在決定損失的賠償時不需扣除自負額 �在決定損失的賠償時不扣除折舊 

【1】78.下列何者是要保人告知之範圍？ 
�為特殊動機而投保者 
�減少危險之事項 
�在通常情形下，保險人所應知而無法諉為不知之事項 
�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已聲明不必告知之事項 

【1】79.信誠於 99 年 1 月 10 日向寶寶保險公司投保汽車碰撞險，保額為 50 萬，如果當年 7月 1日被他車過失碰撞，
估計損失 60萬，若信誠履行通知義務，寶寶保險公司應先履行賠多少？若事後寶寶保險公司追償肇事者獲得 55萬，
請問寶寶保險公司又該如何處理？ 
� 50萬；歸還 5萬給信誠 � 50萬；歸還 10萬給信誠 
� 50萬；55萬歸於寶寶保險公司所有 � 60萬；55萬歸於寶寶保險公司所有 

【2】80.白先生住在高偷竊率地區，為了得到汽車獲得保險之保障，他承諾其車子會停在 24 小時有警衛的停車場，這
種保險契約之約定，稱為： 
�告知 �保證 �雙務契約 �符合契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