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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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財產損失的財務影響時，風險管理人員必須用心去挑選合適的評

估標準，請問財產損失的評估標準有那些方法？請說明之。（25 分）

二、何謂專屬保險？專屬保險的優缺點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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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在經濟狀況惡化後，投保大額保障的保單此狀態可稱為：

道德危險 風險自留 逆選擇 風險避免

2 財產保險對下列個人財產風險予於承保？①土地 ②房屋 ③住宅第三人責任 ④租金收入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3 危險管理人在選用最佳危險管理工具之前，必須事先評估未來可能遭遇之損失，請問下列對最大

可能損失（Maximum Possible Loss；MPL）的敘述何者錯誤？

此種損失多屬主觀認定難以用統計方法估計其發生機率數值

此種損失多以大量統計資料為基礎，並輔以嚴謹數理方法予以演算

此種損失大多在「不正常且不合理之狀況下」所產生

此種損失造成巨災可能性會較高

4 下列何者屬於家庭財產風險的來源？①汽車損失風險 ②傷殘醫療風險 ③住宅損失風險 ④居家

責任保險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5 下列何者是產物保險業所面臨的最主要風險？

承保風險 信用風險 資產風險 資產負債表配置風險

6 企業風險管理中將風險分為動態風險和靜態風險兩大類，靜態風險包括那些？①人員竊盜、詐欺

②設備故障、工會關係 ③侵權責任、產品責任 ④戰爭、恐怖主義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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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險性風險管理包括三個主要因素：風險控制、風險評估和風險理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購買保險和自留是兩個提供風險控制主要的方法

風險評估是認知和分析潛在損失的可能性和可能的幅度之程序

風險理財是處理潛在損失的技巧包含提供資金

風險控制通常是管理風險最有效的方法

8 下列何者不屬於風險管理策略中的風險自留（Risk Retention）？

多角化經營 保險自留額

設立內部稽核、危機處理單位 自行提撥準備金

9 依據損害填補原則，下列何者為財產保險實務上之填補限度？

重置成本 實際現金價值 保險金額 保險價額

10 風險管理的職能在控制損失，損失的衡量有不同層次，下列何者是形成產險公司考量承保範圍？

①財產直接損失 ②由財產損失引發的間接損失 ③人身傷亡或養老退休之損失 ④由訴訟引

起的責任損失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

11 下列何者屬於財產的間接損失？①設備毀損 ②廠房失火可能引發的營業中斷損失 ③額外營

業費用之增加 ④責任訴訟之損失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12 保險在財務規劃中扮演什麼角色？

收入和資產受到保護 保險使損失不再發生

有助於支付日常開支 它的價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並升值

13 風險衡量是風險管理循環重要步驟，下列那些是衡量風險的參數？①緊迫性（Urgency） ②損失

頻率（Frequency of loss） ③損失幅度（Severity of loss） ④股東期望（Shareholder Expectation）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②③

14 風險鑑識就企業個體而言，其常見的風險？①財物損失 ②犯罪危險 ③失業 ④對社會之責任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15 選擇風險理財措施時的考量，下列何者錯誤？

企業採行風險理財措施主要的考量是消除所有風險

個人針對人身風險理財，需考量未來責任負債，如家人生活費、房屋貸款、遺產稅等

採用自行承擔的風險理財措施時，有時是成本較低的措施

既有資產的變現性和變現價格也是選擇風險理財措施要考慮的因素

16 根據能量釋放理論，若能控制能量溢釋的數量，則可以避免或減少意外事故的發生。請問以車禍

為例，下列何種對策可有效控制能量的累積？

加裝雷達測速器 定期保養維修 限制行車的速率 安全氣囊的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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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局不穩陷入動亂，對全球貿易造成負面影響和經濟損失，屬於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風險

報告中，何種風險？

地緣政治風險 社會風險 經濟風險 網絡風險

18 下列那些屬於預防損失的作法？①提升工廠安全衛生管理品質 ②人員的教育訓練 ③資訊安

全管理 ④稽核與調查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19 組織或經濟單位採用保單檢查法來辨識風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保單對照方式使用簡單方便 涵蓋可保與不可保危險較具周延性

依現行保險單設計費用低廉 以保險單為設計藍本無法因應企業真正需求

20 海上保險契約之保險利益應於何時存在？

訂立保險契約時 損失發生時 保險有效期間 任何時間

21 假設損失機率為 0.03，危險程度為 0.01，標準差為 4，試問保險人需承擔多少個危險單位才符合

大數法則有限大之要求？

 4,656  4,438  4,210  4,982

22 火災保險中設有消防設備之減費，屬費率釐訂原則中之：

適當性 損失預防誘導性 公平性 融通性

23 假設有一建築物損失發生時之實際現金價值為新臺幣 90 萬元，約定 80%之共同保險條款，保險

金額為 60 萬元，發生 48 萬元之損失，則被保險人獲得之補償為何？

 38.4 萬元  36 萬元  40 萬元  48 萬元

24 下列何者不是航空保險之特性？

風險分散 保險價額高 自留比率低 全損機率高

25 就商業用建築物而言，下列何者非火災保險核保時所考慮之因素？

房屋貸款金額 使用性質 防護設施 外部環境

26 保險單有設定消失型自負額，明定自負額為 2,000 元，隱藏點為 12,000 元，今發生損失 9,000 元

時，保險人應賠付金額為多少？

 6,400 元  2,000 元  7,000 元  8,400 元

27 下列有關替代性風險移轉特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在軟市場中，可以較有效的降低風險管理之成本

替代性風險移轉之契約設計以一年期契約為主

以證券化透過資本市場提供承保能量

商品不具風險理財功能

28 下列何者為責任保險之特性？

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具積極性 責任保險之經營較不具穩定性

責任保險會產生不足額保險 受害人與保險人有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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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何者保險對承保事故的約定屬於概括方式？①海上貨物保險協會條款 A ②自用汽車車體損

失保險乙式 ③商業火災綜合保險 ④住宅火災保險

①④ ②③ ①③ ②④

30 在保險契約中，約定一確定金額，保險事故發生所致損失，在此一額度內由被保險人先行負擔，

保險人僅賠償每一次事故超過約定金額的損失數，此自負額之計算方式稱為：

起賠式自負額 扣除式自負額 累積式自負額 消失型自負額

31 下列何者為海上貨物保險 C 式條款承保範圍？

海浪掃落 海上劫掠所致之損失

雙方過失碰撞責任分擔額 裝卸貨時整件貨品之毀損滅失

32 下列賠案中，何者需提存賠款準備金？①已報未決未付 ②已報已決未付 ③未報未決未付

④已報已決已付

①③ ②④ ②③ ①②③④

33 下列何者非再保險對保險公司具有之功能？

分散風險責任 擴大承保能量 簡化投保手續 穩定公司經營

34 下列何者屬於風險理財之方法？①分散 ②風險自留 ③避免 ④風險移轉 ⑤避險

①③④ ②③⑤ ①②⑤ ②④⑤

35 下列何者屬於比例型再保險？

普通超額賠款再保險 溢額再保險

停止損失再保險 巨災超額賠款再保險

36 保證保險對於被保險人因受何人所致損失負賠償之責？

債權人違法行為 債務人不履行義務 第三人侵權行為 債權人不誠實行為

37 在投保當時預繳若干保費，而在保險期間結束時再依保險期間的實際經驗核定當年的實際保費，

此種費率釐訂方法稱之為：

追溯費率法 經驗費率法 分類費率法 表定費率法

38 下列有關財產保險被保險人請求理賠時應履行義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事故發生時有損失施救之義務

未經保險人同意，可私下協商放棄對第三人索賠之權利

事故發生時有損失通知之義務

為防止損失擴大，可未經保險人同意而變更現場

39 下列關於我國現行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之敘述，何者正確？

採過失責任制

單一車輛事故之駕駛體傷可申請傷害醫療給付

若肇事者逃逸，受害人可向特別補償基金申請理賠

保險費率採從車因素

40 下列何者為住宅火災保險之承保範圍？①住宅玻璃保險 ②營業中斷保險 ③租金損失保險

④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①③ ②③ ①④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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