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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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稱保險契約為附合契約（Contract of adhesion）？又保險契約當事人

均應嚴格遵守最大誠信原則之理由為何？試分別說明之。（25 分）

二、何謂保險契約之停止？何謂保險契約之終止？又保險契約之當然終止

其原因為何？試分別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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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甲騎乘機車時，皆會遵守規定戴好安全帽。依風險管理措施而言，某甲係採用下列何種方法？

損失抑制 風險規避 風險自留 風險移轉

2 「風險」通常係指經濟個體對於未來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其需符合下列那一要件？

確定發生且確定何時發生 確定發生但不確定何時發生

不確定發生但確定何時發生 不確定發生且不確定何時發生

3 關於企業風險管理的目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損失發生後的企業風險管理目標之一，乃是為將風險成本降至最小

損失發生後的企業風險管理目標之一，乃是為滿足政府或交易對象的需求

損失發生前的企業風險管理目標之一，乃是為維持企業營運

損失發生前的企管風險管理目標之一，乃是為建立企業良好形象

4 有關於危險因素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危險因素又稱為風險因素，是指產生或增加危險事故可能性的所有條件

道德危險因素是指因為保險存在，而導致粗心大意或漠視風險的情況

物理危險因素是指增加危險事故可能性的物理條件

危險因素可以分成有形風險因素及無形風險因素

5 2021 年 4 月 2 日臺鐵太魯閣列車發生重大出軌意外，造成嚴重死傷。請問此一「出軌意外」屬於

下列何者？

危險事故 危險因素 動態危險 逆選擇

6 下列何者會涉及保險契約無效之消滅效果？

死亡保險未經被保險人同意時 無保險利益時

繳費寬限期屆滿時 危險增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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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司法院釋字第 576 號對於人身保險是否適用複保險原則之規定做出重要解釋。關於該解釋文意旨，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身保險契約，並非為填補被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亦不生類如財產保險之保險金額是否超過
保險標的價值之問題，自不受保險法關於複保險相關規定之限制
基於損害填補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獲致超過其財產上損害之保險給付，而對複保
險行為所為之合理限制，不符合憲法之規定
人身保險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完整性既無法以金錢估計價值，自無從認定保險給付是否超額，
僅得於締約時，事先約定一定金額作為事故發生時給付之保險金額
複保險之成立，應以要保人與數保險人分別訂立之數保險契約同時並存為必要。若要保人先後
與二以上之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先行訂立之保險契約，即非複保險

8 在最大誠信原則之下，人身保險有適用告知義務的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要保人在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於保險人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的估計
者，保險人得終止契約
即便要保人能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保險人仍得主張要保人違反告
知義務
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時，保險人須返還其已收受之保險費

9 關於各項保險商品的發展演進，依其誕生的時間先後，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海上保險→人壽保險→火災保險 人壽保險→海上保險→火災保險
海上保險→火災保險→人壽保險 人壽保險→火災保險→海上保險

10 有關風險集合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個人預期損失的金額會因為加入風險集合之後而改變
每個人預期損失的標準差會因為風險集合的成員人數增加而減少
當每個人的損失呈現完全正相關時，透過風險集合降低風險的效果會最佳
隨著風險集合的成員人數增加，損失分配會越來越對稱，出現極端值的機率會越高

11 關於人壽保險的保單紅利支付方式，下列那些屬於正確說明？①選擇現金給付 ②選擇儲存生息 
③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④選擇購買展期定期保險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2 商業保險在私經濟乃至於社會經濟上，均能發揮其重要的效用；請問通常商業保險的社會價值不
包括下列那個項目？
提高擔保信用 保障中低收入戶基本生活
養成儲蓄美德 拓展國際經濟

13 關於保險基本原則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健康保險不適用主力近因原則 人壽保險不適用賠款分攤原則
火災保險不適用保險利益原則 陸空保險不適用保險代位原則

14 甲以其生命身體向乙保險公司投保傷害保險，並約定獨子丙為受益人。某日甲外出購買消夜時，
遭丁酒駕闖紅燈追撞不治身亡，丁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為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戊給付完保險金後，不得向丁行使代位求償
乙給付完保險金後，不得向丁行使代位求償
丙得向乙申請身故保險金
丙得向戊申請身故保險金

15 下列何者最符合人身保險具有射倖契約性質之相關敘述？
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以一個承諾交換另一個承諾，以維持契約之有效性
契約即便生效，但保險人履行其賠償承諾時，仍多附有其他條件，若要保人違反該等條件，則
無法獲得賠償
契約內容由保險人擬定，要保人僅得對內容表示同意與否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但保險人是否給付保險金，係繫於不確定的事故是否發生

16 有關保險相互公司與保險合作社之比較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者皆為我國保險法所允許之保險組織型態
兩者之經營資金皆包含股金
兩者皆以社員大會做為最高權力機關
兩者皆得經營非社員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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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小額終老保險」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額終老保險是為經濟弱勢或特定身分族群提供因應特定風險基本保障之保險商品
小額終老保險具有低保費、保障內容簡單易懂之特性
小額終老保險僅限於傳統型終身人壽保險商品類型
小額終老保險屬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轄之社會保險

18 關於年金保險的受益人指定及變更，依據個人即期年金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年金保險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保險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訂立年金保險契約時，得經要保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要保人之法定繼承人
為年金保險契約身故受益人
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要保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
述變更通知保險公司者，不得對抗保險公司
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要保人之法定繼承人為
年金保險契約身故受益人

19 依據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定，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 1 歲的零數超過 6
個月者，加算 1 歲。若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應依下列何項規定辦理？
真實投保年齡較保險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大者，保險契約得解除，其已繳保險費無
息退還要保人
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保險公司無息退還所有保險費。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
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保險公司者，保險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提高保險金
額，而不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費或按照所付的保險費與被
保險人的真實年齡比例減少保險金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責於保險公
司者，要保人不得要求補繳短繳的保險費
投保年齡錯誤原因歸責於保險公司者，保險公司得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

20 健康險保單若為短年期者，則容易面臨原保單之保險期間屆滿後的續保問題。依據住院醫療費用
保險單示範條款的內容，關於續保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若為保證續保者，當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保險契約繼續有效，
保險公司不得拒絕續保
若為保證續保者，契約續保時，按續保生效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費率及被保險人年齡重
新計算保險費，且得針對個別被保險人身體狀況調整之
若為非保證續保者，保險期間屆滿時，經保險公司同意續保後，要保人得交付保險費，以使保
險契約繼續有效
若為非保證續保者，保險契約續保時，按續保生效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費率及被保險人
年齡重新計算保險費

21 保險契約適用之基本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經營目的在於補償被保險人經濟損失 保險補償應以損害補償原則為準則
人身保險採約定保險金額方式補償 財產保險屬於定額保險

22 國際上常以各種指標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身保險發展情況，下列那一項指標，我國已經多次
世界第一？
保險密度 保險投保率 保險普及率 保險滲透度

23 保險業運用資金之來源，可分為自有資金與外來資金兩部分。下列何者屬於外來資金？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資本 法定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24 關於共同保險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同一保險人訂立同一保險契約之行為
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同一保險人訂立數個保險契約之行為
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個保險人訂立數個保險契約之行為
要保人對於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個保險人訂立同一保險契約之行為

25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依據現行社會保險實施情形，下
列何者並非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特徵之一？
社會保險給付範圍皆以人身風險事故為限 政府皆提供預算補助各項社會保險保費
政府皆設有專責機構承辦社會保險業務 社會保險皆有特別法之法源依據

26 因風險而產生的社會成本不包括下列何者？
協助各項投資進行 影響資源做最有利分配
社會資源未能發揮最大效用 妨礙生產能量並影響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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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主要從事各種投資業務，投資時應注意下列那些原則？①安全性 ②收益性 
③固定性 ④市場性 ⑤流動性 ⑥清償性 ⑦變化性 ⑧公共性
①②③④⑤⑥ ①②③⑥⑦⑧ ①②④⑤⑦⑧ ③④⑤⑥⑦⑧

28 社會保險之保險費，具有下列那項特質？
保險費全部由保險加入者與雇主共同分擔 危險程度分級嚴格
保險費與給付關係對等 成本估計不易確定

29 財務再保險係因應保險市場的需求而產生，其主要功能，下列何者正確？
提高再保市場循環趨勢的波動 降低分保公司承保能量
降低自留額風險，提高再保自留額 降低法定邊際清償標準

30 財產保險契約移轉時，必須先徵得保險人書面同意，此為保險契約那項性質？
對人契約 附合契約 繼續性契約 要式契約

31 受益人是指在保險契約中為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所約定，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保險金請求權之
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然人、法人均可為受益人，胎兒不得為受益人
受益人保險金請求權屬於固有權，並非繼受而來
受益人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
若受益人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繼承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債權人可對保險金進行扣押

32 要保人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保險標的物包括機動車輛，該要保人又向乙保險公司投
保該機動車輛的車體損失險，若住宅發生火災事故致該車輛燒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保險公司不負保險給付的責任 乙保險公司不負保險給付的責任
甲、乙保險公司均不負保險給付的責任 甲、乙保險公司均負保險給付的責任

33 保險法第 16 條規定，要保人對於下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①本人或其家屬 ②生活
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③債務人 ④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家屬是與要保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人
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與接受之人，得互為對方的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債務人為被保險人，保險金額除債務人所欠之本金外，可包括利息
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亦即企業可為其專業經理人之要保人

34 9 月 1 日貨物託運人向 A 保險公司購買海上貨物保險單 100 萬元，9 月 2 日受貨人亦在不同地點
又向 B 保險公司購買同種保險單 100 萬元；而後貨物隨船沉沒，損失 150 萬元。依主要賠償責任
制（Primary coverage）計算保險單 A、B 各應分攤多少賠款？
保險單 A：75 萬元；保險單 B：75 萬元
保險單 A：100 萬元；保險單 B：0 元
保險單 A：100 萬元；保險單 B：50 萬元
保險單 A：100 萬元；保險單 B：100 萬元

35 告知義務人對重要事實違反告知義務，保險人得如何處理？
保險契約無效，已收受之保險費退還
保險契約無效，已收受之保險費無須退還
保險契約解除，已收受之保險費無須退還
保險契約失效，已收受之保險費按比例退還

36 下列何者非保險人提列之法定準備金？
特別準備金 保單紅利準備金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賠款準備金

37 保險代位求償原則中的「代位」，是指誰代誰的位？
受益人代要保人的位 受益人代侵權人的位
被保險人代保險人的位 保險人代被保險人的位

38 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勿冒超過自己所能承擔損失之風險 避免所有風險的發生
勿因小失大 通盤考慮各項風險因素

39 保險契約訂立未來事項之特約條款，保險契約不會因為下列何者而失效？
於未屆履行期前危險已發生 其履行為不可能
在訂約地為不合法而未履行者 違背特約條款已逾除斥期間

40 超額保險契約係指其保險金額超過保險價額的契約。若超額保險非由於詐欺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契約全部無效，自始不發生效力
超額保險無效部分之保險費得要求比例返還
超額保險無效部分之保險費不得要求比例返還
保險契約全部終止，對於將來失其效力



類科名稱：

110年專技高考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引水人、第一
次食品技師、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普考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保險學概要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人身保險代理人、人身保險經紀人

單選題數：40題 單選每題配分：1.25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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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B A A B A C B

A B A D C B A C B

D D A D C A C D C A

B D C C B D B # B

B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39題一律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