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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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保險經紀人
科
目：財產風險管理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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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執行危險理財計畫中，有關非保險財務型移轉方式有那些？請分別
說明之。（25 分）
二、企業執行風險管理目標時，應與安全經營的活動目標相一致，亦即在損
失發生前作財務的保證，而損失發生後有令人滿意的復原，依其含意危
險管理的目標有二：一為損失發生前的目標；另一為損失發生後的目
標？試說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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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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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公司冷凍庫機件故障而使得冷凍庫裡的食品壞損，此損失是屬於：
自然性的直接損失 社會性的直接損失
自然性的間接損失 社會性的間接損失
那一種保險是保障被保險人因職務執行或專業服務不當，以致第三人之人身或財物損害的賠償責
任損失？
公共意外責任險
產品責任險
專門職業責任險
保證保險
代位求償權是基於下列那一個原則？
損害補償原則
誠信原則
大損失原則
大數法則
有關巨災債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一種風險理財的工具
是一種保險證券化商品
是一種風險移轉的方法
是一種專屬保險
對於財物有保險利益之人，下列那一種不能列為被保險人？
所有權人
使用人
管理人
債權人
責任保險主要是補償被保險人的何種項目？
懲罰性賠償金與法律費用
補償性賠償金與懲罰性賠償金
補償性賠償金與法律費用
補償性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與法律費用
有關財產保險對財物之價值評估，下列何者錯誤？
自用房屋建築物的評價通常採用重置成本
一般動產評價通常採用實際現金價值
實際現金價值是指重置成本扣除折舊
重置成本法較符合保險的補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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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核保循環（Underwriting cycle）中的硬市場（Hard market）與軟市場（Soft market）的敘述，
何者正確？
在硬市場下，保費高，核保嚴格，保障不易取得
在軟市場下，保費高，核保嚴格，保障不易取得
在硬市場下，保費高，核保寬鬆，保障容易取得
在軟市場下，保費低，核保嚴格，保障不易取得
風險偏好者通常只有那種情況下較會有保險的需求？
風險愛好
風險中立
風險趨避
風險中立與風險趨避
有關風險管理工具的敘述何者錯誤？
損害防阻可降低損失頻率
分散化是一種風險控制的方法
保險是一種風險移轉的方式
風險自留都是非計畫性的，是較不好的風險管理工具
有關純粹風險（Pure risk）與投機風險（Speculative risk）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財產與責任風險都是純粹風險
保險通常是針對純粹風險提供保障
避險通常是針對投機風險
純粹風險可能有損失或利得的機會
有關保險利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保險契約成立不一定要有保險利益存在
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必須存在損失發生時
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必須存在契約簽訂時
保險利益的目的在減輕逆選擇問題
有關責任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保障主要是針對非故意之侵權行為造成第三人損害的賠償
保障主要是針對故意與非故意之侵權行為造成第三人損害的賠償
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採無過失責任
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採推定過失責任
有關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甲、乙、丙式之敘述何者正確？
都是特定危險事故保單
都有自負額規定
理賠範圍皆含救護費用、拖車費用與修復費用
僅甲式有自負額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單承保的危險事故可以是特定危險事故或概括危險事故
乙式與丙式車體損失險為特定危險事故保單
在特定危險事故保單，被保險人須負責舉證，才能獲得保險理賠
在概括危險事故保單，被保險人須負責舉證，才能獲得保險理賠
下列何者是財產與責任保險的屬性？
通常是損害補償保險
通常是定值保險
保險利益必須存在保險契約簽訂時
被保險人可以變更
下列有關大數法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樣本數越大時，樣本平均數越集中，樣本平均數與母體期望值有顯著差異的機率越小
樣本數越小時，樣本平均數越集中，樣本平均數與母體期望值有顯著差異的機率越小
樣本數越大時，樣本平均數越集中，樣本平均數與母體期望值有顯著差異的機率越大
樣本數越大時，樣本平均數越不集中，樣本平均數與母體期望值有顯著差異的機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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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與逆選擇無關？
資訊不對稱
保險人不了解被保險人投保後的行為
保險人不了解被保險人投保時的危險特質
無法危險分類
下列那一種風險適合採用保險的方式？
損失頻率高，損失幅度大
損失頻率高，損失幅度小
損失頻率低，損失幅度大
損失頻率低，損失幅度小
針對企業停業行為，下列何者是財產風險管理中必須重視的？
因為企業機器疏於保養無法運作以致停業
因為一例一休政策實施，為節省人事費用，決定公司星期六不上班
因員工得到新冠肺炎，以致公司需停業 14 天
因企業漏開統一發票被查獲以致停業
有關公司設置風險管理部門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風險管理部門最好與企業一般部門（例如：生產、行銷、人事、財務等部門）同等級
設置風險管理部門之後，企業所有的風險皆由風險管理部門負責
風險管理部門不只是公司風險管理政策的推行者，也是監督者
風險管理部門在企業中以利潤中心的方式營運
要不要開放日本核災農產品進口，政府需要與民間進行風險溝通，下列何者不是風險溝通的目
的？
讓民眾了解風險
協助民眾克服心中的恐懼
改變民眾的態度和行為
為政策做背書
下列何種事件不屬於公共風險管理的範疇？
工廠內部發生大火，機器設備毀於一炬
工廠排放的汙水汙染河川
工廠任意丟棄廢棄物
工廠有員工感染新冠肺炎卻不停工
下列那些是責任保險必須理賠的範圍？①企業刻意竊取競爭公司的商業機密使競爭公司發生損
失，而做出的賠償 ②賠償顧客因商店設計不當而發生意外傷害的損失 ③因企業火災而使隔壁
企業受波及，對隔壁企業營業損失的賠償
①②
①③
②③
①②③
保單設定自負額是指保險契約中約定，當保險事故發生時，其損失金額的某一特定金額或百分比，
由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自行負擔。下列何者不是企業購買設定自負額保單的好處？
可以減少小額理賠案的處理成本
可以讓企業加強損害防阻的措施
可以增加企業承擔損失的能力
可以降低保險費
綜合保單是指承保範圍採取除了不保事項之外均予承保的保單，下列何者不是企業購買綜合保單
的優點？
可以簡化投保手續
可以避免因投保多張保單而發生承保範圍重疊的情形
較容易做好保單管理
通常綜合性保單比列名式保單的保險費便宜
企業有鑑於新冠病毒的蔓延導致企業的獲利大為衰退，應規劃投保何種保險？
財產保險
營業中斷保險
責任保險
人壽保險
下列何者不是可保風險的必要條件？
風險之成本必須是金錢可以估計
受此風險的對象數量必須有限
損失金額必須可以確定
損失事故之發生須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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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屬於家庭責任保險的事故？
火災燒壞家具
火災延燒到鄰居
家犬咬傷送信的郵差
陽台的盆栽掉落打傷路人
定期保養汽車，是那一種風險管理策略？
風險避免
風險控制
風險移轉
風險自留
有關企業與家庭財產風險管理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企業可將面臨的風險做分類，家庭則不適合
企業重視風險知覺，家庭則不重視
企業可依生命週期做風險規劃，家庭則不適用
企業可以專屬保險的方式做風險規劃，家庭則不適合
甲乙兩人發生汽車追撞事故，經鑑定，甲有過失，乙無過失。則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下列何
者正確？
只有甲可以獲得賠償
只有乙可以獲得賠償
甲及乙皆可獲得賠償
甲及乙皆不能獲得賠償
有關家庭地震風險管理策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包括風險控制策略和風險理財策略
保險是移轉地震風險的一種方式
以租屋代替購屋是移轉地震風險的一種方式
如果評估後認為地震造成的損失不大，則可以選擇風險自留的方式，不做任何地震的風險管理
下列何者不適合用保險的方式移轉風險？
事件的結果可能有損失也可能有獲利
事件所導致的損失可以被預測
事件導致的損失幅度不會過大
事件導致的損失幅度不會過小
下列何者屬於企業風險理財的具體措施？
購買商業保險
以平衡計分卡衡量績效
簽訂含有實質選擇權的契約
購買火警警報器
有關風險管理績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風險管理的績效不易衡量，以致其功能與地位沒有受人肯定與認同
評定風險管理的最佳標準是同時注重成果與所做的活動
風險管理人對組織的貢獻在損失嚴重時會顯得更有價值
風險管理的績效標準，可以任意修改
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以承保自己企業集團所需的各種保險，符合下列那種情形？
以組織內部的資金償付損失
以組織外部的資金償付損失
借錢來償付損失
使用損失準備金償付損失
關於超市可能發生大火的危險事故，最好的因應策略是：
避免
損失抑減
承擔
保險
有關風險管理與其他管理的範圍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風險管理的範圍比一般管理大
風險管理的範圍比保險管理大
風險管理的範圍比安全管理大
風險管理的範圍比危機管理大
下列那些項目屬於因發生車禍受傷住院所需計入的風險成本？①車子修理費 ②無法工作損失
的薪資 ③保險費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②③
①②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