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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
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第一次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一般保險公證人
科
目：保險法規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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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以所有之 A 汽車向保險公司投保車體損失險，約定之保險金額即為 A
車之市價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於保險期間，甲駕駛 A 車與乙所駕
汽車發生保險所承保之碰撞事故，造成 A 車有所毀損，修理費用 30 萬
元。由於甲自恃有保險，與乙以 10 萬元和解後，即免除乙之其他賠償責
任並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請論述保險公司應給付多少保險金？（25 分）
二、甲以其就讀高中之 16 歲小孩乙為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投保終身人壽
保險，契約約定死亡給付之保險金額為 100 萬元，如未死亡則每滿 3 年
得請求生存給付 5 萬元。惟甲在締結契約時，乙並不知情，故要保書上
被保險人之欄位由甲代為簽名。在該保險契約生效滿 3 年之隔日，乙因
車禍事故而死亡。試問，保險公司應給付多少保險金？（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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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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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那一種情況，保險人於賠償被保險人損失後取得代位求償權？
被保險人死亡乃因醫師業務過失所致者
被保險人遭受傷害乃因第三人故意行為所致者
被保險人死亡乃因第三人過失行為所致者
汽車交通事故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保險給付後
下列有關保險標的物非因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而完全滅失時，對保險契約之影響，何者正確？
要保人得解除契約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
保險契約即為終止
由主管機關認定
保險人所行使之代位權，係基於下列何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來？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利害關係人
保險人得約定保險標的物之一部分，應由要保人自行負擔由危險而生之損失，稱之為：
共保條款
共同保險
一部保險
互助保險
下列何者非屬我國火災保險基本條款所承保之事故所引起之火災？
閃電及雷擊所引起
家庭用鍋爐之爆炸所引起
各種放射線之幅射污染所引起
因救護保險標的物所引起
保險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
消滅。」此處「二年」係指：
消滅時效期間
除斥期間
有效期間
給付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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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選項中，何者非屬得撤銷之情況？
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在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後
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未遂時
保險業負責人、職員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直接或間接控制該保險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
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保險業之權利者
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保險法所享之權利，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
保險公證人之費用係向下列何人收取？
要保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保險人一方
保險人或被保險人均可
受益人
訂立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事項，應據實說明。關於據實說明義務之履行，
下列何者正確？
其履行期間為要保人要約後，保險人出具保險單或暫保單之間
被保險人與要保人非同一人時，僅被保險人據實說明，尚未履行據實說明義務
要保人之說明，保險業務員具有告知受領權
要保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保險人僅得請求要保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得解約
關於保險利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配偶為他方投保人壽保險者，其保險利益因離婚而消滅
父母為未成年子女投保人壽保險者，其保險利益因子女成年而消滅
汽車所有權人為自己之汽車投保車體險，若契約未另有約定，保險利益因所有權移轉而消滅
為自己投保死亡保險者，保險利益因要保人死亡而消滅
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者，應以年利率多少計算遲延利息？
 5%
 10%
 12%
 20%
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於何時
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保險人知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
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保險事故發生時
保險事故發生時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時
人壽保險契約中，約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間，不得低於 2 年，應於何時起算？
自停效前要保人最後一次應繳交保險費時起算
保險人催告要保人繳交保險費之日起算
於停止效力之日後 5 日起算
自停止效力之日起算
下列何者為消極保險利益保險？
責任保險
年金保險
傷害保險
健康保險
下列何者為保險契約之解除事由？
保險契約訂定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
違反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
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
人壽保險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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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有市價新臺幣（下同）2000 萬元的 A 屋一棟，填妥要保書後，向乙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房屋火
災險，約定保險金額為 1000 萬元，並已繳付保險費。在乙尚未核保前，因甲之 5 歲兒子丙玩火
不慎導致 A 屋失火，據查造成 A 屋毀損 30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產物保險公司不須給付保險金，因其尚未核保
乙產物保險公司須給付保險金，其給付金額為 150 萬元
乙產物保險公司不須給付保險金，因是甲之子丙導致保險事故發生
乙產物保險公司須給付保險金，其給付金額為 300 萬元
人壽保險契約之保險人，於下列何種情形下，仍應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
被保險人因越獄致死
受益人將被保險人殺害，導致保險事故發生 被保險人於訂約後 2 年內故意自殺
甲向乙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某日，於保險期間，甲明知強烈颱風來襲，卻因生計仍執意
出海捕魚，不幸因風浪過大漁船翻覆而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知強烈颱風來襲，執意出海，違反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原則，乙無須理賠
甲對死亡結果之發生並無故意，乙仍須給付保險金
甲於出海前，未通知乙，違反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無須理賠
乙雖須給付保險金，但得主張甲於颱風來襲時出海，與有過失，得減少保險金之給付
關於保險業對不動產之投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業所投資之不動產並非限於須即時利用並有收益者
保險業所投資自用不動產之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其資金百分之三十
保險業不動產之取得及處分，得自行鑑價評定
保險業購買自用不動產總額不得超過其業主權益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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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險業盈餘之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業於提撥盈餘的百分之二十作為法定盈餘公積後，即可分派盈餘
保險業得經董事會決議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保險業之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其資本總額或基金總額時，則不受再提法定盈餘公積之限制
保險業應先提撥法定盈餘公積後再繳納稅捐
甲向乙借貸 1000 萬元，乙擔心甲屆期不返還借款，向丙保險公司投保保險，保險契約之內容為
若甲死亡而其遺產不足以抵償全部債務時，丙應就不足部分負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乙未給付保險費，丙得以訴訟請求乙給付保險費
甲為該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
此保險契約應經甲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金，始生效力
甲對乙具有保險利益，此保險契約始生效力
人壽保險中，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 1 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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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甲向乙保險公司投保商品責任保險，約定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00 萬元。某日，甲所製造之
商品因瑕疵造成消費者丙損失，經甲、乙、丙三方商議後，確定和解金額為 200 萬元。丙向乙請求
時，甲尚積欠乙保險費 5 萬元，乙據此主張抵銷。乙應給付丙之保險金額為多少元？
 300 萬元
 200 萬元
 295 萬元
 195 萬元
甲公司向乙保險公司投保責任保險，約定若其所有之工廠發生火災，導致鄰近廠房毀損者，乙應
給付保險金，其保險金額為 1000 萬元。乙接受甲投保後，再就該保險契約上之責任，向丙保險
公司投保再保險。某日，甲之工廠失火，導致丁位於隔壁的工廠焚毀，損失高達 800 萬元，而向
甲求償，丙保險公司知悉事件後，向乙保險公司表示不予賠償，乙保險公司遂委請律師向丙保險
公司提起訴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保險公司得以丙保險公司拒絕為由，拒絕對甲給付保險金
丁得直接請求乙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但須先通知甲
無特別約定下，甲不得直接請求丙給付保險金
若乙保險公司未給付再保險費給丙保險公司，丙保險公司得向甲請求
甲就其自己所有之房屋向乙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於約定簽約並交付保險費之前一夜，該房屋
已失火焚毀，則甲、乙間之法律關係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僅甲知悉該房屋已焚毀者，乙所收受的保險費無須返還
僅甲知悉該房屋已焚毀者，乙仍須給付保險金
僅甲知悉該房屋已焚毀時，此保險契約效力未定
無論當事人於保險契約成立前是否知悉該房屋已焚毀，此保險契約無效
關於健康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保險人於訂立保險契約前，得對被保險人施以健康檢查，檢查費用由要保人負擔
被保險人於締約後第 3 年故意自殺，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所訂立之健康保險契約無效
健康保險之保險人得對因過失傷害被保險人之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償權
要保人以其未成年子女為被保險人所簽訂死亡保險契約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被保險人具有相當之智識能力，仍得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書面同意
若具有相當智識能力之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後，仍須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始生效力
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時，此死亡保險契約無效
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時，被保險人在滿 15 歲前死亡，保險人仍應給付喪葬費
保險契約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之約定無效。下列情事中何種約定並非當然無效？
加重保險人之法定義務
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保險法所享之權利者
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之義務者
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
下列有關保險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傷害保險契約訂有自殺仍賠條款，且約定 2 年後始生效力，被保險人於締約後 3 年自殺，保險
人應給付保險金
人壽保險契約中被保險人因犯罪致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保險人對於一切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生之損害，皆須負賠償責任
為他人訂立之年金保險契約，縱未得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金，年金保險契約仍有效，
保險人應給付保險金
公證人公司繳存之保證金於下列何種情況得申請發還？
經法院宣告破產後
依法完成清算，並將其執業證照繳銷後
經主管機關接管後
經主管機關宣告停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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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險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財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經營年金保險
自然人不得擔任保險人
合作社得擔任保險人
保險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為設立登記，繳存保證金，領得營業執照後，不得開始營業
要保人甲為工地工人，月薪僅有最低基本薪資，其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乙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保
險金額新臺幣 6000 萬元之死亡保險，乙公司予以承保。試問：該死亡保險契約效力為何？
無效，因道德危險過高
無效，因屬超額保險
有效，因屬定額保險，無利得禁止原則之適用
有效，但乙僅需於事故發生時，至甲預期生存期限內所可賺取之金額為限，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下列有關保險公證人應具備資格之敘述，何者錯誤？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保險公證人考試及格者
曾領有公證人執業證照並執業有案者
具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技師考試及格證明文件，並執行業務 3 年以上者
曾任總噸位 1 萬噸以上船舶船長 5 年以上者
甲以其所有之 A 屋，市價 1800 萬元，並約定保險價值為 1800 萬元，於同一保險期間內，分別
向乙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保險金額為 1500 萬元；向丙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其保險金額
為 1000 萬元；向丁保險公司投保地震險，其保險金額為 50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分別與乙、丙、丁所簽訂之保險契約，皆構成複保險
若甲於分別投保時，未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且有不當得利之意圖，依保
險法之規定，契約有效，僅不過保險人不須負連帶責任，依訂約先後順序負責
若甲於分別投保時，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當火災事故發生全損時，
依保險法之規定，除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僅就其所保金額負比例分擔之責
若甲於分別投保時，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當火災事故發生全損時，
依保險法之規定，各保險人需就其承保金額範圍內負全部之給付責任
下列何者並非保險公證人之消極資格？
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 5 年
曾犯恐嚇取財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 2 年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恢復往來者，或恢復往來後 3 年內仍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
公證人應自許可登記之日起多久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執業證照並開始經營或執行業務；屆期
未申請或未開始經營或執行業務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2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8 個月
關於公證人停業之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執業公證人停止執行業務，應於事實發生後 15 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繳銷執業證照
公證人公司停業期間以 1 年為限，如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展延之，以一次為限，並應於期間
屆滿前 5 日提出
公證人公司申請停業，應繳銷所任用公證人之執業證照
公證人公司未於停業期間屆滿時申請復業並任用公證人擔任簽署工作者，由主管機關廢止登記
及註銷執業證照
下列何者並非個人執業公證人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執業證照時應檢附之文件？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保險公證人考試及格證明
繳存保證金之證明
投保專業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副本
加入公證商業同業公會之證明
下列何者非主管機關不予換發公證人執業證照之事由？
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保險從業人員特種考試重大舞弊行為，法院審理中
未依規定繳交罰鍰、監理年費、檢查費及其他規費
同時為 2 家以上公司擔任簽署工作
已登錄為保險業務員
關於公證人公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證人公司其公司名稱應標明「保險公證」字樣，但已經主管機關許可登記經營公證人業務並
領得執業證照，不在此限
公證人公司應任用 2 人以上公證人擔任簽署工作
公證人公司申請經營公證人之業務者，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00 萬元，發起人及股東之
出資以現金為限
公證人公司所任用公證人之執業證照有效期間為 5 年，未於期滿前辦妥換發執業證照手續，不
得執行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