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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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險公司通常將客戶分類為個人客戶（Individuals）、小型事業體（Small

Business）、中型組織（Middle Markets）以及全國性的大型組織（National

Accounts）。請比較分析不同類型的客戶對於保險購買行為的差異？（25

分）

二、某保險公司於 2021 年度的已發生損失（Incurred Losses）為$1,000,000，

並且過去 3 年每一意外年度（Accident Year）的損失發展因子如下表，

如果公司使用的是損失發展因子的平均數，請估計 2021 年的已發生但

未報損失（Incurred but not reported losses,IBNR）的額度。（計算過程中，

損失發展因子的計算請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後第三位）（25 分）

意外年度 發展月數（Months of Development）

12-24 24-36 36-48

2018 1.400 1.121 1.08

2019 1.367 1.147

2020 1.343

2021 -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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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同質性為產險經營重要原則之一，此原則將有助於達成下列那些經營目標？①提升預測準確

性 ②理賠單純化 ③保險費公平化 ④增加投資獲利性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2 險種核保人員的主要職責為何？①決定承保範圍 ②決定費率 ③核保績效考核 ④業務之選擇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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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業若屬於資本適足之等級，則資本適足率須達百分之多少以上？且最近二年淨值率須達百分

之多少以上？

 200%；3%  250%；2%  300%；2%  350%；3%

4 下列何者不屬於財產保險業之風險資本計算項目？

資產風險 保險風險 信用風險 資產負債配置風險

5 下列對法令遵循單位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令遵循單位應設置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一人，隸屬於總經理

總稽核不得兼任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之任免應經董（理）事會全體董（理）事三分之二同意，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至少每半年應向董（理）事會及監察人（監事）或審計委員會報告

6 總稽核相當於何等職位？其聘任應經董事會全體董事多少比例以上同意才有效？

協理；四分之三 協理；三分之二 副總經理；四分之三 副總經理；三分之二

7 內部稽核的查核方式若依查核範圍來分，可分為那些查核？①一般查核 ②專案查核 ③定期查

核 ④不定期查核

①② 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8 內部控制之第一道防線為下列何種單位？

內部稽核單位 各業務單位 風險管理單位 法令遵循單位

9 下列何者屬於產險業損益表中之營業費用項目？①業務費用 ②佣金費用 ③管理費用

④員工訓練費用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0 若產險公司採二十四分法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則第 6 個月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提存比例為

多少？

 9/24  10/24  11/24  12/24

11 某一產險公司若獲得中華信用評等之等級為「twBBB」，表示該公司之信用評等為下列何者？

微弱的清償能力 可能無法支付債務 強的清償能力 足夠的清償能力

12 產險公司由於審慎核保所產生的利益屬於下列何種利源？

費差益 危險差益 利差益 解約收益

13 產險公司的自留滿期保費如何計算？

自留保費＋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

滿期保費收入＋滿期再保費收入－滿期再保費支出

簽單保費收入＋再保費收入－再保費支出

簽單保費收入－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

14 下列何者為產險業之外來資金？①未分配盈餘 ②特別盈餘公積 ③特別準備金 ④未滿期保

費準備金

①② ③④ ②③④ ①③④

15 產險公司購買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其購買金額不得超過該發行股票之公司實收資本額

之多少比例？

 25%  20%  15%  10%

16 下列何者屬於保險費率釐訂方法中之分類費率法？

賠償率法 經驗費率法 追溯費率法 表定費率法

17 下列何者不是財產保險商品送審時的合格簽署人？

法務人員 精算人員 投資人員 理賠人員

18 保險商品設計程序應包括下列那些流程？①市場調查 ②商品研發 ③商品正式開發 ④送審

準備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19 下列何者屬於產險業得經營之法定特許業務？①健康保險 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③傷害保險

④保證保險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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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測量特定國家或地區保險費占其國內生產毛額之比例稱之為：
保險滲透度 保險密度 投保率 普及率

21 商業火災保險應提存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其比率為多少？
 2%  3%  4%  5%

22 保險人與要保人簽訂保險契約時，僅由一保險人出面訂定，其他保險人並未出面具名之共保，稱
之為：
臨時共保 獨立共保 內部共保 隨機共保

23 基本上，財產保險業常用日曆年度制（Calendar Year Basis）、意外年度制（Accident Year Basis）及
保單年度制（Policy Year Basis）等三種基礎計算實際損失率，請問下列那一種基礎其準確性最高？
三種計算基礎準確性一致 日曆年度制
意外年度制 保單年度制

24 根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規定，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業務，應依規定提存或處理重大
事故特別準備金。財產保險業發生下列何種情形，得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沖減之，並就其沖減
金額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留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2,000 萬元之部分
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自留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3,000 萬元之部分
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2,000 萬元之部分
發生重大事故之實際賠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3,000 萬元之部分

25 下列有關財產保險公司準備金的敘述何者正確？
責任準備金提存適用在一年期以下之保險契約
若當年度的簽單保費收入為 20 億元，則當年度末的未滿期保費準備金應提存 2 億元
若保險公司當年度實際損失經驗很好，則在該年度末不需提存特別準備金
保險公司就理賠責任而提存的各種責任準備金，應列為公司的負債項目

26 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下列那些行業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辦理
保險業務創新實驗？
僅限於保險業
各行業皆可，不限於金融保險相關行業
限於保險輔助人，如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公證人
限於銀行、證券等金融業

27 保險費率釐訂原則係在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以便業者有足夠的保險費收入用於支付賠款與各項
經營費用，既可確保清償能力，維持競爭力，亦可達成業者合理的利潤目標。惟監理主管機關與
業者立場不同，其對保險費率釐訂的原則亦有所差異。請問下列何種費率釐訂原則係基於保險監
理的立場考量？①穩定性原則 ②合理性原則 ③公平性原則 ④充分性原則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④

28 下列那一種保險事業發展的衡量指標，係在衡量特定地區或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所能得到相對保
障倍數？
投保率 普及率
保險密度 保險深度

29 我國漁船保險合作社係屬於下列那一種性質的合作社組織型態？
生產型之無限責任保險合作社 消費型之有限責任保險合作社
生產型之保證責任保險合作社 消費型之保證責任保險合作社

30 相互保險公司（Mutual Insurance Company）在其他國家保險業組織頗為常見。請問下列有關相互保
險公司主要內容的敘述，何者正確？①社員同時具有保險關係與社員關係 ②經營資金主要來源為
股本和基金 ③權力機構為社員大會 ④保險費繳納方式至今仍多採賦課保險費
①③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31 行銷策略是保險業者以消費者需要為出發點，有計劃地組織各項經營活動，經由產品策略、價格
策略、管道策略和促銷策略，為消費者提供合適的保險商品和服務而實現經營目標的過程。一般
行銷策略可以分為成長策略及競爭策略。若在原有市場，強化顧客關係，採取促銷手段增加銷售
實績的保險行銷策略，係屬於下列何種成長策略？
地區擴張策略 成本策略 新市場策略 市場滲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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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財產保險業屬於高度專業技術性的產業，其所需人力自然和一般行業有很大的差異。下列何者為

財產保險業人力資源的特質？①人力資源須具有專業技術性 ②人力管理運用重視職業道德

③投入人力具有同質性 ④人力供應數量具有彈性

①② 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33 財產保險業核保作業旨在進行業務選擇，一般可以分為事前選擇、事中選擇及事後選擇三種。其

中事中選擇係指保險人對已經承保且尚在有效保險期間內之業務，藉由變更承保條件或中途退保

等方式，達到危險選擇的目的。請問發生下列那些具體事實時，雖尚在保險有效期間內，財產保

險人仍會藉由變更承保條件或中途退保等方式，達到事中危險選擇的目的？①危險急遽增加 

②核保政策改變 ③保險期間屆滿 ④發現新事實

①② ①④ ①②③ ①②④

34 國內部分財產保險業務係由業者採行共保聯營機制，往往可在關鍵時刻發揮功能並達成設立目

的，是國內財產保險經營一大特色。請問下列何者非現行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聯營機制

成立的目的？

融合平均危險 配合政府政策 緩和市場競爭 降低損失率

35 下列何種指標通常作為評估產險公司之企業規模？①資本 ②總資產 ③總保費收入 ④員工

人數

①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36 保險業內部控制制度係由公司管理階層制訂，並由各級員工執行的管理過程，旨在促進業者的健

全經營，達成各項目標。財產保險業為維持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運作，達成內部控制之目標，一

般業者會採行下列那些具體措施予以配合？①自行查核機制 ②內部稽核制度 ③法令遵循制度

④風險控管機制

①②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37 財產保險業內部稽核制度，係指藉由衡量與評估的技術與方法，協助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內部控

制制度是否有效運作，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有效實施。下列有關財產

保險業內部稽核制度作業的敘述何者錯誤？

內部稽核人員充任領隊時，應有 3 年以上之稽核或保險檢查經驗，或 1 年以上稽核經驗及 5 年

以上之保險業務經驗

內部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 5 年

內部稽核單位對財務、業務、資訊及其他管理單位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一般查核

總稽核之聘任、解聘或調職，應經董事會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3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9 年發布「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以營造健全永續發展生態體

系，強化國內資本市場國際競爭力。請問下列何者非屬於該藍圖推動的主軸？

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提高資訊透明度，促進永續經營

提升經營實績，營造良好經營環境 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營造良好互動管道

39 下列何者為財產保險之主要理賠原則？①迅速原則 ②彈性原則 ③損失預防誘導性原則

④公平原則

②③ ①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④

40 有關財產保險業者經營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財產保險業得以共保方式承保特定業務

攸關消費大眾權益的訊息發生時，保險業應於 24 小時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報告，並主動公開說明

保險業應提撥基金，設置安定基金，其提撥比率，由主管機關審酌經濟、金融發展情形及保險

業承擔能力定之，並不得低於各保險業者總保費收入之千分之一

保險業者設置的安定基金經主管機關核可，承接不具清償能力保險公司的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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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A B C D A B C C

D A B D A C B B A

D C D B D B C B B A

D A C C D D C B B

B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