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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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在何種情形下得終止保險契約？又汽車交通事故發生

時，請求權人在那些情形下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13 分） 

二、我國已開辦的工程保險有那些？那些工程保險之保單設計包括責任保險在內？那

些工程保險屬於非續保性業務？（12 分） 

三、何謂旅行平安保險？其與旅行綜合保險在保障項目方面有何不同？請詳述之。

（13 分） 

四、我國商業火災保險可就那些危險事故加保附加保險？若商業火災保險加貼專業費

用附加條款，則承保公司對那些專業費用要負賠償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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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險契約上用於判定承保危險與損失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之基本原則，是指下列何項原則？ 

最大善意原則 比例原則 保險利益原則 近因原則 

2 住宅火災保險承保建築物所約定之保險金額，係採取下列何種標準作為計算基礎？ 

實際市場現金價值 折舊提列制 重置成本 法定成本制 

3 下列何者所致第三人遭受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不在我國現行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之承保範圍內？ 

火災、爆炸 閃電雷擊 意外事故所致之煙燻 機動車輛碰撞 

4 住宅火災保險，遇有火災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

後幾日內通知保險公司？ 

 5 日  10 日  20 日  30 日 

5 關於承保住宅地震保險，主管機關應採取法定的危險分散機制方式，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財產保險業共保  向國內、外為再保險 

由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由財產保險同業公會聯營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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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火災保險損失估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火災損失未估定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除為公共利益或避免擴大損失外，非經保險人同意，對於保險

標的物不得加以變更 
火災損失之估計，因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而遲延者，保險人得免除理賠責任，但須返還已收受之

保險費 
火災損失清單交出 2 個月後損失尚未完全估定者，被保險人得先行請求交付全部賠償金額 
為證明及估計火災損失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由被保險人負擔之 

7 關於住宅地震保險的理賠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金額以投保時保險標的物之重置成本定之，其重置成本逾新臺幣 150 萬元者，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150 萬元 
保險標的物因地震造成全損時，財產保險業除保險金額外，並支付臨時住宿費用，每一保險標的物上

限為新臺幣 20 萬元 
保險標的物因地震造成全損時，依保險金額理賠，無自負額之扣減 
保險標的物非因承保之危險事故所導致政府命令焚毀或拆除之損失，仍得視為全損請求理賠 

8 依我國現行商業火災保險基本條款約定，辦公設備屬於下列何種項目之保險標的物？ 
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 機器設備 裝潢修飾 

9 我國現行商業火災保險基本條款所承保之危險事故，除火災及閃電雷擊外，尚包括下列何種危險事故？ 
爆炸 爆炸引起之火災 火山爆發 地下發火 

10 依我國現行商業火災保險基本條款約定，保險人得於被保險人破產宣告之次日起幾個月內終止保險契約？ 
 3 個月內  6 個月內  9 個月內  12 個月內 

11 除另有約定者外，我國非製造業適用營業中斷保險附加條款所約定任何一次損失自負額是幾個連續營業

日之損失？ 
 3 個連續營業日  6 個連續營業日  9 個連續營業日  12 個連續營業日 

12 關於海上保險之標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凡與海上航行有關而可能發生危險之財產權益，皆得為海上保險之標的 
海上保險契約以海上運送階段為限，不得約定延展加保至陸上、內河、湖泊或內陸水道之危險 
船舶碰撞責任風險，不屬於海上保險之承保標的 
海上保險損失係由被保險人之重大過失所致者，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 

13 下列何種保險契約，於實務上多採用定值保險的方式承保？ 
強制汽車保險 商業火災保險 海上貨物保險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14 關於海上保險所承保「可分割部分全損」（total loss of apportion）的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保險單上載有二項以上的保險標的時，其中一項發生全損 
在裝卸貨或轉船時，全批貨物中有一件或數件貨物全部毀損滅失 
同一保單承保二種以上不同的貨物，並分別列出不同貨物的數量及保險金額時，其中一類貨物發生全損 
貨物保險之標的雖然沒有達到全損，但保險人同意以協議全損處理 

15 海上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損害防阻義務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履行此項義務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履行損害防阻義務時，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且無須返還已收受之保險費 
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履行前項義務所生之費用，負償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

計雖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仍應償還之 
保險人對於損害防阻費用之償還，以保險金額為限。但保險金額不及保險標的物之價值時，則以保險

金額對於保險標的之價值比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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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海上保險中，與理賠有關之查勘費、公證費或為拍賣所支付之費用，稱為： 

損害防止費用 轉運費用 額外費用 施救費用 

17 海上貨物保險得辦理委付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船舶因遭難，或其他事變不能航行已逾 2 個月而貨物尚未交付於受貨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時 

裝運貨物之船舶，行蹤不明，已逾 2 個月時 

船舶及貨物共同發生實際全損時 

貨物因應由保險人負保險責任之損害，其回復原狀及繼續或轉運至目的地費用總額合併超過到達目的

地價值時 

18 下列何者係現行自用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中車體損失保險甲、乙及丙式三種險種均承保在內之危險

事故？ 

碰撞、傾覆  與車輛發生碰撞、擦撞 

火災、爆炸  拋擲物或墜落物 

19 下列何者係現行自用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中車體損失保險乙式所不保之危險事故？ 

閃電、雷擊  碰撞、傾覆 

第三者之非善意行為  拋擲物或墜落物 

20 下列何者不是營業用車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之附加被保險人？ 

列名被保險人所僱用之駕駛人 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或其家屬 

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人 於法律上對被保險汽車之使用應負責任之人 

2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係為汽車交通事故所致何種情況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而制定？ 

傷害或財物受有損害  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 

傷害或死亡  財物受有損害 

22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之人為下列何者？ 

受害人本人 受害人之配偶 受害人之子女 受害人之父母 

23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受害人？ 

被保險汽車之乘客  對方車輛之乘客 

對方車輛之駕駛人  單一車輛交通事故之駕駛人 

24 健康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之責任為何？ 

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負給付 1/2 保險金額之責任 負給付 1/4 保險金額之責任 

25 被保險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應如何處理？ 

因被保險人吸食毒品為犯罪行為，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保險人應依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受害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 

保險人對於因被保險人吸食毒品所致之損害，得免除賠償責任 

因被保險人吸食毒品駕駛汽車所致危險事故發生者，保險契約即為無效 

26 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費結構，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內？ 

核保利潤  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安定基金  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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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的運作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無盈無虧原則  所得重分配原則 

汽車所有人須強制投保  採取無過失責任基礎 

28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為政策性保險，保險人依法應於何時通知要保人續保？ 

保險期間屆滿 60 日前  保險期間屆滿 30 日前 

保險期間屆滿 20 日前  保險期間屆滿 10 日前 

29 責任保險又稱第三人責任保險，所謂第三人係指下列何者？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及保險人 

要保人及保險人  保險契約當事人或被保險人以外之人 

30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責任保險的特性？ 

屬於長尾責任，理賠處理作業耗時較長 

承保範圍限於被保險人的過失責任，故意或無過失責任皆為除外不保 

需有受害第三人，並且受害第三人已經向被保險人請求賠償 

屬於典型的消極保險，其保險利益為責任利益 

31 凡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被保險人並在規定時效內請求賠償者，保險人皆應負賠償責任。請問責

任保險此種承保責任基礎為下列何者？ 

事故發生基礎 索賠基礎 現金價值基礎 直接請求基礎 

32 有關確實保證保險之當事人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保險人為債務人 要保人為債權人 要保人為被保證人 保險人為被保證人 

33 下列何種被保證員工之不誠實行為，不在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承保範圍？ 

強盜、搶奪 侵占 過失 竊盜、詐欺 

34 有關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承保之施工機具設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以列舉承保危險事故方式承保 

保險責任自進駐施工處所並安裝完成試驗合格後開始 

保險責任至運離施工處所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先屆至者為準 

35 下列何者不是傷害保險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之構成要件？ 

外來性 突發性 嚴重性 非由疾病所引起 

36 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規定之殘廢保險金受益人為何者？ 

要保人本人 被保險人本人 被保險人之配偶 被保險人之子女 

37 如傷害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未指定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死亡保險金如何處理？ 

視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保險人不必給付保險金 

給付予被保險人之配偶  將保險費交還給要保人 

38 傷害保險之意外死亡與殘廢發生率係以何種類別作為承保分類基礎？ 

年齡 性別 職業 收入 

39 傷害保險之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對該受益人之受益權有何影響？ 

無任何影響 喪失受益權 由保險人決定 交由法院判決 

40 訂立健康保險契約前，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施以健康檢查之檢查費用，由何者負擔？ 

保險人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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