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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1. 有關免責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避免小額給付。 
B. 避免道德危險。 
C. 免責期越短，失能保費越便宜。 
D. 又稱等待期間。 
(1) A、B 
(2) A、C、D 
(3) A、B  
(4) 以上皆是 

2. 根據人壽保單示範條款的第八條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在訂立本

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 (或投保網頁) 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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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保險事故發生後

亦同。何人有告知義務？ 
(1) 要保人。 
(2) 被保險人。 
(3) 受益人。 
(4) 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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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保險公司的除外責任 (保險公司不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下列何者

正確？ 
A. 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B.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殘廢。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三年後

故意自殺致死者，仍應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C. 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 
D. 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1) A、B、C  
(2) A、C、D  
(3) A、B、D  
(4) 以上皆是 

4. 關於變額萬能壽險之投資型保險，下列何者正確： 
A. 保單現金價值通常沒有保證。 
B. 投資資產置於分離帳戶。 
C. 繳費方式可以選擇固定或不固定。 
D. 費用較傳統保險不透明。 
(1) A、B 
(2) A、B、C 
(3) A、B、D 
(4) 以上皆是 

5. 在保險規畫過程中，經常出現康狀況越不佳的人，越喜歡購買免體檢

商品，且投保後不輕易退保，此現象稱為？  
(1) 客觀危險。 
(2) 主觀危險。 
(3) 損害填補。 
(4) 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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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 傳統終身壽險的身故金額不固定。 
(2) 變額壽險的身故金額固定。 
(3) 萬能保險是投資型保險。 
(4) 變額萬能壽險可自行決定繳費時間及金額。 

7. 政府頒定之七項重大疾病內容包括那些？  
A. 腦中風。 
B. 癱瘓。 
C. 心肌梗塞。 
D. 阿茲海默症。 
(1) A、B 
(2) A、B、C 
(3) A、B、D 
(4) 以上皆是 

8. 失能事故發生一段時間內，保險人免付給付責任，此期間稱為？ 
(1) 免責期間。 
(2) 觀察期間。 
(3) 等候期間。 
(4) 寬限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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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財產保險之標的物，房屋一棟可保金額為 1,000 萬，保險金額為 500
萬，發生火災後的損失金額為 300 萬，請問保險公司的理賠金為？ 
(1) 150 萬。 
(2) 300 萬。 
(3) 500 萬。 
(4) 1,000 萬。 

10.要保人對於保險契約的撤銷權得行使的期間為？ 
(1) 保單送達當日起 10 日內。 
(2) 保單送達當日起 15 日內。 
(3) 保單送達翌日起 10 日內。 
(4) 保單送達翌日起 15 日內。 

11.要保人張三實際年齡為 50 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大大保險公司投

保人壽保險，約定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100 萬元，然張三為節省保險

費，在要保申請書之出生年月日及年齡欄不實記載為 45 歲。契約訂立

10 個月後，張三即因車禍意外死亡。大大保險公司查知張三於投保時

所填載之年齡不實後，得主張何種權利？ 
(1) 若因年齡記載不實而短繳保險費，大大保險公司得按短繳之保險

費，按比例減少保險理賠金額。 
(2) 大大保險公司得主張該契約因甲違反最大誠信原則而無效，拒絕給

付保險金。 
(3) 大大保險公司得主張甲違反告知義務，解除契約後拒絕給付保險

金。 
(4) 不論如何，大大保險公司仍應按約定之保險金額負保險給付之責，

因為張三不實告知年齡與之後發生之保險事故並無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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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三工作月薪 8 萬，投保剩餘收入給付的失能保險，保額為每月失能

保險金 4 萬元，投保 1 年後因意外導致部分失能，公司轉換他至其他

部門工作，收入僅剩 4 萬，請問保險公司每月應理賠多少錢？ 
(1) 2 萬。 
(2) 3 萬。 
(3) 4 萬。 
(4) 8 萬。 

13.風險管理方法中之風險控制包括？  
A. 風險迴避。 
B. 損失控制。 
C. 非保險移轉。 
D. 風險自留。 
(1) A、B  
(2) A、B、D  
(3) A、B、C  
(4) 以上皆是 

14.下列有關於保險契約無效的規定，何者正確？ 
A. 要保人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 
B. 要保人對於保險標的無保險利益者。 
C. 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之死亡保險契約。 
D. 要保人善意複保險，以致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其

「超過」部分無效。 
(1) A、B、C 
(2) A、B、D 
(3) A、C、D 
(4) 以上皆是 



 

14 

15.有關連結投資連動式債券的保險，下列何者有誤？ 
(1) 連動式債券＝零息債券＋選擇權。 
(2) 連動式債券可設計為年金或壽險商品。 
(3) 大多超額利潤皆以指數為計算基礎。 
(4) 由於擔心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皆以台幣計價。 

16.投保人壽保險由於保險年齡計算錯誤，而保險事故發生時，如實際年

齡較大而少繳保費，保險公司該如何理賠？ 
(1) 應繳保險費×(原繳保險費/原保險金額)。 
(2) 應繳保險費×(原保險金額/原繳保險費)。 
(3) 原保險金額×(應繳保險費/原繳保險費)。 
(4) 原保險金額×(原繳保險費/應繳保險費)。 

17 要保人對於下列何者有保險利益？ 
A. 債權人。 
B. 債務人。 
C. 生活費或教育所仰給之人。 
D. 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1) A、C、D  
(2) B、C、D 
(3) C、D 
(4)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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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何者是變額年金保險的潛在需求客戶？ 
A. 目前有投資基金者。 
B. 想退休而儲蓄者。 
C. 任何需要長期且不受通膨影響未來退休金的人。 
D. 希望能定期定額或彈性繳交保費者。 
(1) A、B、C 
(2) B、C、D 
(3) A、C、D 
(4) 以上皆是 

19.假設王五選擇購買 2 萬美元的指數年金，契約期間 5 年，當時 S&P500
指數為 1000 點，第一年 1,200 點、第二年 1,400 點、第三年 1,500
點、第四年 1,300 點、第五年 1,600 點，若指數採取點對點法，參與率

95%，則契約到期時王五可以得到多少利息？   
(1) 10,400 
(2) 11,000 
(3) 11,400 
(4) 11,800 

20.某一住宅發生損失時的保險價值為 400 萬，其保險金額為 150 萬，保

單中有 50%共保條款的約定，若損失金額為 100 萬，則保險公司須賠

償多少？  
(1) 50 萬。 
(2) 75 萬。 
(3) 100 萬。 
(4) 1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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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關萬能壽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死亡給付＝終身壽險＋現金價值。 
B. 死亡給付 A 型：平準型＝淨危險保額＋保單價值。 
C. 死亡給付 B 型：增值型＝基本保額＋保單價值。 
D. 為投資型保險的一種。 
(1) A、B、C  
(2) B、C、D 
(3) B、C 
(4) 以上皆是 

22.蔡宜琳於 104 年度所支出的保費有七筆，勞保 5,000 元、汽車保險

6,000 元、機車保險 1,000 元、全民健保 8,000 元、火災保險 3,000
元、人壽保險 20,000 元及幫姪子投保的人壽保險 8,000 元，請問蔡小

姐於 105 年 5 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列舉的保費為？ 
(1) 32,000 
(2) 33,000 
(3) 40,000 
(4) 4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