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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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商業火災保險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有那些？其定義各為何？（12 分） 

二、我國自用汽車之車體損失保險有那幾種？其承保事故各為何？（13 分） 

三、我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為何？目前有那些附加責任保險可以附加於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中一併投保？（13 分） 

四、健康保險為何屬於第三類保險？健康保險之核保考慮因素有那些？健康保險契約

中常設定免責額或等待期間之目的為何？（12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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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住宅火災保險建築物的保險金額係以下列何種基礎來計算？ 

重置成本基礎  帳面價值基礎 

實際現金價值基礎  原始成本基礎 

2 定值保險（valued policy）適用於下列那些標的物？①出口貨物 ②古董 ③機器設備 ④藝術品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 現行住宅火災保險之承保範圍，下列何者正確？①爆炸 ②機動車輛碰撞 ③玻璃毀損 ④竊盜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4 我國商業火災保險可以加保下列那些危險事故？①爆炸 ②竊盜 ③煙燻 ④閃電雷擊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5 單一保險標的物地址範圍內之商業火災保險業務，其財產保險金額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上即屬巨大保額業

務？ 

 20 億元  30 億元  50 億元  15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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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國營業中斷保險之保險金額可採下列何種金額？  

營業毛利減持續費用  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 

營業淨利減非持續費用  營業淨利減持續費用 

7 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2000 萬元 3000 萬元 4000 萬元 5000 萬元 

8 下列工程保險之保單設計，何者包括財物損失保險及第三人責任保險？①營造綜合保險 ②鍋爐保險 

③機械保險 ④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①③  ②④  ①④  ②③  

9 我國自用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之被保險汽車，若發生第二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負之自負額

為新臺幣多少元？ 

 10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7000 元 

10 自用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對下列何種費用不予賠償？ 

拖車費用 交通費用 看護費用 急救費用 

11 下列何者為我國自用汽車車體損失保險可以附加之條款？ 

駕駛人受酒類影響附加條款 零件、配件被竊損失附加條款 

駕駛人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12 若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死亡時，下列何者是請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金第二順位之人？ 

受害人之祖父母 受害人之兄弟姐妹 受害人之孫子女 受害人之父母 

13 我國自用汽車保險之費率考慮因素包括下列何者？①被保險人年齡 ②被保險汽車製造年份 ③性別 

④賠款紀錄 

僅①②④ 僅②③④ 僅①③④ ①②③④  

14 營業用汽車保險全損理賠之折舊，汽車投保經過 11～12 月，車體損失保險（甲式）之折舊率為多少？ 

20% 25% 30% 35% 

15 下列何者為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甲式）之附加被保險人？①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及其同居家屬 ②列

名被保險人之三親等內血親及四親等內姻親 ③列名被保險人僱用駕駛人及所屬業務使用人 ④經列名

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 

①③ ②③ ①④ ②④ 

16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違規肇事理賠紀錄係數區分多少等級？ 

10 等級 11 等級 15 等級 19 等級 

17 有關海上貨物運輸保險的保險金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FOB 價格  CIF 價格 

FOB 價格加上 10%之預期利潤 CIF 價格加上 10%之預期利潤 

18 下列何種責任保險之承保基礎採用索賠基礎（Claims-Made Basis）？ 

產品責任保險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保全業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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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現行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保對象，共分為幾類？ 

三類 四類 五類 六類 

20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每一事故財產損失之最低保險金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150 萬元 200 萬元 250 萬元 300 萬元 

21 我國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可以延長損失發現期間多少日？ 

 15 日  30 日  45 日  60 日 

22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規範金融業（不包括投資信託公司及保險公司）之最低自負額為新臺幣多少元？ 

15 萬元 20 萬元 25 萬元 30 萬元 

23 下列何者為我國現金保險之承保危險事故？①竊盜、搶奪、強盜 ②火災 ③爆炸 ④罷工、暴動、民

眾騷擾 

① 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24 一般外勤職員在我國傷害保險職業類別中屬於第幾類危險？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25 傷害保險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遭受約定意外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多少日內死亡者，保

險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60 日  90 曰  120 曰  180 日 

26 微型傷害保險若採集體投保方式，則被保險人須達幾人以上？ 

 3 人  5 人  10 人  15 人 

27 健康保險契約所承保之疾病須在保險單生效若干日後發生，保險人始負保險給付責任，此一期間稱為： 

等待期間 免責期間 試保期間 除斥期間 

28 就健康保險業務之危險選擇而言，產險公司之核保人員係擔任那一層級之危險選擇？ 

第一次危險選擇 第二次危險選擇 第三次危險選擇 第四次危險選擇 

29 受益人申領實支實付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之文件除了保險金申請書及保險單或其謄本外，

尚須那些文件？①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②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 ③醫療費用收據 ④被保險人的同意書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30 設商業火險保單承保一廠房，其相關資料如下：保險金額為 6000 萬元，火災損失 100 萬元，保險價額為

1 億元，保險單附加 80%共保條款，則保險公司針對此一火災損失應賠付多少金額？ 

 48 萬元  60 萬元  75 萬元  80 萬元 

31 健康保險之有關危險選擇，下列何者正確？①業務員之危險選擇 ②醫務之危險選擇 ③調查之危險選

擇 ④理賠之危險選擇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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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營造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承保範圍為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

險 ②施工機具之保險金額為實際現金價值 ③發生於連續 48 小時內之地震，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

次事故辦理 ④共同不保事項，其一為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 30 日曆天 

①③ ①④ ②④ ③④ 

33 有關健康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被保險人已獲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部分，保險人不予給付保險

金 ②有等待期間 ③保險公司不受理指定與變更受益人 ④產險公司可提供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商品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34 汽車竊盜損失保險有關失竊車尋回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保險賠付後尋獲，被保險人應於知悉 7 日

內領回被保險汽車並退還原領之金額 ②失竊車領回逾期，保險公司得標售失竊車，所得價款由保險公

司按約定自負額比例攤還 ③被保險人於收到賠款後，一旦接到尋獲失竊車或零件、配件之通知，應立

即書面通知保險公司，並有協助領回義務 ④失竊車尋回如有毀損，保險公司並無修復之義務 

①② ②③ ①③ ③④ 

35 傷害保險殘廢等級區分為多少等級？ 

6 等級 9 等級 11 等級 15 等級 

36 下列何者為協會貨物保險條款（B）之承保危險事故？①海上劫掠 ②地震、火山爆發或雷閃 ③火災或

爆炸 ④竊盜 

①④  ②③  ③④  ②④  

37 有關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可以讓雇主減輕相關賠償的負擔，亦可以保障第三人獲

得應有之賠償 ②勞動基準法規範下之雇主為承保對象 ③事業經營之負責人得為本保險之被保險人 

④「受僱人」係指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付之薪津工資而服勞務年滿 14 歲之人 

①② ③④ ②③ ②④ 

38 我國自用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之附加被保險人不包括下列何人？ 

列名被保險人所僱用之駕駛人 列名被保險人所屬業務之使用人 

列名被保險人之四親等內姻親 列名被保險人之家屬 

39 有關自用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之規範，下列何者正確？①被保險人通知終止保險契約，其已滿期之保險費

應按短期費率表計算並不得低於新臺幣 400 元 ②車體損失保險有三式（甲式、乙式、丙式） ③被保

險人之防範損失擴大義務 ④保險人之協助義務 

②③ ①② ③④ ①④ 

40 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範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保險人應於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交齊相關文

件之次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給付之 ②保險給付項目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及死亡給付 ③保險人之代位

權，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④受害人故意行為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

故者，保險人須負給付責任 

①③ ②③ ③④ 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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