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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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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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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財產保險代理人
科
目：財產保險實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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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我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核保及費率考量因素有那些？（25 分）
二、試述火災保險中火災的意義及其要件。（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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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住宅地震保險的保險金額及理賠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標的物因地震造成全損時，依保險金額理賠，無自負額之扣減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的地震事故，於保險期間內連續 72 小時內發生 2 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事故
保險金額以投保時保險標的物之重置成本定之，其重置成本逾新臺幣 200 萬元者，保險金額為新
臺幣 200 萬元
保險標的物因地震造成全損時，財產保險業除保險金額外，並支付臨時住宿費用，每一保險標的
物為新臺幣 25 萬元
2 依據住宅火災保險參考條款之規定，保險標的物所有權移轉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住宅火災
保險契約的效力，自保險標的物所有權移轉之次日中午 12 時起算，屆滿多久期間保險契約即行
終止？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3 住宅火災保險承保建築物內動產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外，係以下列何者為計算基礎？
移轉訂價
重置成本
實際價值
損害賠償費用
4 火災保險的理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保險人應如何償還？
依火災保險契約上所載明保險標的之價值，全額償還之
除非契約明文約定承保該項費用，否則保險人不必償還之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保險人負償還之責，但僅以保險金額為限
保險人對於該費用，負償還之責。且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保險人仍
應償還
5 住宅火災保險，對於承保之建築物或置存承保動產之建築物，連續 60 日以上無人看管或使用者，
視為空屋。此時若發生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時，對於保險人責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通知危險增加，保險人仍負賠償責任
空屋無人看管或使用，造成保險標的物危險增加，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履行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保險人始負賠償責任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通知保險標的物有危險增加的情事，保險人得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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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殘餘物之處理，依據住宅火災保險參考條款之規定：
「本公司就保險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以全
部損失賠付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保險標的物之
所有權予本公司。」此項條款之內容，係指下列何者？
委付
代位追償
物上代位
權利代位
7 火災保險契約中，保險公司要求被保險人履行特種義務，即被保險人保證履行某約定，若被保險
人違背該約定，保險公司可以解除契約的條款，係稱：
基本條款
附加條款
特約條款
除外條款
8 國際再保險實務上，若在原保險契約及再保險契約皆另有約定：
「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對於再
保險人有賠償請求權。」此項條款之內容，係指下列何者？
同一命運條款（follow the fortunes clause） 直接給付條款（cut-through clause）
理賠控制條款（claims control clause）
優惠理賠條款（ex-gratia payment clause）
9 依據住宅火災保險參考條款之規定，遇有善意之複保險之情形，保險人得為之處置，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仍按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負賠償責任
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前，經要保人通知後，保險人得終止保險契約並比例退還保險費
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得經被保險人請求，先行全額賠付後，再依比例分別向其他
保險之保險人攤回其應賠付之金額
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前，保險人經要保人通知後，得降低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並按減少之
保險金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例退還保險費
10 關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範圍，下列何者不是其給付項目？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慰撫金給付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11 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可知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係採取下列那項責任基礎？
過失責任
絕對責任
無過失責任
推定過失責任
12 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請求權人得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之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事故汽車肇事逃逸無法查究
事故汽車肇事為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
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
13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請求權人，為受害人之遺屬，請求權人的順位，下
列何者正確？
①父母、子女及配偶②祖父母③孫子女④兄弟姐妹
①父母、子女及配偶②兄弟姐妹③孫子女④祖父母
①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②父母③祖父母④兄弟姊妹
①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②父母③兄弟姊妹④祖父母
14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費，係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請問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的保險費結構，下列何者錯誤？
預期損失
核保利潤
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
1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並且，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逾幾年者，其保險給付請求權亦為消滅？
3年
6年
 10 年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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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何者不是海上貨物保險的特性？
屬於航程保單，保險期間須以貨物航程為基礎
承保方式多以英國協會貨物保險 ICC（A）條款為主
由於船舶不適航所致貨物損失，皆為除外不保事項
屬於典型的定值保險，須在契約上載明保險標的一定價值之保險契約
17 關於海上保險所承保「船舶部分損害」之計算，下列何者錯誤？
船舶不能為修繕或修繕費用超過保險價額時，應以船舶部分損害方式補償
船舶部分損害之計算，以其合理修復費用為準。但每次事故應以保險金額為限
部分損害未修復之補償額，以船舶因受損所減少之市價為限。但不得超過所估計之合理修復費用
保險期間內，船舶部分損害未修復前，即遭遇全損者，不得再行請求前項部分損害未修復之補償額
18 船東防護與補償協會（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 P&I Club）所提供的承保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船舶污染責任
船骸移除責任
貨物實體的毀損滅失
船員傷亡責任或費用補償
19 海上保險事故發生時，海上保險人應於收到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證明文件後幾日內給付保險金額？
 10 日
 15 日
 30 日
 60 日
20 商業火災保險條款所稱的不動產係何定義？
建築物、營業裝修及土地
建築物及土地
建築物，但不包括土地
建築物及營業裝修，但不包括土地
21 某甲向 A 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險金額係 150 萬元，半年後該屋發
生火災造成損失 80 萬元，該屋之重置成本 200 萬元，請問 A 保險公司對該屋的損失應理賠多少？
 80 萬元
 60 萬元
 64 萬元
 72 萬元
22 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之約定，保險標的物中所指的「建築物內動產」
，除列名被保險人
之動產外，並不包括下列何人之動產在內？
配偶，家屬
同居之父母或兄弟姊妹
受僱人
承租人
23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產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辦理住宅地震保險，對於住宅地震保險
費率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費率結構中的附加費用，應占保險費百分之十五
費率結構中的純保險費，應占保險費百分之八十五
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費，應採全國單一費率，不區分住宅所在地點
地震保險基金自財產保險業分進之純保險費收入總額，其分配於共保組織之純保險費比率，由
地震保險基金依據再保險攤賠成本訂定之
24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按規定交付汽車保險費者，其保險契約的效力如何？
解除
停止
終止
自始不生效力
25 被保險人飲用酒類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
準，請問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人應如何處理？
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後駕駛汽車為故意行為，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保險人對於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後駕駛所致之傷害，得免除賠償責任
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後駕駛汽車所致危險事故發生者，保險契約即為無效
保險人應依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受害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
26 汽車保險為財產保險的一種，關於汽車保險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保險對大數法則的運用較為不易
汽車保險具有對人契約的屬性，受駕駛人因素影響
汽車保險是屬於損失頻率較高、損失幅度較小的保險
汽車保險為人力密集之保險，需投入大量人力處理核保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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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被保險汽車發生了車體損失保險（甲式與乙式）承保範圍內之損失，且該損失係完全可歸責於確
定的第三者，保險公司於取得代位求償金額後，被保險人是否需要負擔自負額？
無需負擔
負擔一半
一律負擔 3,000 元 仍須依規定負擔
28 被保險汽車失竊經保險公司依規定賠付後，該被竊車輛竊盜險之未滿期保費應如何處理？
按日退還
不予退還
按短期費率退還
視情況而定
29 海上保險契約載明一般投保條件，以承保多次運送，保額遞減至全部運完為止，係指何種保單所
規範？
預約保單
流動保單
定時保單
不定值保單
30 試就下列事故，判斷何種事故係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保險公司應負賠償責任者？
受僱人於下班後仍留在工地飮酒致酒醉摔傷
受僱人於工地自殺
受僱人係新進員工，依雇主吩咐操作機器，不慎被割傷
受僱人找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代班，工作時此一代班人受傷
31 甲廠商將 A、B、C 三部機器投保機械保險，其自負額 A 機器為 1 萬元，B 機器 2 萬元，C 機器
5 萬元，在同一次意外事故中，僅 B 機器與 C 機器受損，則該保險自負額總計應扣除多少元？
 1 萬元
 2 萬元
 5 萬元
 8 萬元
32 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規定，失能保險金的受益人為何人？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約定的受益人 可由要保人自行約定
33 依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定，要保人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終止保險契約，其未滿期保險費要如
何處理？
按短期費率計算後退還要保人
不予退還
視保險公司個案的處理方法而定
示範條款內未有明文規定
34 被保險人投保傷害死亡及失能保險，其保險金額係 200 萬元，不幸發生意外保險事故，同時導致
一眼失明（40%）及十手指殘缺（80%），試問該理賠的失能保險金額為何？
 80 萬元
 120 萬元
 160 萬元
 200 萬元
35 依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定，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幾日內死亡者，保險公司給付死亡保險金？
 30 日
 90 日
 180 日
 270 日
36 健康保險商品續保時有關等待期間之規定為何？
得有等待期間之約定，但最長為 90 日
得有等待期間之約定，但最長為 30 日
不得有等待期間之約定
未有任何約定
37 一般長期照護保險條款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專科醫師診斷符合「需要長期看
護狀態」且持續 90 日，自 91 日起，保險公司給付「長期看護保險金」，此 90 日為：
猶豫期間
免責期間
鑑賞期間
復原期間
38 依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條款之約定，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因同一次疾病或傷害，或引起之併
發症，於出院後多少日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額給付合計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
7日
 10 日
 14 日
 21 日
39 財產保險業經營保險期間 3 年期以下健康保險有關給付限額及保費調整機制的規範為何？
應有給付限額或保費調整機制
應有給付限額但可不必有保費調整機制
不必有給付限額但須有保費調整機制
未有任何規定
40 財產保險所適用的損失填補原則，乃在防止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所受領之保險給付超過
被保險人之實際損失。是故此項原則不適用於下列何者？
保證保險
定額型醫療保險
火災營業中斷保險
實支實付型醫療費用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