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風險管理服務協會 

2022年第 2期風險管理師及風險顧問證照考試試題卷 
認證類別: 風險管理師(TRM)              認證科目: 風險管理(RM) 

考生作答前，請先填寫答案卷『准考證號』並確認『應考類別』與『考試科目』 

 

一、選擇題(25題，每題 2分) 

1. 風險(risk)與危險(danger)核心差異在於: 納管對象與範圍 機率應用 風險

評估 處理方式  A.   B.  C.   D. 。  

2. 風險因素與危險因素有何不同:  歸因 正負面範圍 與科技相依 面向   

A.   B.   C.   D. 。                 

3. 2022全球十大風險排名，哪一個是最大風險: A. 俄烏戰爭 B. 零 Covid的幻覺  

C. 寡頭操控 D. 環境風險。                                  

4. 俄烏戰爭風險是一種: A. 災難風險 B. 極端風險 C. 系統性災難風險 D. 毀滅

風險。 

5. 負面風險鏈依序包括: 損失 資產 危險因素 危險事故 A.    

B.   C.   D.。 

6. 風險管理系統模組，包括依序: 組織、規劃、配置 政策、策略、目標 

執行、監控稽核 風險移轉 A.   B.   C.   D. 。 

7. 政府建置「國家風險中心」，獲得效率與效能，包括: 整合跨部門風險治理  

檢視跨部門風險溝通 總控跨部門風險監理 縮小跨部門風險問責 預知

可控的風險且看得見未來 A.   B.  C.  D.。 

8. 從 101條風險管理準則第 3條「勿冒你無法承擔的風險」需關注: A. 風險評估 

B. 風險衡量  C. 可能最大損害  D. 最大損害。                 

9. 從 101條風險管理準則第 4條「勿因小失大」需關注:  A. 風險評估 B. 風險

衡量 C. 風險移轉方法  D. 風險移轉成本與效益。 

10. 從 101條風險管理準則第 12條:可靠數據庫在風險管理流程的哪一步驟最為關

鍵:  A. 風險辨識 B. 風險分析  C. 風險衡量  D. 風險評量。       

11. 區塊鏈帶來效益賦有: 第三方管理 保存記錄 降低運營風險 增進安全

交易 A.   B.   C.   D.     

12.大數法則的效果為何會受限: 曝露單位有限 風險難測 同質難求 道德危

險干擾 A.  B.  C.    D.               

13.道德危險因素(moral hazard)與心理危險因素(morale hazard)對損失頻率與損失幅

度的影響是: A. 前者:高且大 後者:低且小 B. 前者:低且小 後者:高且大 C. 前

者: 高且小 後者:低且大  D. 前者:低且大 後者:高且小。      

14.風險管理師或風險長面對重大意外事件與受損的經驗，首要透過何種方式協力

董事會作長期決策的規劃:  A. 依循董事會指示 B. 調動人員與資源 C. 提供風

險評估結果並與相關主責部門合作 D. 由內稽人員處理。            

15.帶領與支持組織風險管理流程特定議題的人，可稱  執行長  風險管理師 

財務風險稽核長  風險倡議長 A.   B.   C.   D.    

16.當方案進行風險決策時，哪一類的決策者常以預期成本與預期效益作比較:   

   風險中立者 風險喜好者 風險趨避 風險偏好者 A.   B.    

   C.   D.    

17.風險辨識(risk identification)是需具有何行動:  理解風險本質 決定風險等級

發現認知風險 描述風險結果 A.  B.   C.   D. 。 

18.從 ISO31000風險管理原則與指引對風險管理的詮釋，重點在於 組織 指導 

控制 協調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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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當代勞工場域以建構數位風險管理的首要基礎是:  A. 情境辨識系統 B.人機工

程學 C. 虛擬情境 D. 風險科技                                 

20.增進地上軌道交通安全數據收錄與預防性分析是: 機器人 儀表板 無人機  

遠端遙控 A.  B.   C.   D. 。      

21.當今雇主責任風險，未包括:  碳排放  產品安全  廢水處理  電商平台

破壞 A.   B.   C.   D. 。     

22.風險控制方法有何項: 商模轉型 戴口罩 資金留存 倉儲配備 A.  

B.   C.   D.                                       

23.風險理財方法有何項:   共乘車輛  使用電動車  能源投資  購買保險 

A.  B.   C.   D.       

24.直接損失與間接損失的關聯是:  A. 項目 B. 主附 C. 大小 D. 無關聯   

25.環境-社會-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概念，是聯合國於 2004 

年發布《Who cares wins》首提報告並強調: ESG對組織(尤是企業)的長期財務表

現有所影響，並認為經營者或投資者應基於: 社會責任 企業風險管理 碳

與水管理 風險治理 A.  B.   C.   D.   

 

二、申論題(5題，每題 10分) 

 1. 從 ISO31000風險管理準則與指引，請詳述其 11大原則。 

 2. 試就組織圖揭露風險管理委員會與風險管理部門之隸屬與權責有何差異，並說 

明風險管理人員或風險管理師的職責為何? 

3. 面對戶外場域舉辦大型群聚活動(特定節慶、演唱會或鬧窄街巷等群聚)可能所 

致的公眾意外風險，試問風險管理人員或風險管理師如何改善與實踐該活動的

「風險管理流程」與揭露推廣公眾群聚自我風險管控，請舉一例說明。 

 4. 試就純粹風險(pure risk)與冒險性風險(speculative risk)的意涵並舉出五個例子。 

 5. 何謂實際價值(actual value; AV)，請說明其計算方式?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