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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國之廠商乙與 B國之廠商丁，生產相同之產品，廠商乙因勞資糾紛產生罷工，原先之訂單轉向廠商丁，這個
敘述屬於下列危險分類中的哪一類？ 
�純危險(Pure risk)  �靜態危險(Static Risk)  �個別危險(Particular Risk)  �投機危險(Speculative Risk) 
【2】2.某甲雖有汽車駕照，但因認為自己駕駛技術欠佳，所以堅持搭乘公車上下班，不買車也不開車，此種描述屬於
下列何項危險管理方法？ 
�損失預防(Loss Prevention)  �危險迴避(Risk Avoidance) 
�非保險之危險轉嫁(Non-Insurance Transfer)  �損失控制(Loss Control) 
【3】3.假設：甲＝保險，乙＝自己保險，丙＝儲蓄，丁＝合會，則具有「自力與他力」結合性質者為： 
�甲乙 �丙丁 �甲丁 �乙丙 
【3】4.假設：甲＝保單紅利準備金，乙＝再保險準備金，丙＝責任準備金，丁＝未滿期保費準備金，戊＝賠款特別準
備金，則屬於法定準備金者包括： 
�甲乙丙 �乙丙丁 �丙丁戊 �甲丁戊 
【2】5.保險密度(Insurance Density)的意義是： 
�總保費收入對國民生產毛額之比率 �總保費收入對總人口數之比率 
�保險契約件數對總人口數之比率 �保險有效契約對國民所得之比率 
【4】6.有關再保險(Reinsurance)與共同保險(Coinsurance)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共同保險係危險之縱的分擔，也是危險之第一次分擔 �再保險是危險之第一次分擔，也是危險之橫的分擔 
�再保險是危險之第二次分擔，也是危險之橫的分擔 �共同保險係危險之橫的分擔，也是危險之第一次分擔 
【3】7.依我國現行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規定，原則上保險業資本適足率低於多少時，不得買回其股份，且不得
分配該申報年度之盈餘？ 
� 100% � 150% � 200% � 250% 
【2】8.我國現行保險商品審查制度，是採用： 
�核准、核備、備查三制並存 �核准、備查二制並存 
�核備制  �全核准制 
【1】9.團體人壽保險(Group Life Insurance)契約，在性質上是屬於下列何者？ 
�集合保險(Collective Insurance)契約 �總括保險(Blanket Contract)契約 
�整批保險  �統保單(Blanket form) 

【1】10.因詐欺而超額保險者，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可以： 
�解除契約 �終止契約 �主張契約無效 �使契約停效 

【2】11.假設：甲＝確認保證(Affirmative Warranties)，乙＝承諾保證(Promissory Warranties)，丙＝明示保證(Express 
Warranty)，丁＝默示保證(Implied Warranty)，請問海上保險中「不改變航程」(Non-deviation)是屬於： 
�甲丙 �乙丁 �甲丁 �乙丙 

【4】12.假設：甲＝違反告知義務，乙＝意圖不當得利而複保險，丙＝違反通知義務，丁＝真實年齡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
齡限度，戊＝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則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可以主張保險契約無效者包括： 
�甲乙丙 �乙丙丁 �丙丁戊 �乙丁戊 

【1】13.假設：甲＝權利代位，乙＝損害賠償請求權代位，丙＝殘餘物代位，則海上保險委付(Abandonment)之規定與
下列何者相關聯？ 
�僅丙 �僅乙 �僅甲 �甲乙 

【2】14.保險基本原則中有所謂保險費合理原則，該原則內含「給付與對待給付相等原則」，所謂「給付與對待給付相
等原則」係指保險費率計算上應注重： 
�適當性 �公平性 �收支相等性 �保險團體自足性 

 

【4】15.某批貨物價值 900,000元，投保火災保險，在善意複保險之情況下，保單 A（以下稱 A）承保 1,200,000元，保
單 B（以下稱 B）承保 300,000 元，損失發生時該批貨物價值為 1,000,000 元，假設損失 200,000 元，若採用獨立責
任(Independent liability)比例分攤法分攤損失，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之獨立責任 240,000元，B之獨立責任 60,000元 
� A應分攤 160,000元，B應分攤 40,000元 
� A之獨立責任 266,667元，B之獨立責任 66,667元 
� A應分攤 153,846元，B應分攤 46,154元 

【3】16.下列何者不屬於保險有限責任合作社的自有資金？ 
�基金 �未分配盈餘 �資本公積 �股金 

【1】17.長期人身保險不需要提列下列何種準備金？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責任準備金 �特別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2】18.甲保險公司之某險種，其實際損失率為 50%，實際費用率為 49%，以利源分析觀點，代表甲保險公司在經營上有： 
�預期利潤 �核保利潤 �投資利潤 �總營業利潤 

【2】19.人壽保險之預訂利率小於實際收益率時，產生： 
�利差損 �利差益 �費差益 �費差損 

【3】20.假設：甲＝終身保險(Whole life insurance)，乙＝生死合險(Endowment insurance)，丙＝定期保險(Term insurance)，
丁＝生存保險，則具備儲蓄性質的險種包括哪幾個？ 
�僅甲乙丙 �僅乙丙丁 �僅甲乙丁 �甲乙丙丁 

【1】21.假設：甲＝信用危險，乙＝政治危險，丙＝匯率危險，丁＝生產危險，則短期輸出綜合保險承保之危險包括： 
�甲乙 �乙丙 �丙丁 �甲丙 

【3】22.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係採用： 
�限額推定過失責任 �限額嚴格責任 �限額無過失責任 �限額過失責任 

【2】23.有關勞工保險（以下稱甲）與僱主責任保險（以下稱乙）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就保險金給付對象而言，甲為受僱人，乙為僱主 �甲乙之被保險人均為受僱人 
�甲為政策性保險，乙為任意性保險 �甲之保險人為政府，乙之保險人為營利型產物保險公司 

【4】24.假設：甲＝火災保險，乙＝傷害保險，丙＝海上保險，丁＝人壽保險，則不具有第三人代位權(Subrogation)之
險種包括： 
�甲乙 �乙丙 �丙丁 �乙丁 

【2】25.再保險合約中如規定，保險人分出業務有自由權，再保人接受業務無自由權，稱為： 
�超額賠款再保險 �預約再保險 �合約再保險 �臨時再保險 

【1】26.假設：甲＝積極之保險利益，乙＝財產上之期待利益，丙＝財產上之現有利益，丁＝消極之保險利益，戊＝財
產上之責任利益。假設張三就其擁有 100%所有權之建築物向 A商業銀行（以下稱 A）抵押貸款，則 A擁有之保險
利益包括： 
�甲乙 �乙丙 �丙丁 �丁戊 

【3】27.假設：甲＝洪水，乙＝工廠位於低窪地區，丙＝工廠中之機器，丁＝機器因洪水產生毀損滅失狀態，則就危險
本質概念看，該等事例之因果關係為： 
�甲? 乙? 丙? 丁 �甲? 丙? 乙? 丁 �乙? 甲? 丙? 丁 �乙? 丙? 甲? 丁 

【4】28.依我國現行人身保險有關受益人之示範條款規定，僅能以被保險人本人為受益人的是： 
�滿期受益人 �紅利受益人 �年金保險受益人 �殘廢給付受益人 

【2】29.無法或不適合採用實際現金價值(Actual Cash Value)作為評估保險金額的保險是： 
�火災保險 �人壽保險 �汽車車體損失保險 �機械保險 

【3】30.假設：甲＝海上船體保險，乙＝車體損失保險，丙＝董監事專業責任保險，丁＝人壽保險，則上列保險中無保
險價額(Insurable value)概念的保險包括： 
�甲乙 �乙丙 �丙丁 �乙丁 

【2】31.賦課制保險費(Assessment premium)與下列哪一個名詞同義？ 
�定額保險費 �不定額保險費 �確定保險費 �分期繳付保險費 

【4】32.保單條款中常規定，因所列舉之危險事故之發生，為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視同保險契約
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此為何種原則之適用？ 
�最大誠信原則 �保險利益原則 �損害補償原則 �主力近因原則 

【3】33.我國現行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中之契約撤銷權條款規定，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幾日內，得以書面檢
同保險單向保險公司撤銷契約？ 
� 5日 � 7日 � 10日 � 15日 

【2】34.下列何者為保險契約之關係人？ 
�保險人 �受益人 �要保人 �保險業務員 

【3】35.假設：甲＝保險金，乙＝保險價額，丙＝保險金額，則不足保險之意義是： 
�甲＞乙 �乙＞甲 �乙＞丙 �丙＞乙 

 



【1】36.某企業投保商業火災保險，投保時保險價額為 1,000萬元，保險金額 1,000萬元，另特別設定「起賠式自負額」
(Franchise)，每一事故設為 10 萬元，保險期間內發生火災，經公證人理算損失 120 萬元，當時標的物之實際現金價
值為 1,200萬元，則保險人應理賠： 
� 100萬元 � 120萬元 � 90萬元 � 110萬元 

【4】37.有關保險基本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營利型保險與相互保險公司都是直接集合(Direct pooling)之運用 
�營利型保險與相互保險公司都是間接集合(Indirect pooling)之運用 
�營利型保險通常是直接集合(Direct pooling)之運用，相互保險公司是間接集合(Indirect pooling)之運用 
�營利型保險通常是間接集合(Indirect pooling)之運用，相互保險公司是直接集合(Direct pooling)之運用 

【3】38.下列保險種類中，在理賠地位上非屬主要保險(Primary insurance)地位者為：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我國地震基本保險 
�協會貨物條款(ICC)中之增值保險 �我國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3】39.預期損失率(Expected loss ratio)是下列何者在估算時會列入考慮之因素？ 
�賠款特別準備  �追溯保費(Retrospective Premium) 
�純保費(Pure Premium)   �附加費用(Loading) 

【1】40.下列何者非屬理想可保危險應具備之條件？ 
�多數「同質危險單位」其損失需呈現高度正相關 �損失之發生係出於意外 
�危險事故所致損失須明確且可衡量 �保險費成本須合乎經濟可行性 

【3】41.產物保險公司統計過去一年承保的 10 萬棟房屋中，有 400棟房屋出險，其中有 100棟損失 50萬元、200棟損
失 200萬元、100棟損失 500萬元，則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分別為多少？ 
� 400次，9,500元 � 400次，750萬元 � 0.004次，237.5萬元 � 0.004次，250萬元 

【4】42.可能引起損失之偶然事件，係指： 
�危險標的 �危險因素 �危險程度 �危險事故 

【3】43.被保險人製造假車禍以圖詐領保險金，屬於： 
�實質危險因素 �心理危險因素 �道德危險因素 �主觀危險因素 

【1】44.某甲買了一張火災保險，保額為$1,000,000；若該房子發生火災損失為$1,200,000，其實際的現金價值為
$1,500,000。請問其可獲得多少保險金？ 
� $800,000 � $960,000 � $1,000,000 � $1,200,000 

【1】45.有關投機危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雖然有損失發生可能，也可能有獲益機會 �只有損失的機會 
�較純粹危險容易預測  �幾乎都可透過保險轉嫁給保險公司 

【1】46.被保險人因有保險保障而對危險之發生漠不關心，任令損失擴大之情形，係屬： 
�心理危險因素 �道德危險因素 �客觀危險因素 �主觀危險因素 

【2】47.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可以被歸類為： 
�非保險轉嫁 �損失預防 �損失自留 �自己保險 

【4】48.下列何者非為保險利益存在之主要目的？ 
�限制損害補償之程度 �防止道德危險因素 �避免保險流為賭博行為 �避免被保險人投保多張保單 

【4】49.人壽保險契約屬於： 
�不定值保險契約 �重置保險契約 �補償保險契約 �定額保險契約 

【4】50.下列何者為理想的可保危險之特質？ 
�損失頻率高且損失幅度低  �損失頻率高且損失幅度高 
�損失頻率低且損失幅度低  �損失頻率低且損失幅度高 

【1】51.蘇力颱風來襲造成嚴重損失，這事件在保險學中稱為： 
�危險事故 �道德危險 �逆選擇 �危險因素 

【1】52.賠款分攤原則係下列何項原則之引申原則？ 
�損害補償 �保險利益 �主力近因 �最大誠信 

【3】53.火災保險契約之轉讓須經保險人書面同意，係因該保險契約屬於： 
�附條件契約 �附合契約 �對人契約 �對物契約 

【3】54.在人壽保險契約中，其保險利益必須存在於何時？ 
�被保險人死亡時 �任何時間 �保險訂約時 �保險有效期間 

【4】55.某甲買了一張含有 80%共保條款的火災保險，保額為$1,200,000；若該房子發生火災損失為$1,200,000，其實際
的現金價值為$1,500,000。請問其可獲得多少保險金？ 
� $800,000 � $960,000 � $1,000,000 � $1,200,000 

【3】56.若房屋僅投保火災保險，因地震引發火災，導致房屋火災損失，將無法獲得理賠。此係依據下列哪一原則？ 
�損害補償 �最大誠信 �主力近因 �保險利益 

【2】57.保險金額超過保險價額，若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會： 
�以不足額保險方式處理 �以足額保險方式處理 �以解除契約方式處理 �以退還保費方式處理 

【2】5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保險為多數保險人在一特定期間，對一特定保險標的之同一保險利益，因約定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失負補
償之責 
�非比例性再保險以保險金額為責任基礎 
�臨時再保險之再保險業務的分出或接受與否，由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依個案決定 
�預約再保險之原保險人有權利決定將原承保業務分出與否，再保險人沒有權利拒絕原保險人分出的業務 

【1】59.契約上載明保險標的物之價值須至危險發生後估計之，適用下列何項保險契約？ 
�火災保險契約 �人壽保險契約 �年金保險契約 �船舶保險契約 

【2】60.下列何者非屬保險的特質？ 
�損失補償 �危險規避 �損失分攤 �危險移轉 

【3】61.在實務上，下列何者通常採定值保險方式投保？ 
�房屋 �機器設備 �船舶 �存貨 

【3】62.有關保險金額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保險人實際支付之賠償金額 �於醫療保險，為投保金額 
�為保險契約當事人間約定之最高給付金額 �為保險標的之價值 

【2】63.酒後開車增加車禍的機會是屬於： 
�危險事故 �實質危險因素 �道德危險因素 �投機危險 

【3】64.核電廠爆炸係屬於： 
�特定危險 �投機危險 �基本危險 �道德危險 

【1】65.代位求償原則係下列何項原則之引申原則？ 
�損害補償 �保險利益 �主力近因 �最大誠信 

【3】66.下列何者不具有保險利益？ 
�父母對子女  �債權人對債務人  
�認養人對受其認養之孤兒院童 �合夥人之間 

【4】67.下列何者非為代位求償原則之功用？ 
�為防止相同的損失被保險人得到雙重補償 �降低保險成本 
�讓肇事者對其所為負責  �避免逆選擇 

【1】68.下列何者適用損害補償原則？ 
�不定值保險 �定值保險 �人壽保險 �重置成本保險 

【4】69.若保險契約約定自負額為 5,000 元，今損失 16,000 元，請問在固定自負額(straight deductible)及起賠式自負額
(franchise deductible)情形下，被保險人各可獲得多少賠償？ 
� 16,000元；0元 � 16,000元；11,000元 � 11,000元；0元 � 11,000元；16,000元 

【1】70.保險人行使代位求償權時，以何人名義行使？ 
�保險人自己之名義 �要保人之名義 �被保險人之名義 �法院之名義 

【4】71.保險契約條款為保險人單方所制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無權修改契約內容，稱為： 
�射倖契約 �雙務契約 �有償契約 �附合契約 

【4】72.保險契約的當事人係指： 
�被保險人與受益人 �要保人與受益人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保險人與要保人 

【2】73.有關危險管理的方法，下列何者可降低損失機會、實質減少社會損失？ 
�危險避免 �損失預防或抑減 �自留 �保險 

【2】74.有關保險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正式保單後增添附加條款，其用意在擴大或縮小保險人的承保責任 
�違反保證條款保險契約無效  
�海上船舶保險中不改變航道為默示保證 
�保證對將來某些特定事項作為或不作為稱為承諾保證 

【2】75.下列企業面臨的危險，何者符合「可保危險」的要件？ 
�消費者嗜好改變之危險 �產品責任危險 �匯率變化的危險 �法令變化的危險 

【4】76.在海上保險契約中，其保險利益原則上應存在於何時？ 
�訂立保險契約時 �任何時間 �保險有效期間 �損失發生時 

【2】77.責任保險中有關「責任」的界定，大部分係採： 
�絕對責任 �過失責任 �無過失責任 �過失推定責任 

【3】78.下列何者非為保險基本條款的內容？ 
�保險事故之種類 �當事人之姓名及住所 �業務員招攬報告書 �無效及失權之原因 

【3】79.保險業之未報未付(Incurred But Not Reported Claims, I.B.N.R.)款項應包含於下列何種準備金？ 
�責任準備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1】80.我國保險業安定基金的來源為： 
�由各保險業者提撥 �由各保險公會提撥 �由保險業主管機關提撥 �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