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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何謂保險式的風險移轉（Insurance type of transfer）？何謂非保險式的風險移轉

（Non-insurance type of transfer）？請詳述之。（25 分） 

二、損害填補原則與保險代位原則均為保險契約的重要原則，請分別詳述這兩個原則，

並說明這兩個原則之間的關係。（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3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當發生超額保險之理賠時，應如何處理？ 
非惡意的超額保險視為足額理賠，並退還超收保費 
非惡意的超額保險視為足額理賠，但不退還超收保費 
惡意的超額保險視為足額理賠，並退還超收保費 
惡意的超額保險不賠，但退還超收保費 

2 企業運用大數法則及精算技術，定期提撥並累積基金，做為處理企業組織意外事故發生時損失之資金來

源，是指那一種風險管理策略？ 
當期支付 提撥準備 自己保險 專屬保險 

3 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之保險利益各存在於何時？ 
皆為訂約時  皆為事故發生時 
前者為訂約時，後者為事故發生時 前者為事故發生時，後者為訂約時 

4 保險契約基本原則中：①保險利益原則 ②最大誠信原則 ③保險代位原則 ④主力近因原則。請問一

般人身保險適用之原則為何？ 
僅①② 僅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5 關於「保險代位求償」之說明，何者正確？ 
目的為避免逆選擇 
代位求償金額視法院判決而訂，可能超過賠償金額 
若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保險人不可代位求償，但故意者不在此限 
財產保險及人壽保險皆適用保險代位求償的規定 



代號：30120
30320

頁次：4－2 

6 甲、乙保單皆承保價值 90 萬元設備之火災保險，甲之保險金額 70 萬元，乙之保險金額 80 萬元；若一場

火災造成該設備全損，且賠款分攤方式採比例責任制時，乙保險人應分攤之保險金額為多少元？ 
90 萬 80 萬 48 萬 42 萬 

7 要保人於交付保費後，保險人之賠償責任，繫於不確定的承保事故是否發生，此為保險契約何種性質？ 
射倖契約 有償契約 定型化契約 單務契約 

8 學生團體保險是屬於那一種保險契約？ 
個人保險契約 集合保險契約 特定保險契約 總括保險契約 

9 有關複保險契約的敍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數種保險利益分別與數個保險人簽訂數張保險契約 
足額或不足額複保險時，各保險人按比例攤賠 
惡意的超額複保險時，各保險人按比例攤賠，但最高理賠上限不得超過保險價額 
在人身保險契約中，亦適用惡意複保險無效之規定 

10 保險契約為附合契約，為防止它不利於被保險人的方式有：①保險商品需送主管機關審查核定 ②頒布

示範條款供業者設計商品參酌 ③保險法第 54 條規定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

釋 ④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保險契約中若有顯失公平之約定，該契約全部無效。正確組合為何？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11 汽車若因買賣移轉，自移轉日起算 10 日內若未將該汽車的車體損失險契約一併辦理移轉，則該車體損失

險契約的效力將如何？ 
失效 停效 解除 無效 

12 下列何種契約變更方式，將無法讓人身保險契約之效力繼續維持？ 
變更要保人 變更被保險人 變更受益人 變更地址 

13 保險契約的主體：①要保人 ②被保險人 ③保險人 ④受益人。其中，保險契約當事人是指？ 
①② ①③ ②③ ③④ 

14 目前我國保險監理所採取之清償能力早期預警制度為何？ 
保險監理資訊制度 非認許資產制度 風險基礎資本制度 國際會計準則制度 

15 保險單所承保危險事故無限多，除了若干不保的危險事故外，其餘均納入承保。該保單稱為？ 
第三類保單 綜合式保單 附加價值保單 列舉式保單 

16 下列有關再保險與共同保險的說明，何者正確？ 
再保險為危險的第一次分散，共同保險為危險的第二次分散 
共同保險為保險公司與保險公司間之危險分散 
再保險為再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間之危險分散 
再保險可分為對內再保及對外再保二種危險分散方式 

17 工廠因裝設自動灑水設備而可減費，是屬於保險費率釐訂中的那一項原則？ 
損害預防誘導性 穩定性 可行性 融通性 

18 保險業之資金來源可分為自有資金及外來資金，正確之說明為何？ 
前者為各項準備金，後者為公司資本及盈餘 前者為公司資本及盈餘，後者為各項準備金 
前者為保費收入減賠款之餘額，後者為風險資本 前者為風險資本，後者為保費收入減賠款之餘額 

19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先預繳基本保費，迨保險期間終了時，再依當期發生賠款情形核算實際應繳的保費並

補足之，但不得超過事先約定的最高保費或低於最低保費，此種費率釐訂方式稱為？ 
過去損失率法 實績費率法 經驗費率法 追溯費率法 

20 保險公司所積集之外來資金，部份係屬長期固定性質，尤以下列何種保險最為顯著？ 
責任保險 人身保險 汽車保險 火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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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台灣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曾於美國發行 1 億美元的住宅地震巨災風險債券，是屬於那一種風險管理措施？ 
再保險 危險證券化 保證債券 公司化 

22 要保人投保火災保險，訂約時，保險價額及保險金額分別為$1,000,000 及$800,000 且保險單訂有 80%共保

條款，倘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估計保險價額為$1,500,000，損失金額為$600,000，試問損害補

償金額應為多少？ 
$320 ,000 $600 ,000 $480 ,000 $400 ,000 

23 在保險契約所適用之六大原則中，下列何者非影響保險賠償金額之基本原則？ 
主力近因原則 損害填補原則 賠款分攤原則 保險代位原則 

24 下列關於保險契約的敘述，何者錯誤？ 
超額保險，係指保險單上載明之保險金額大於保險價額之保險契約 
以一個總保險金額承保屬於同一企業之若干財產，是屬於總括保險契約 
不定值保險契約之保險價額之估計係以重置成本為基礎 
全險式保險契約，凡未經列明之除外事項，均屬承保之列，又稱綜合保險單 

25 關於保險經營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①危險分散原則有助於核保手續單純化 ②危險大量原則有助於

大數法則之運作 ③投資多樣化原則有助於穩定保險經營基礎 ④保費合理原則有助於防止道德危險之

發生 
②③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26 下列何種保險之保險利益不純以經濟利益為限？①健康保險 ②存款保險 ③人壽保險 ④輸出保險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27 關於商業用火災保險核保考量的因素（COPE factors），下列何者錯誤？ 
Ｃ：建築構造 Ｏ：建物用途 Ｐ：銷售通路 Ｅ：外部環境 

28 下列關於保險業準備金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特別準備金，應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所產生之盈餘可進行分配，以增加保險經營

之穩健 
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所稱自留業務，係指保險業所承保及再保險分入業務，扣除再保險分出業

務後之業務 
財產保險業應按險別，以符合精算原理方法並就已報未付及未報保險賠款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保單紅利準備金及再保險準備金皆為法定準備金 

29 下列何者非保險公司透過銀行保險通路的優勢？ 
降低投資風險  龐大的客戶資料庫 
良好的企業形象與顧客關係 負擔的固定成本較低 

30 關於責任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責任保險無保險價額，因此無超額保險的問題 
專門職業責任保險多採索賠基礎以避免長尾責任 
責任保險中被保險人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大致包括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 
責任保險的法律責任，大部分係以推定過失責任為基礎 

31 關於危險管理對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區分為「危險之控制」與「危險之理財」二大類 
以出售/轉讓（Assignment）的方式將危險移轉之措施係屬於「危險之理財」對策 
損失之預防與抑減係屬於「危險之控制」對策 
「危險之控制」對策，其目的在於減少損失 



代號：30120
30320

頁次：4－4 

32 關於非保險業之大規模企業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母企業體及專屬保險公司而言，得以減輕租稅負擔及延緩稅賦支出 
可增加承保彈性，提供適合個別及特殊需求之保險保障 
可節省保險成本，有效控制成本提高母企業體之競爭力 
專屬保險是屬於危險理財策略之「非保險契約移轉」的一種 

33 關於危險管理步驟，下列何者正確？ 
危險的認識與分析→危險的衡量→危險管理對策方法之選擇→危險管理決策之執行→危險管理之監視

與檢討 
危險的認識與分析→危險管理對策方法之選擇→危險的衡量→危險管理決策之執行→危險管理之監視

與檢討 
危險的認識與分析→危險管理之監視→危險的衡量→危險管理對策方法之選擇→危險管理決策之執行 
危險的衡量→危險管理對策方法之選擇→危險的認識與分析→危險管理決策之執行→危險管理之監視

與檢討 
34 已知損失頻率 0.24%、損失幅度 100,000 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損失幅度係指在特定期間內，特定數量之危險標的單位所可能遭受損失之次數 
危險數理值為 120 元 
若預期損失頻率亦為 0.24%，則危險程度為 0 
損失成本為 24,000 元 

35 關於保險市場重要保險指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險密度，為總保費收入對總人口數之比率 
普及率，為保險有效契約保額對國民所得之比率 
投保率，為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對總人口數之比率 
保險滲透度，為保險有效契約件數對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GDP） 

36 關於保險運用大數法則原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就保險經營技術而言，可避免道德危險因素及心理危險因素之干擾 
使保險費率符合公平原則並降低保險業經營風險 
為使其充分發揮作用，保險技術上應重視危險大量、危險同質性及危險分散原則 
當觀察之危險單位愈多時，則平均損失成本將越接近損失期望值 

37 關於保險構成要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保危險範圍較大，可管理危險範圍較小 
保險制度係由保險供給與保險需求所共構之經濟制度 
保險費包括純保費與附加費用 
保險經營之目的為：「補償」 

38 關於保險費的分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是否設定個別危險等級計算，可分均等保險費與分類保險費 
自然保險費，即保險費率隨危險之大小而有高低 
躉繳保險費，通常為平準式保費可分年躉繳、半年躉繳、季躉繳及月躉繳 
不定額保險費，屬期末付保險費亦稱賦課制保險費 

39 保險事業屬金融服務業，為提供全方位之服務，創造提供許多就業機會，是屬於： 
保險社會責任 保險社會義務 保險社會價值 保險社會成本 

40 關於保險利益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受僱人得依雇傭契約對雇主有人身保險利益 
不論險種，要保人在保險契約成立時須具有保險利益 
駕駛人恐因過失撞傷行人而投保汽車責任保險，係屬契約關係所生之保險利益 
保險利益之嚴格要求得促使保費之公平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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