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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如果林先生想要使用新的手機行動支付系統去買一件衣服，但是又擔心個人資料外洩或是被盜刷的危險，

請問這種與經濟、科技、政治或社會變動有關，而產生的新形態危險為下列何種危險？ 

主觀危險(subjective risk)  客觀危險(objective risk) 

靜態危險(static risk)  動態危險(dynamic risk) 

【1】2.王董患有高血壓，為了降低高血壓而引起中風的危險，所以王董非常注重飲食均衡、定時運動及健康檢查。

依據以上敘述，請問王董採取的方法是屬於何項危險管理的方法？ 

損失預防 損失迴避 損失控制 損失共同承擔 

【4】3.下列哪一項保險指標，我國是名列世界第一？ 

產物保險滲透度 產物保險密度 人身保險密度 人身保險滲透度 

【2】4.依保險法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則保險契約的效力為何？ 

終止 失效 停效 復效 

【2】5.「A=一年期定期壽險，B=終身人壽保險，C=一年期傷害保險，D=年金保險」，則上述哪些險種具有保單

價值準備金的性質？ 

 AB  BD  AC  CD 

【2】6.消費者利用只有自己知道的資訊，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保險商品，因此風險較高的消費者會比風險較低的消

費者購買更多的保險。以上所描述資訊不對稱的狀況是屬於下列何者？ 

道德危險 逆選擇 心理危險 實質危險 

【2】7.假設保單預定利率下降，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則終身人壽保險的保費會如何變化？ 

下降 上升 維持不變 先下降再上升 

【3】8.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滿幾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

力停止？ 

 10 日  15 日  30 日  60 日 

【3】9.依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在未滿幾歲前死亡者，保險人不給付死亡保險金，但得加計利息退還其所繳保險

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給受益人？ 

 10 歲  12 歲  15 歲  18 歲 

【3】10.某甲為愛車投保車體損失保險，某甲開車時遭某乙駕車追撞，導致車體嚴重毀損。如果肇事責任在某乙，

保險公司將保險理賠金給付某甲後轉向某乙求償，稱為下列何者？ 

保險責任 保險價額 保險代位 保險利益 

【4】11.劉先生為自己投保十年期定期人壽保險，保險金額 100 萬元，當保險期間屆滿時，劉先生仍然生存，保險

公司應給付多少金額給劉先生？ 

 100 萬  50 萬  10 萬  0 元 

【1】12.黃先生現年 30 歲，已經結婚育有兩子，黃先生希望用最低的保費購買最大的保障；假設保險金額相同，

下列哪種人身保險商品的保費應該為最低？ 

定期人壽保險 終身人壽保險 生死合險 二十年儲蓄險 

【2】13.要保人在投保商業火災保險時，向保險人承諾其保險標的之建築物的消防系統會符合政府相關消防法規的

規定。此種承諾是屬於下列哪一種保證？ 

確認保證 承諾保證 默示保證 法定保證 

【4】14.王老太太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而且失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列哪一種保險商品，可以在王老太太

罹患阿茲海默症，經過醫師診斷符合條件後，獲得保險理賠金？ 

定期壽險 年金保險 投資型保險 長期照護保險 

【3】15.假設：A=交換契約，B=射倖契約，C=最大誠信契約，D=繼續契約，保險契約符合上述那些契約特性？ 

 AB  BC  BCD  AC 

【4】16.隨著國人壽命延長加上少子化之趨勢，我國高齡化社會面臨極大的風險。下列哪項保險商品不屬於因應高

齡化社會保險商品？ 

年金保險 長期照護保險 終身醫療保險 短期傷害保險 

【3】17.張小姐購買一張投資型保單，若張小姐對於投保的保單並不滿意，在幾天之內張小姐可以行使保單契約撤

銷的權利？  

 5 天  7 天  10 天  15 天 

【2】18.財產保險費率估計時，把特定群體中，依照危險性質將群體危險分為若干不同危險等級，然後就每一等級

中危險性質相同者，計算各該等級的平均費率。上述方法是屬於下列哪種產險費率的計算方式？                                                                                                                                                                                                                                                                                                                                                                                                                                                                                                                                                                                                                                                                                                                                                                                                                                                                                     

判斷費率法(Judgment Rating Method) 分類費率法(Class Rating Method) 

增減費率法(Merit Rating Method) 追溯費率法(Retrospective Rating Method) 

【3】19.近年來國內醫療糾紛頻傳，醫師可能因為執業時發生醫療疏失而引起的高額賠償責任；醫師若擔心上述狀

況，可以投保下列何種保險，以避免或減輕本身的醫療疏失責任？ 

誠實保證保險 信用保證保險 專業責任保險 醫療傷害保險 

【4】20.楊小姐在桃園國際機場領取行李的時候，因為地勤人員操作行李轉盤不當，致使楊小姐受傷；在上述的狀

況，若桃園國際機場有投保下列何種保險，楊小姐可以獲得保險賠償？ 

機體保險 機體責任保險 航空貨物保險 機場責任保險 

【4】21.政府興建橋樑或道路等公共工程時，如果擔心承攬該項業務的營建承包商因為財務或其他因素，無法履行

契約而產生損失，可以投保下列哪項保險？ 

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 建築師專業責任保險 營造工程綜合保險 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4】22.金融機構經常購買現金保險，現金保險對於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在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失，

負有賠償責任；下列何種事件非現金保險所涵蓋的承保範圍？ 

火災 強盜或搶奪 爆炸 員工監守自盜 

【4】23.「再保人對每一筆損失並不負任何比例責任，而僅在某一險種業務的每一筆賠款超過分保公司自負額時，

始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以上敘述屬於下列何種形式的再保險？ 

臨時再保險 預約再保險 溢價合約再保險 超額賠款合約再保險 

【3】24.政府為保障存款人權益並維護金融安定而實施存款保險，存款保險保費收取標準是基於下列何種費率？ 

平準保費費率 固定比例費率 分級差別費率 自然保費費率 

【3】25.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在符合資格並且年滿幾歲，可以開始領取國民年金的老年年金給付？ 

 55 歲  60 歲  65 歲  70 歲 

【3】26.下列有關傷害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險費率與職業等級有關 可向產物保險公司購買傷害保險 

傷害保險多為長期契約  須為意外事故所致損失才能理賠 

【1】27.要保人對於保險人的書面詢問故意告知不實，稱之為： 

詐欺(Fraudulence)  誤告(Misrepresentation)  

隱瞞(Concealment)  遺漏(Omission) 

【3】28.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保險人對於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的解除權，在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多久，

即使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試題 



【3】29.有關保險利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債權人對債務人有人身保險利益 財產上的期待利益可為保險利益 

財產保險利益應存在於契約訂立之時 人身保險利益應存在於契約訂立之時 

【2】30.商業健康保險在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至保險給付責任開始以前，這段期間通常稱之為： 

試保期間 免責期間 保險期間 理賠期間 

【2】31.如果林董目前 50 歲，他想要向保險公司購買商業年金保險，一次繳交新臺幣 500 萬元的保費，等到林董

65 歲，才開始向保險公司請領年金，請問林董購買的商業年金保險為下列何者？ 

躉繳即期年金 躉繳遞延年金 分期遞延年金 分期即期年金 

【3】32.海上航行時，發生危及全體船貨的船難，船長為避免船隻與貨物的危險，而產生自發、故意且合理的損失

與費用，應該由全體利害關係人按比例分擔，稱為下列何者？ 

推定全損 單獨海損 共同海損 實際全損 

【3】33.實務上，下列何者通常不是採用定值保險的方式投保？ 

古董 字畫 房屋 船舶 

【3】34.「A=核准制，B=核備制，C=備查制」，我國現行保單審查制度是採用下列何者： 

僅 A 僅 A、B 僅 A、C  A、B、C 

【4】35.當被保險人因傷病而成為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時，在經過約定的等待期間後，可以向保險人提出申請，免除

其保費繳納的義務，而保單繼續有效；上述條款稱為下列何者？  

保單質押條款 反還保費條款 生前給付條款 保費豁免條款 

【1】36.有關超額保險契約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事人一方之詐欺而訂立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保險人如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 

無詐欺情事者，保險契約僅於保險價額之限度內為有效 

無詐欺情事者，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應按保險價額價值比例減少 

【3】37.就我國勞退新制，其退休金提撥是屬於下列何者？ 

任意給付制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隨時給付制 

【3】38.「A：保險期間屆滿，B：保險標的物已滅失，C：善意複保險，D：惡意複保險，E：壽險已解約領取解

約金」，上述哪幾項符合保險契約當然終止的條件？ 

 ABC  ABD  ABE  ACE 

【4】39.有關再保險與共同保險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再保險與共同保險都是保險人分散其風險的方法 

再保險與共同保險可以結合彈性運用 

再保險為風險的第二次分擔，共同保險為風險的第一次分擔 

再保險為風險的橫向分散，共同保險為風險的縱向分散 

【1】40.假使保險事故已經發生，但是保險公司尚未接到出險通知理賠的案件，仍按照過去經驗提存賠款準備金，

上述屬於何種類型的賠款準備金？ 

未報未決賠款準備金  已報未決賠款準備金  

已報已付賠款準備金  已報未付賠款準備金 

【4】41.下列財產保險，何者的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率最高？ 

住宅火災保險 傷害保險 一般責任保險 航空保險 

【3】42.蔡先生為自用住宅投保住宅火險，房屋市場價值為 2,000 萬，保險金額為 1,000 萬，保險契約的共保條款

為 60%，若蔡先生的自用住宅不幸發生火災，若實際損失金額為 540 萬；則產險公司應理賠多少金額給蔡先生？ 

 270 萬元  300 萬元  450 萬元  500 萬元 

【3】43.依照我國現行法制而言，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的損害賠償責任為下列何者？ 

限額無過失基礎 無限額無過失基礎 推定過失責任基礎 嚴格責任基礎 

【2】44.依保險法規定，保險業存放於每一金融機構之金額，原則上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之多少百分比？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4】45.「A=要保人提出聲請，B=保險契約的簽訂，C=保險人承諾」，保險契約訂立的程序應為下列何者？ 

 CBA  CAB  ABC  ACB 

【1】46.根據某一家產險公司的火險資料，大台北地區每 100 萬棟住宅，發生火災的次數為 1,800 次，火災總損失

為一億八千萬元，請問損失頻率、損失幅度及危險數理值分別為多少？ 

損失頻率 0.0018；損失幅度 100,000；危險數理值 180 元 

損失頻率 0.0018；損失幅度 10,000；危險數理值 18 元 

損失頻率 0.0180；損失幅度 100,000；危險數理值 1,800 元 

損失頻率 0.0180；損失幅度 10,000；危險數理值 180 元 

【4】47.依照目前法令，下列哪種保險商品不能利用網路投保？ 

旅行平安險 傷害保險 定期壽險 年金保險 

【1】48.被保險人年齡不實，而其真實年齡已超過保險人所定保險年齡限度者，其保險契約效力為下列何者？ 

無效 失效 解除 終止 

【3】49.購買保險是屬於下列何種危險管理的方法？ 

避免危險 隔離危險 轉嫁危險 自留危險 

【4】50.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的人身保險，當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

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多少百分比？ 

 40%  50%  60%  75% 

【2】51.保險公司對於不同危險的個體，收取不同金額之保險費，以期達到下列何項保費訂價原則？ 

一致性 公平性 穩定性 共同性 

【4】52.保險事故發生後，下列何者不屬於保險人在理賠時應該秉持的原則？ 

公平 確實 迅速 公開 

【3】53.下列何者不是可保危險的要件？ 

大量同質危險單位  損失須為明確可衡量 

損失發生機率必須高度相關 承保事故必須合法 

【3】54.保險業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若法定盈餘公積不足者，應先提撥多少百分比為法定盈餘公積？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4】55.依保險法規定，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但有特殊情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者，不在此限，下列何者

不屬於保險業可以向外借款的情形？ 

因合併或承受經營不善同業之有效契約 為強化財務結構，發行具有資本性質之債券 

為給付大量解約或大量保單貸款之週轉需要 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保 

【2】56.胡小姐向產險公司購買汽車車體損失險，其第一次出險自負額為新臺幣 3,000 元、第二次出險自負額為新

臺幣 5,000 元、第三次以後出險自負額皆為新臺幣 7,000 元；在保險期間內胡小姐發生兩次汽車碰撞，第一次損

失為 10,000 元，第二次損失為 20,000 元，若產險公司以扣減式自付額計算理賠金額，則胡小姐總共可以從產險

公司獲得多少理賠金？ 

 30,000 元  22,000 元  25,000 元  20,000 元 

【4】57.某產險公司計算出住宅火災保險的純保費為 1,200 元，若該公司的附加費用率訂為 25%，則住宅火險的總

保費應為多少？ 

 300 元  900 元  1,200 元  1,600 元 

【3】58.根據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下列何者不屬於財產保險業的風險項目？ 

資產風險 信用風險 利率風險 資產負債配置風險 

【3】59.依保險法規定，在特定情形下，保險業得以共保方式承保危險。下列哪一種情況不符合該法所列舉的共保

條件？ 

有關巨災損失之保險者  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者  

保險業者有財務不健全之虞 能有效提昇對投保大眾之服務者 

【4】60.依保險法規定，保險業資本嚴重不足是指保險業淨值低於零，或是資本適足率低於多少百分比？ 

百分之二百五十 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