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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甲每年定期會到醫院做全身健康檢查。就危險管理措施而言，某甲係採用：

危險迴避 危險隔離 損失預防 損失減輕

2 保險所稱之「損失幅度（severity of loss）」，係指：

損失次數/危險單位數 損失次數/損失總額

損失總額/損失次數 危險單位數/損失總額

3 凡足以造成經濟不利結果的事件，稱為：

危險程度 危險標的 危險事故 危險因素

4 被保險人於購買火災保險後，於火災發生時故意怠忽而不去施救，係屬於：

實質危險因素 道德危險因素 心理危險因素 法律危險因素

5 保險契約之「終止」係指保險契約之效力：

自始無效 自始消滅 自今消滅 自今失效

6 老王提供小張生活費及教育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老王對小張的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 小張對老王的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

老王與小張彼此並無保險利益 老王與小張彼此互有保險利益

7 依據保險法第 55 條之規定，下列何項不是保險契約應記載事項：

保險期間 保險價額 訂約之年月日 無效及失權之原因

8 下列有關保險代理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保險代理人能同時代理多家保險公司

保險代理人其主要收入來源為代理費用

專屬保險代理人對其招攬的業務保有所有權

車商成立的汽車保險代理公司屬於兼業保險代理人

9 下列何者在實務上可能採取定值保險方式投保？

藝術品 責任保險 醫療費用保險 機器設備

10 有關「保險代位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可分代位求償權與物上代位權

完全適用於人身保險

保險人可先取得代位權，向第三人索賠後再給付保險金

若第三人為被保險人的員工，則保險人仍可行使代位權

11 保險契約訂立之時，何人必須遵守「最大誠信原則」？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要保人及保險人 保險人及受益人 保險人及被保險人

12 下列對「保險利益」的敘述，何者錯誤？

依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要保人對保險標的物若無保險利益，則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本質上，財產保險之保險利益屬於經濟上的利益

保險契約須有保險利益存在的目的，在於可同時避免賭博行為及防止道德危險

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應存在於保險事故發生之時



代號：4507
頁次：4－2

13 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情況中，「隱瞞」係指對於保險人的書面詢問：

要保人故意告知不實 要保人非故意的告知不實

要保人故意不告知 要保人非故意的不告知

14 依據保險法第 146 條之 3 的規定，保險業辦理放款，其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

 20%  30%  35%  40%

15 壽險公司採用三因素分紅法（three-factor contribution method）計算保單紅利，其考量因素不包括下列那

項？

利差益 死差益 費差益 解約利益

16 下列那些屬於直接行銷通路？①電話行銷 ②網路行銷 ③銀行保險 ④保險經紀人 ⑤保險代理人

①② ④⑤ ①②③ ③④⑤

17 保險經紀人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其佣金或報酬通常向何人收取？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險業務員 承保的保險人

18 不論繳費期間多長，每期所繳交保險費金額始終不變，稱為：

自然保險費 分類保險費 平準保險費 躉繳保險費

19 下列有關保險業組織型態之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公司之股票，不得為無記名式 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

人身保險合作社之預定社員人數不得少於三百人 相互保險公司的社員亦為保單持有人

20 我國保險法規定，安定基金由各保險業者提撥。其提撥比率，不得低於各保險業者總保險費收入之：

千分之一 千分之二 千分之三 千分之五

2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對下列那些項目負保險給付之責？①急救費用 ②診療費用 ③接送費用 ④看護費用

①②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③④

22 保險人於訂立健康保險契約前，對於被保險人得施以健康檢查。我國保險法規定，前述檢查費用由何人

負擔？

要保人 保險人 受益人 被保險人

23 年金保險中，被保險人有兩人或以上，但年金的給付係以數個被保險人中第一個人死亡時即停止給付，

稱為：

單生年金 連生年金 即期年金 連生及遺族年金

24 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保險金額應如何處理？

作為要保人之遺產 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交給保險人處理或繳存國庫

25 有關人壽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壽保險契約，不得由本人或第三人訂立之

由第三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者，不生效力

被保險人撤銷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之同意，其撤銷之方式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及要保人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

生效力

26 有關我國現行保險安定基金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墊付範圍不包括再保險契約 墊付範圍適用境外保單

採用單一提撥率計提 產壽險業者的提撥率核算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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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何者為保險公司資金運用應堅持之原則？

甲、安全性原則

乙、集中性原則

丙、流動性原則

丁、市場性原則

甲、乙、丁 甲、丙、丁 乙、丙、丁 甲、乙、丙、丁

28 當危險事故已經發生時，應採何種危險管理方法？

轉移至他人 抑制損失之嚴重性 設立基金 購買保險

29 下列何者為個人或企業購買保險的主要目的？

完成消弭個人或企業已存在之危險 創造個人或企業經營之最大利潤

補償個人或企業因保險事故所致損失 精確估算個人或企業之預期費用

30 下列各項危險管理的方法，何者強調事前的危險控制技巧，其功能在於藉由降低損失頻率或損失幅度，

實質改變危險，真正減少社會的損失？

專屬保險 自己保險 危險自留 危險分離

31 住宅火災保險之保險標的物危險增加時，保險人得提議另定保險費。若要保人對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

保險契約即為終止，保險人如何退還未滿期保費？

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按月數比例計算 按日數比例計算 無需返還

32 下列何者為可保危險的要件？

須有大量的異質危險單位 須有釀成多數經濟單位同時損失的可能

保險成本須合乎經濟可行性 損失機率須無法有效預測

33 保險人發生併購時，原保險契約之效力：

歸於存續保險人繼續有效 終止

停效 與被併購的保險人歸於消滅

34 從保險經營的觀點，我們可定義保險為：針對處理可能發生之特定偶然事件，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

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確保經濟生活安定之制度。其中，所謂「共醵資金」中

之資金，係指何者？

保險費 保險金 保險價額 保險金額

35 保險契約訂立時，僅要保人之一方，預為保險費之給付，而保險人之保險金是否給付，則繫於不確定之

偶然事故，故稱保險契約為：

附合契約 雙務契約 射倖契約 無償契約

36 我國那一項保險市場指標近年來與其他國家相比，多次排名位居全球之冠，顯見保險產業對國家經濟之

貢獻與重要性？

投保率 普及率 保險滲透度 保險密度

37 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契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保險契約：

失效 終止 停效 無效

38 依我國保險法的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要保人的構成要件？

對於保險標的須具有保險利益 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之人

須為自然人且具行為能力 負有交付保險費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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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列那些為保險人行使權利代位之基本要件？

甲、被保險人須屬於受害人

乙、須有損害金額發生

丙、損失為全損

丁、保險人已賠付保險賠款

甲乙 乙丙丁 甲乙丁 甲乙丙丁

40 保險利益須為確定利益，係指該項利益：

於現在或未來可主觀確定 僅於現在可主觀上確定

僅於現在可客觀上確定 於現在或未來可客觀上確定

41 保險人用於判定造成損失的事故，是否為應負理賠責任之承保事故的認定原則為：

主力近因原則 損害補償原則 合理期待原則 賠款分攤原則

4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8 年發函各產險公司不得販售何種自負額的車險商品，以避免車主故意擴大原

有損害金額的道德危險？

起賠式自負額 定率式自負額 比例分擔式自負額 定率定額式自負額

43 假設要保人投保火災保險，保險單訂有 80%共保條款，保險金額為$200,000，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保險

事故，實際損害金額為$200,000，倘在損失時，保險標的之實際現金價值為$500,000，試求損害補償金額

應為多少？

$80,000 $160,000 $200,000 $100,000

44 下列何者為壽險核保人員於核保過程所採用之資料來源？

甲、要保書的告知內容

乙、保險招攬人的意見報告書

丙、被保險人體檢報告

丁、金融機構或公會之資料

甲乙 甲丙 甲乙丙 甲乙丙丁

45 產險業對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效契約或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評估未來可能發生之賠款與費用，如評

估金額逾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及未來預期之保費收入，就其差額提存之準備金稱為：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保費不足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46 人壽保險自動墊繳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公司：

不予理賠 扣除墊繳保險費本金及利息後給付保險金

扣除墊繳保險費本金後給付保險金 直接給付全部保險金

47 人壽保險要保人無意繼續繳交保險費時，可將原保單轉換為期間較短而保額不變之定期保險，即向保險

公司辦理：

紅利增額繳清 換購定期保險 展期定期保險 減額繳清保險

48 財產保險公司的承保利潤，主要以綜合比率為指標。下列何者為綜合比率的計算方式？

賠款率+預定利率 損失率+投資報酬率 費用率+資金運用率 損失率+費用率

49 下列何者為監理機關要求保險業者落實財務核保機制的目的？

提高清償能力 維持穩定報酬 防範道德危險 減緩市場競爭

50 下列何者為健康保單設計中，為抑制被保險人之道德危險而採用之損失分擔機制？

甲、財務再保

乙、自負額

丙、共保比例條款

乙丙 甲乙 甲丙 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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