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保全業之風險管理 

本章將探討保全業之風險管理應如何進行，台灣地區的保全業者截至目前並

未有風險管理部門及風險管理機制，賣「安全」的保全業，應比其他產業多一份

危機意識，本研究試圖讓業者更清楚了解，風險並不可怕，並且是可有效控管的；

除了買保險外，還能做些什麼？以下將有詳細說明。 

風險管理包括有下列五大步驟：風險辨認（Risk Identification）、風險衡量

（Risk Measurement）、風險工具選擇（Risk Selection of Tools）、風險執行（Risk 

Implementation）、風險檢討（Risk Review）。簡稱為 I.M.S.I.R風險管理程序循環

圖，如（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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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風險管理程序循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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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是指風險的預期、認知與評估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某種作為，企

圖移除風險或減少潛在的損失至可接受的程度。因此，風險管理有時亦稱為預防

損失管理（Loss Prevention Management）。 

隨著網路與科技不斷的演進，及通訊快速的成長，資訊保全將會取代傳統保

全，不論置身何處，都可能面臨「安全」的衝擊，更遑論肩負經濟發展脈動的各

企業公司。安全，是利用主動或被動的各種方法，用來保護或保存一個特定環境，

使其在組織內或社會內的活動不受干擾的進行，一般認為的「保全」概念還不夠

主動，能夠事先的預防並針對安全問題進行風險評估與管理計畫，才是真正主動

的安全保護措施。 

一般來說，企業追求安全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幾點：  

一、保護企業資產之完整 

二、將可能發生的損害降到最低  

三、使投資報酬及事業機會最大化 

四、確保企業永續經營  

但要真正瞭解企業安全管理前，還是必須先探究最基本的「風險管理」概念。

風險管理可分兩部分，一是「動態風險」，指財務、策略上等的誤判損失；一是

「靜態風險」，也就是天災人禍、犯罪行為（電腦犯罪、仿冒）等。而瞭解風險

管理的定義之後，還要進行更重要的「風險評估」動作，不過，由於每一個產業

領域需要考慮的資產不同，也導致後續的風險管理動作，必須針對不同領域而有

所修正，以醫院與航空為例，醫院最重要的是把病人醫治好，例如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疫情在台灣造成全國人民恐

慌，甚至全世界的關注與不安。而航空業最害怕的莫過於飛機失事與劫機等飛航

安全事件。所以不同領域間雖然還是有共通的安全管理原則，但是對任一產業而

言，還是有他們最害怕的「致命點」，一旦受到危害將造成無法彌補的嚴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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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風險辨認（Risk Identification） 

所謂風險辨認或認知，係風險管理之首要步驟，亦為風險管理人員最困難之

工作，因為要知道如何對風險為適當之管理，首先必須認知企業潛在之各種風

險。而風險分析是要讓企業公司警覺其風險所在，以及儘可能的明白其對公司營

運所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風險分析往往依賴「安全調查」（Security Survey）為

之，其結果是風險維護政策（Risk Protection Policy）之依據，依照其重要性、成

本等而擬出各種風險維護政策。例如：風險消除、風險減少、風險擴散、風險轉

移或風險接受或其綜合等。風險管理計畫則說明是要消除風險或減少風險(到何

程度)、是否需人員的訓練、保險、責任的分攤及管理、協調等。追蹤與評估是

要確保在風險與投資以減低風險之間取得一合理平衡。而新的風險也有可能會產

生（如 SARS的威脅），舊的風險則有可能變得較不嚴重。因此，每一組織內的

安全措施均應定期檢討。 

於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及第二節第一項中，本文分別敘述了保全業的風險來

源及保全調查分析的基本原理，現在則依據前述的風險管理程序循環理論模式，

來探討台灣保全業之風險應如何辨識與確認，如（圖 4-2）所示。 

保全業之風險來源管理圖，可分成四個層面： 

中央圈：緊急應變中心，鑑於保全業之重大事故對公司形象與損失傷害至鉅，為

減少重大事故之衝擊，特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之機制，以臻事工。 

第一圈：保全公司主管人員及其所應擔負的責任範圍。 

第二圈：損害防阻措施，代表公司不同部門所做的預防或保護措施，包含緊急應

變計劃（管制中心、中繼站、通訊設備損害）、防颱救災應變動員辦法

（颱風、水災、土石流、火災、地震、停電）、整體安全計劃（運鈔車

被劫、重大金融竊案、炸彈威脅、VIP客戶遭脅迫綁架），及法規上等

防範措施。 

最外圈：風險來源，表示一個公司之外部與內部之環境風險，在細分為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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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為因素之危險來源，足以影響保全公司的風險，但每一公司的風險

均不相同。 

下圖主要在說明風險來源存在區域以及負責單位人員，及如何組成緊急應變

中心，並藉此圖確認風險之所在，在危機來臨時能有效啟動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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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保全業之風險來源管理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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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保全調查」的定義為一種重要的現場檢查與分析（如對工

業廠房、企業、住家或公共私人機構之現場檢查與分析）以查明目前保全狀況，

辨認是否有缺陷或過度防護，決定需要的保護，與提供建議如何改善整體保全，

而保全調查是否重要乃依所可能發生威脅的衝擊程度而定。企業之保全方案常係

建立於既有建築物的實體設計特性，乃因建築物的設計特性可能增加或降低員工

與顧客偷竊的能力和機會，因此整合建築物內各障礙系統、偵測器材和門禁管制

系統，將可確保大幅降低或甚至消除其盜竊機會與能力。在做出正確的決定以

有效地實施此種整合前，必須徹底地了解目前的保全方案係如何運作，保全

調查便提供了這種工具，保全調查可能針對建築物的不同觀點，常包括建築

物所在區域與鄰近的商業情況，建築物設施，出租範圍，或如政策、步驟和

設備等保全作業的詳細說明；保全調查亦可作為特定事件或所發生保全問題

的調查工具；此外，亦可在保全人員間從事意見調查以測量他們的士氣，以

及找出他們對整體保全方案的效果與應用某些步驟與設備的看法。 

將安全目標與責任定義清楚，並且成立組織去執行之後，接著找出哪些地方

可能發生損害，然後研擬出適當的對策，這個研究的程序就叫做「風險分析」，

毫無疑問地，這是將安全整合到组織內以發揮完整功能的觀念。「安全調查」則

是這些整合後工作中的一項重點，也就是找出問題可能發生之處的方法。 

整合性的安全功能，可以跟其他比較有限的安全反應機制做個比較，例如：1 

1. 單一式安全：只靠一種方法來維護安全，如設置警衛。 

2. 散點式安全：需求増加時才逐漸増加防護方法，並沒想到整合的計畫。 

3. 被動式安全：只對特定的損害事件做反應。 

4. 套裝式安全：設立標準的安全制度（設備、人員、或是兩者具備）跟特定的

威脅並沒有關係，只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或是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套

裝制度可以處理任何的問題，這就像是診斷出疾病就服成藥，期待以全效性

                                                 
1 李振昌編譯（2002），企業安全管理完全手冊（上），臺北：紐奧良文化，譯自 Robert J Fischer,Gion 

Green / Introduction to Security，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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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殺死病人身上所有的病菌。 

但值得注意的是，整合或是制度化的安全措施並不一定就是唯一的解決之

道，對很多的小公司，尤其是對損失有限或是比較容易防護的公司而言，可能只

要一把好的門鎖加上警報系統就巳足夠，或是再加上雇用外包的巡邏警衛即可。 

不過，隨著公司的成長，損失可能性増加且狀況日益複雜，以單一方法保護

公司的效果就會降低，因此必須採用整合性的安全措施，如果不是採取單一式、

散點式、反應式或是套裝式等安全模式，就應該根據整體的潛在的風險來規劃，

建立整體性安全模式，換句話說，即係為了防止犯罪、意外或是天然災害所設立

的防護系統。而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的首要步驟，就是辨識及確認出各種威脅，公司花費許多金錢蓋建

築物及保護資產與人員，投入研究發展的經費，都是為了未來著想；而投入損害

阻抑的錢，其目的是為防止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雖然這兩種投資都涉及到風

險因素，但是投資產品花費可望賺取更多的錢，所以這種風險看來有趣多了。不

過相對的，資產損失的風險郤常被忽視，或是被認為是難以避免，即使找出有些

特定風險存在，風險控管人員卻喜歡以風險理論來計算，賭是否發生的機率。在

這過程中，經常被忽視的往往就是「風險」本身，不過，最近企業界巳經注重安

全風險的潛在影響，其解決的辦法有二：（1）投資在損害抑阻技術上，以及（2）

風險管理工作，這兩者應該是互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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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風險衡量（Risk Measurement） 

本節將敘述保全業之風險應如何衡量評估，前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已敘述過

保全業之分類及保全人員之分級制度，皆因無具體之量化數據可佐證，故僅參考

國外之文獻加以探討。 

安全之評估工作往往於事後才知道嚴重性，事前之可能性並未加以重視，以

下將試圖以風險衡量之角度來檢視保全業之各項評估工作。 

第一項  風險之嚴重性與可能性 

一、風險發生之嚴重性 

保全公司對風險分析最重要的是安全問題，不能僅看可能性。例如，確定有

人會從公司的餐廳偷錢，可是比起有人可能竄改公司存貨，採購與訂單的軟體，

即使可能性不大，兩者的嚴重性（Criticality）還是不能相提並論。安全控管人員

利用嚴重性的原則，來判斷各弱點應注意的程序，嚴重性是以造成損害的金額來

計算，這個概念也可以擴充到地區或是業務的重要性，損失的金額不只是損害本

身，還包括以下的部分：2 

（一） 重新購置的費用 

重新購置的費用包括採購成本、運送費用、裝置費用以及裝置時必

備的材料，再加上其他間接費用。 

（二） 臨時替代品 

主要的花費是臨時替代品，以電子資料處理設備為例，如果電腦主

機被破壞或是被火燒毀，可能必須租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來處理資

料，或是與電腦公司或其他公司分時段借用。臨時替代方案之費用

也應該考慮進去。 

（三） 業務停擺 

業務停擺亦為可能之損失。比如電腦無法運作，因此無法繼續營業

                                                 
2 Robert J. Fischer, Gion Green ，企業安全管理手冊（上），台北：紐澳良，2002年 3月，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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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損失。此外，這項損失可能還包括人員閒置時的薪資，這

得看各公司與工會的規定如何。 

（四） 利率損失 

利率的損失，因為公司資金放定存或是其他投資，為了支付上述費

用因而提出所造成的利率損失。 

（五） 保險費率改變 

損失頻率的高低與保險費率成正比，風險係數與保險費將隨著損害

發生而提高。 

（六） 市場優勢喪失 

由於遭受破壞，工作停頓等因素，造成產品市場優勢喪失之損失。

如果消費者買不到產品，就會選擇其他的品牌，可能就此流失顧客。 

嚴重性是很重要的概念，安全控管人員應該有所了解，企業主通常考慮成本

利益，如果安全的花費超過可能損失的金錢，那就不大願意花錢在安全上，許多

安全控管人員不知道嚴重性其實超過損害所造成的直接損失，所有這六項損失都

要計算在內，才能顯示嚴重性如何。 

二、風險發生之可能性 

透過安全調查或是作業找出各種弱點之後，就要判斷損害發生的可能性

（Probability）。例如，假設有個弱點是業務機密遭竊，在這個大項目之下有許多

小弱點，包括員工流動或員工疏忽造成研發資料外洩等等。企業的安全經費是否

應該用於防止這種損害呢？應該先評估可能性再做決定。這種事情是一定會發生

或是不太可能發生？安全控管人員在遇到許多不同的問題，必須決定那些問題要

立刻處理。可能性是事件發生的機率問題，是否能以以數學公式算出機率以降低

安全風險？要精確計算出機率，必須將各種主觀的安全方法化成數據，目前仍無

法做到。 

最好的方法仍然是以主觀的方式來判斷可能性，此種決策應該根據實體弱點

的研究資料，像是空間關係、位置、結構；此外也要考慮到程序尚有何種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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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前的歷史，有沒有任何產品成為目標？目前的竊盜手法如何？竊賊是否知

道如何破解目前的安全設備？稍後將討論各種實體安全設備，其各有優點，而最

大的問題是在想要犯案的人還是會設法破解各種安全設施。 

三、嚴重性與可能性的弱點矩陣3 

嚴重性與可能性都是主觀的，不過還是可以定出高低次序，詳參見(表 4.1)。

以嚴重性與可能性的高低次序，再加上各種弱點（Vulnerability）組合成的矩陣，

就可以將安全風險化成數據，決定哪個風險值得優先處理。雖然有些區域可能顯

得比較重要，但是經過分析之後，其他地區的嚴重性超過當初所想像的。 

 

表 4-1   嚴重性與可能性的矩陣表 

嚴重性 (Criticality) 可能性 (Probability) 
A.毀滅性的 1.幾乎可確定 
B.非常嚴重 2.高度可能 
C.相當嚴重 3.相當可能 
D.嚴重 4.有可能 
E.比較不重要 5.不太可能 
F.不知道 6.不知道 
資料來源：Richard J. Healy & Timothy J. Walsh《Industrial Security Management》

(New York：America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71),p.17 

     

利用表 4-1的方式，以嚴重性英文字母與可能性數字賦予每個弱點區域一個

等級代號，作為風險衡量之判斷依據。例如，A1表示嚴重性是「毀滅性的」；而

可能性是「幾乎可確定」，每個區域以相同的方式給予代號分級，通常是以嚴重

性為最重要的因素來劃分等級，如：A1、A5、B2、B4、C1、E1，唯一的例外是

F【表示嚴重性不知道】，以及 6【表示可能性不知道】。如果安全控管人員無法

判斷某一項目的嚴重性與可能性，應該先假定其嚴重性屬於 A－毀滅性的，可能

性是 1－幾乎可確定，以免誤判而遭受無妄之災。 

                                                 
3 同前註，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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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全業之風險等級分類 

保全業之分類分級制度已於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敘述過，本文是從安全角度

與危險程度考量，保全業及從業人員之風險來源的嚴重性與可能性加以整理分等

級，嚴重性共分成六級A、B、C、D、E、F，可能性亦分成1、2、3、4、5、6

六級，危險等級依序為A1、A2、A3、B1、B2、B3⋯⋯⋯F4、F5、F6，但F6為

不可預知之狀況較為特殊，從安全考量應規列為A1等級（詳如表4-2）。 

例如：電子保全A1代表在「其他時間」時毀滅性的幾乎可確定，因為「上

班時間」非警戒時段，故風險降低至D3－嚴重相當可能。駐衛保全卻剛好相反，

「其他時間」為D4，「上班時間」則上升為A2，因駐衛保全下班後就改由電子

保全來服務執行任務，其他保全在「其他時間」時為B6－代表非常嚴重不知道，

此乃因因其他保全本身之類別細分不甚明確所致。此外，每家公司對危險程度及

風險之承受度不一，故該表之級數可依照本身之需求加以調整，以達到安全之可

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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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嚴重性與可能性的等級評估表 

嚴重性 (Criticality) 可能性 (Probability) 
評估項目 

上班時間 其他時間 上班時間 其他時間 

電子保全 D A 3 1 

駐衛保全  A D 2 4 

運送保全  C B 1 2 

人身保全  B C 1 2 

保
全
類
別 

其他保全  B B 2 — 
重大金融竊案 B A 2 1 

運鈔車被劫 A A 1 1 

地震 B B 1 1 

颱風 B B 1 1 

水災 B B 1 1 

管制中心  A A 3 2 

金庫中心 A A 2 3 

經理辦公室 B C 2 4 

訪客接待處 D D 2 4 

風
險
來
源 

員工餐廳 C E 1 — 
建議分類等級次序 

電子保全 上班時間 D3 
電子保全 其他時間 A1 
運送保全  上班時間 C1 
運送保全  其他時間 B2 
其他保全  其他時間 B- 
重大金融竊案 其他時間 A1 
運鈔車被劫 其他時間 A1 
颱風 上班時間 B1 
颱風 其他時間 B1 
管制中心  上班時間 A3 
管制中心  其他時間 A2 
經理辦公室 上班時間 B2 
經理辦公室 其他時間 C4 
員工餐廳 其他時間 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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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險工具選擇（Risk Selection of Tools） 

    經過風險經辨認與衡量的步驟後，下一個階段即為考慮處理各種危險所應選

擇之方法或工具（Selection of tools）。風險工具選擇主要為決策問題，即決定採

用何種方法，以處理企業所面臨之各種危險，達成風險管理之目標。前節已就風

險的嚴重性與可能性加以探討，在已找出安全問題且依照其重要程度給予分級之

後，保全公司之風險管理專業人員就要決定如何處理。 

風險管理策略之選擇可分為兩大類：一、風險控制（Risk Control）二、風

險理財（Risk Financing），每一項策略又可細分為多種選擇，在此階段中乃是就

各種不同之策略依風險之大小，在成本和效益之比較分析下，選擇最佳之策略或

組合，故此步驟可說是風險管理核心之所在。 

第一項  風險控制（Risk Control） 

風險控制之主要用意在於「減少損失」，其策略係指專門設計用來使事故之

損失頻率或幅度趨小的風險管理策略，以及使損失更可預測的風險管理策略。易

言之，風險控制策略包括風險趨避、損失防阻、損失抑減、損失風險標的之隔離、

及設計用來保護組織免於向他人支付損失賠償的契約性移轉。4 

一、風險趨避（Exposure Avoidance） 

    風險趨避為完全消除任何損失的可能性；其作法為放棄任何會遭致損失風險

的活動或資產。 

二、損失防阻（Loss Prevention） 

    損失防阻的目的是要減少一特定損失的頻率（Frequency）。 

三、損失抑減（Loss Reduction） 

    損失抑減的目的是要降低一特定損失的幅度（Severity）。 

四、損失風險標的之隔離（Segregation of Loss Exposures） 

                                                 
4 George L. Heard, Stephen Horn II, Essentials of the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Volume I, Insurance 

Institute of America, 1985,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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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策略乃是一種不會使事故波及全體的策略，簡言之，預先把組織的活動

與資源予以有計畫的安排，使單一事件不會同時波及整個全體或同時造成整體的

損失。 

五、風險控制之契約性依轉（Contractual Transfer for Risk Control） 

風險控制的最後一個策略就是以契約方式將資產或活動的風險予以移轉給

他人來承擔，至於移轉者與被移轉者間的損失風險分配，則須依契約條款而定。

應注意的是，風險理財的契約移轉，只是損失財務負擔之移轉而已，而風險控制

的契約移轉，除了損失財務負擔外，尚包括負損失的最終法律責任。 

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對保全業之風險來源與其安全措施，針對損害抑阻已有

詳細說明，於此茲不贅言。。 

第二項  風險理財（Risk Financing） 

風險理財意旨在「彌補損失」，凡風險控制無法完全防止的損失，就須採用

風險理財策略予以配合5。風險理財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自留（Retention），即用以償付損失的資金係源自組織的內部；自留風險就

是沒有保險，算出最後自己所能承擔的可能損失後必須自行承擔損失。本文

認為， 

二、移轉（Transfer），即用以償付損失的資金係源自組織的外部，移轉風險通常

是指以保險方式免除公司的風險負擔。 

其操作風險決策原則有幾種方法：規避風險、降低風險、分散風險、自承風

險以及移轉風險。 

規避風險是除去風險以消除問題。可以將責任轉移到其他地區以規避風險，

例如，S公司製造感知器，有安全上的問題。為了規避這風險，S公司將製造過

程外包給其他更適合處理這類產品風險的公司。 

降低風險是在無法規避的情況下設法降低安全問題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例

                                                 
5 鄭燦堂，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臺北：五南，民國 84年 9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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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根據安全調查分析，安全控管人員認為 T公司財務辦公室損失金錢的風險

很高，因為出入沒有管制而且沒有警報設施，其實此種風險可以降低，只要禁止

閒雜人等進出，並且裝設警報設施；但此種風險無法完全消除，因為有心要去偷

錢的人總是會找出方法。 

分散風險是將程序或作業分散，因此一個地點的安全問題不會造成完全的損

失。假設 S公司生產微晶片，損害的風險很高，可以將一些零組件外包給其他公

司，或者是由 S公司其他地點的工廠生產。 

自承風險就是沒有保險，算好最後自己可以承擔可能發生的損失，本文認

為，在所有的方法中，除了做好安全措施之外，購買保險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移轉風險通常是指以保險方式免除公司的風險負擔。 

前三項規避風險、降低風險、分散風險屬於風險控制，用損害防阻措施取代

保險；而後兩項自承風險及移轉風險屬於風險理財，利用購買保險方式來替代風

險，晚近有“新興市場”之出現(Alternative Market)。由於單一的保險市場無法充

分提供此等解決方式，此等新興市場之技術有些可從傳統保險市場獲得，透過直

接保險或是再保險方式運作﹔另外則是為從特別設立之組織獲得此等新興技

術。事實上，若干新興技術是由“非保險市場”─即被保險人本身─所提供，此

係指被保險人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以取得傳統保險人之服務與再保險。 

另一項用來界定此等新興技術之專業用語為“進階風險管理技術”

(Advanced Risk Management Technique)。此項用語意味著此等技術係以風險控制與

風險理財技術為基礎，但其安排更為廣泛、複雜，更能適合因應個別組織之獨特

情境。進階風險管理技術形式上具有許多變化，從非正式的、無財務支援計畫到

完全監理之保險機構皆可涵蓋。大部分的進階風險管理計畫都會牽涉到相當的程

度的風險自留─自己承擔部分或全部損失而不將風險移轉給保險人或他人。 

目前新興市場之業務規模約佔美國商業保險市場三分之一，及全球保險市場

四分之一。新興市場在保險市場循環處於「艱苦」（Hard）時擴展非常迅速，但

是市場一旦變回「寬鬆」（Soft）時，其業務成長則相形緩慢。許多離開傳統市

64 



場之組織不願回頭，或是若干傳統市場之賣方亦不願去找回那些已經脫離傳統市

場之買方。 

簡而言之，風險經辨認、衡量後，就必須進行工具選擇（Selection of Tools），

工具可分成兩項：一、風險控制，二、風險理財。前項可用損害防阻及安全措施

加以控制，後項又可分成下列兩種風險管理技術：一、傳統保險市場（Insurance）

二、非保險市場（Non-Insurance）。 

一、傳統保險市場（Insurance） 

    即個別經濟單位將可能遭遇損失之風險，藉由購買保險契約的方式，移轉由

專業的保險經營者來承擔。風險管理人在選擇以保險做為風險處理對策時，

除須考慮自負額(Deductible)的設定外，應注意下列幾點： 

1. 保險範圍的選擇 

保險範圍可分為必要的、重要的與無關緊要的。 

(1) 必要的保險範圍 

是因法律規定或銷售契約的約定，如勞力保險、全民健康保險、產

品責任險等均是。 

(2) 重要的保險範圍 

   因其風險事故的發生將攸關家庭或公司財務之安全性，其保險購置 

為一項重要的財務規劃。如重要人員的死亡保險，廠房設備的火災

保險等均是。 

(3) 無關緊要的保險範圍 

其保險購置則非迫切性，如子女教育年金保險或商業的健康保險。 

2. 保險人的選擇 

風險管理人在選擇保險人時，必須考慮下列幾點： 

(1) 保險人財務的健全性 

(2) 提供風險管理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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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單條件及保險價格高低 

3. 承保條件的協商 

       承保條款除在標準保單的基本條款外，可與保險人協商選用批單(Riders)

或批註(Endorsements)以符合所需。 

4. 對相關員工告知承保範圍 

       以便在出險辦理理賠時，能配合保險人以確定保險責任，及保留或檢具

索賠所需之資料。 

5. 定期檢討保險計劃 

保險計劃應隨風險情況的變化，及歷年的損失經驗，定期檢討其經濟性

與適用性。 

    保全業如何應用保險以移轉風險，在本文第五章中將有詳細之詮釋。 

二、非保險市場（Non-Insurance）6 

    若干風險管理之問題必須藉助傳統保險以外之方式解決，下列進階風險管理

技術（Advanced Risk Management Technique），共分成五種類別： 

1.  自我保險（Self-Insurance） 

在進階風險管理技術中，自我保險係指具有風險之實體有計畫的自留風

險。因此，自我保險係一種自留方式，且專指有意識之自留而言。 

簡單之自我保險計畫可以如同一個組織就其車隊並無安排財產損害保

險，僅由現金流量支付可能發生之修復費用。另一方面，自我保險計畫，

也有可能如同保險單及損失準備計畫般具有冗長且詳細之文件，並包含

精算上之預測。 

同樣的，損失處理之複雜程度不一，端視自我保險之風險態樣而定。很

少有組織擁有完全自留其風險的能力。因此，自我保險計畫常使用溢額

                                                 
6 Donald S. Malecki & Arthur L. Flitner, Commercial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PCU, 5th e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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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Excess Insurance)去涵蓋超過該組織之自我保險計畫的損失。有獨

特之商業市場，專門提供各種不同溢額保險給採取自我保險之組織，以

保障其財產、責任及勞工補償風險。每一保險人皆有其自己之保單型

式，彼此之承保範圍與保險條款常有實質上之差異。 

溢額保險之中，在自我保險計畫中最普遍使用之形態就是「特定溢

額保單」 （Specific Excess Policies）、「累積溢額保單」（Aggregate Excess 

Policies）以及綜合此二者之保單。自我保險之優點及缺點可歸納如下： 

優點： 

(1) 減少成本。保險人所要求之保費包括了：全部損失成本、保險人費

用、稅負及利潤，而自我保險成本僅有損失成本及損失調整成本。

自我保險減少了所有交易成本，如保險人利潤、行銷的佣金及州保

費稅。 

(2) 提高損失支付上之現金流量。傳統上，保險人都會在損失發生前收

集保費，通常在保險期間一開始便收取。在保費收取後，被保險人

之損失可能在數月或數年後仍未支付。自我保險使得該組織可以利

用控制損失準備金，直到實際支付損失時止。 

(3) 更加重視損失控制。自我保險組織可能會對於損失的控制更為積

極，因為管理者瞭解損失支付係出自於該組織之資產，而非保險公

司。 

(4) 促進對賠案的控制。在發展賠案計畫之時，自我保險容許有較大的

彈性，該計畫得依組織需要來量身訂製。自我保險組織雖非保險，

但對責任處理協商上反而有正面之影響。 

(5) 增進溢額保險的範圍。願意去接受實質自留之組織通常會發覺，比

較於被保險人以零自負額或低自負額方式投保之基層保險，溢額保

險人所能提供之保險範圍將更為廣泛。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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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溢額保險的市場狹小。雖然溢額保單可提供一個較為寬廣之保險範

圍，但提供這些保單之保險人實質上少於提供傳統基層保單之保險

人。此外，許多這些保險人皆屬 Surplus Lines Insurers，較不可能處

於州立保證基金的保護中。 

(2) 對於有效的損失控制更為依賴。除非對損失控制之重視維持在一個

高水準程度，否則自我保險計畫很可能會遭遇到重大損失。 

(3) 無法回頭的市場。組織一旦轉變為自我保險之後，將會發現要回到

傳統保險市場是困難的，此乃保險人對於其資料與約定之信賴不足

所致。 

(4) 需要高度的執行信念。自我保險計畫必須經過足夠時間，才能判斷

是否有效率，而得將損失經驗中的年度波動列入考慮。管理階層必

須就自我保險的計畫有高度執行信念，避免在一開始發現問題時就

想脫離該計畫，或是一成功就想要挪用該計畫所提存之基金。美國

商業活動多半把重心放在短期結果，而沒有顯示長期計畫之意願。 

(5) 稅負減免問題。自我保險組織無法獲得聯邦所得稅的減免，除非已

經實際支付損失。 

2.  高自負額計畫（Large Deductible Plans） 

所謂高自負額計畫是指保險計畫之被保險人必須負責補償保險人因賠

償案所致之損失，且該補償額度相當巨大。保險人負責支付該賠案超過

自負額部分之溢額。典型地，該保險人提供了所有的管理服務，包括賠

案管理及保險證明書（Insurance Certificates）之簽發。 

高自負額計畫與自我保險相似之處在於皆包括溢額保險。在兩種計畫

下，保險人皆提供超過自留部分之溢額保障。然而，在自我保險自留計

畫之下，按慣例，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自留部分，並不負責損失或賠案

管理或提供保險證明書。而在高自負額計畫下，保險人必須負責前述所

68 



有事項。此外，在高自負額計畫下，保險人必須負責支付所發生損失之

金額，即便被保險人尚未就其自留部分補償保險人。 

高自負額計畫之優點及缺點可歸納如下： 

優點： 

(1) 主要的優點在於雇主可以獲得自我保險之好處，卻毋庸獲得允許成

為合格之自我保險人。當雇主在許多州都皆有業務之時，此項優點

更加明顯(假設自負額在那些州是可允許的)。 

(2) 雇主可以獲得許多自我保險的好處，卻毋庸發生內部管理的成本。 

(3) 願意接受高自負額責任的雇主可能會發現，與他們尋求「第一元保

險」相較，高自負額市場更容易進入。 

(4) 在財產及責任之安排上，高自負額勞工補償計畫可能較自我保險對

雇主更為有利。因為提供保險人額外保費收入的可能性。 

(5) 對於私人持股的雇主，高自負額計畫並不要求組織為財務資訊之公

開揭露，而自我保險則有此必要。 

(6) 與「第一元保險」(First Dollar Insurance)相較，高自負額計畫提供

了更大的動機去投入安全與損失控制計畫，因為可以直接衡量有利

損失經驗之好處。 

(7) 高自負額計畫可以成為過渡到自我保險階段之跳板。 

缺點： 

(1) 如果沒有累積限額，複數之損失可能對會於收益產生不利衝擊。(此

缺點可以設定被保險人自負額累積限額方式加以克服) 

(2) 與自我保險不同者，高自負額計畫給予保險人賠案管理上極大控制

權。 

(3) 高自負額計畫與傳統保險相比，需要雇主之更多行政管理。 

3.  專屬保險（Captive Ins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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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專屬保險人，係指任何由一組織或是數組織(母公司)所有的保險公

司，且該保險公司僅承保該母公司的風險之謂。這個定義與相互保險公

司的定義非常相近，兩者實際上不同之處在於專屬保險公司的所有人或

是保單持有人（Owner/Policyholder）數量上較少，而且這些所有人或

是保單持有人對於該專屬保險公司有著極重要的資本貢獻。 

專屬保險人主要的優缺點如下： 

優點： 

(1) 可控制。專屬保險人的管理權是在母公司手中，而非整個保險市

場。 

(2) 保單持有人的需要。專屬保險人可修改保單內容而提供符合被保險

人之特殊保險需求的保單。於有些情況下，專屬保險人甚至可能提

供無法自傳統保險人得到的承保內容。專屬保險人也可以依照母公

司特殊的需要與再保險人交涉，根據再保險市場的情況以及契約條

款去改變承保限額或起賠點（Attachment Points）。 

(3) 成本的穩定性。專屬保險人的使用可以獲得最終保險成本的長期穩

定性，因為專屬保險人可以避免在保險市場循環（Insurance Cycle）

中的回到艱困市場（Hard Market）。雖然在再保險市場中的市場力

量還是會影響專屬保險人，該專屬保險人仍可以靠著改變限額以及

附加條件去改變專屬保險人以及其母公司自留的部分，而控制再保

險成本。 

(4) 成本減少。利潤、不確定性以及行銷佣金的費用都被移除了。另外

更可透過改善營運效率去進一步減少成本。 

缺點： 

(1) 組織的成本。成立一家專屬險人的花費可能是很高的，特別是當專 

屬保險人是一個團體專屬保險人的時候。 

(2) 資本化成本。專屬保險人之最低資本限額視其住所而定，也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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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最低資本限額只是最低要求，資本與業主權益必須足以

支持專屬保險人承擔的風險，其可能會高於法定的最低限額。 

(3)組織以及運作的複雜性。組成單一母公司的專屬保險人比起團體專

屬保險人要為簡單，這是因為很明顯的理由─牽涉到較少的決策

者。一旦成立之後，專屬保險人就必須被管理的像另一家公司一

樣。因為通常母公司的管理實行都是屬於保險領域外的，所以管理

的責任就被授權給一家外部的專屬保險人管理公司，但是母公司還

是必須對主要的決策負責，包括被查帳之財務狀況的分析。 

(4)外部的業務。為了讓母公司獲得保費的賦稅減免，有些專屬保險人

會接受外來的業務(指母公司以外的保險實體)。雖然相對的很少專

屬保險人破產，但是接受外來業務被認為是破產發生的主要原因。 

4.  前衛保險（Fronting） 

前衛保險大部分通常所指的是未有許可的保險人(在特定州沒有執照去

運作的保險人)的一種實務操作方式，該未有許可的保險人因為規範或

是認證上的目的，與一個有執照的保險人簽約，由該有執照之保險人簽

發保單。有執照之保險人，或是前衛公司，再將該保單的百分之九十或

是百分之百的業務再保於該未有許可的保險人。 

 有時候需要商業保險證明的自我保險組織，會去取得一張由前衛公司所

簽發行的保單，並且簽訂補償協議，約定補償該前衛保險人所可能遭受

的任何賠案。例如，如果某家公司想要從某家設備損失保險人獲得檢查

的服務，而不想要保險的話，該保險人可以發行一張自負額等於保險金

額的保單，由此消除任何風險的淨移轉。 

前衛保險主要的優缺點如下： 

優點： 

(1) 在沒有其他可用的方法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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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無法於再保市場取得再保險的情況下，開啟另一道門。 

(3) 滿足那些被要求取得保險人所開立之保險證明書的人。 

(4) 提供傳統保險人以及再保險人參與市場的彈性，在其他的情形，沒

有執照的人是有可能被排除的。 

缺點： 

(1) 擔保(通常為信用狀的形式)可能是昂貴的，或者是不被監理官認為

適當，因此而使得前衛保險人無法獲得信用以分出再保。 

(2) 前衛保險協議可能掩飾損失準備金提存了的不適足，或是原本需要

更多擔保抵押的情形。 

(3) 前衛保險可能會迴避監理規定，以及鼓勵詐欺。 

5.  追溯費率計畫（Retrospective Rating Plans） 

追溯費率計畫可定義成「在該計畫中，最終保費（The Final Premium）

基於該被保險人保險期間中實際的損失經驗而定，而有一個最高以及最

低限額的保費限制，最終的保費由某一個公式決定……並為保險契約所

保證。」追溯費率計畫開始變得流行是在 1940年代。一開始，該計畫

是被與附加成本的官方契約有關的抗辯承攬人（Defense Contractor）所

使用。而後受到勞工補償保險人的喜愛，因為承保者一直在找尋可能的

方法以在其他險種也能實行相同的核保判斷以及費率彈性。直到追溯費

率計畫的出現，核保者以及被保險人被限於使用手冊費率以及經驗修正

因子（基於過去期間的損失經驗）。 

 就如保險人在希望能確保過去期間的損失不會比預期損失高，被保險人

也希望他們對損失控制的努力能有所回報。很多被保險人，特別是大型

的，都認為它們在其所保證的成本計畫下，可以限制損失到低於其收取

的保費。追溯費率計畫受到歡迎主要是因為提供了雙方一些好處－外加

成本（Cost-Plus）契約的方式，被保險人得藉以支付它實際的損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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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最高額度以及最低額度)再加上雙方一致同意的費用。 

 基於相同的理由，追溯費率計畫最後從勞工補償擴張到包括一般以及汽

車責任保險，甚至車體損失保險，犯罪保險，以及玻璃保險（Glass 

Insurance）。在很多州，追溯費率計畫不是分別用於單一承保範圍，就

是在一個計畫下的多種承保範圍。追溯費率計畫主要的優缺點如下： 

優點： 

(1) 追溯費率有利於那些在風險分類中營運危險低於平均值的被保險

人。 

(2) 當損失經驗變好卻無法使保費合理地降低時。追溯費率對有較佳損

失經驗的組織有利。 

(3) 若被保險人其不利的經驗調整是因為客觀環境使然（比如遭致數個

嚴重損失）且該情況不可能再重複之時，追溯費率有利於有此不良

經驗調整的被保險人。 

(4) 追溯費率計畫對於過去有嚴重損失問題的被保險人而言，可能使得

其取得保險的保障較為容易，因為過去的損失經驗使得一般保險人

會收取比手冊費率更高的保費。 

(5) 對於一個損失變動性很大的被保險人而言，追溯費率可能使其取得

保險的保障較為容易。 

缺點： 

(1) 追溯費率對在風險分類中營運危險高於平均值的被保險人不利。 

(2) 追溯費率可能會造成從一個保險期間到另一個保險期間中保費的有

大幅變動。 

(3) 追溯費率會使得財務規劃不易，因為保險的最終的成本在保險期間

期滿數年後才會知道。 

(4) 追溯費率不利於一個低損失經驗，但是現在必須透過減少人事或是

減少損失防阻費用以減低成本的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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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些使用追溯費率的被保險人，可能會發現保險人在處理求償上的

不小心，有時候會導致保險人以及被保險人進行費用昂貴的訴訟，

因為付出去的錢實際上是被保險人的而不是保險人自己的。  

前三類屬於自留風險（Risk Retention），後兩類屬於移轉風險（Risk Transfer），

以台灣地區保全公司而言，傳統保險已可滿足一般業界之需求，但對大型之保全

公司就稍嫌不足，上述類別間之界線是很模糊的。有時候，很難在這些技術中確

認一種單純計畫，此乃其優點之一便是針對不尋常情形可彈性運用任何一類或不

同型態之風險能有多種組合。為了讓讀者更容易釐清，請參見（圖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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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風險管理策略工具選擇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風險執行（Risk Implementation） 

經過了上述的步驟，風險管理之下一個步驟，即為風險處理方法之執行，亦

即經過辨認、衡量、工具選擇後，可由兩方面達成：（一）決策之執行（二）地

位之確立。 

一、決策之執行   

為使風險管理人員能有效從事工作起見，必先由企業當局決定風險管理之程

序或準則，亦即決策之執行，俾使實際執行計劃時有所依據。決策作成後，

執行人員對各項問題比照處理，並可避免處理行為之不相一致。此項決策之

內容，主要為原則性之規定，通常稱為風險管理之主要決策（Major Policies）。

例如美國某大保全公司對風險管理之決策規定如下：「本保全公司對財產毀

損、法律責任及員工不誠實等危險，如暴露於危險之各單位，可能因此發生

之損失較為輕微且頗分散，不致影響業務或財務地位者，可由自己承擔；如

可能發生之損失較大者，儘量以購買保險方式處理。」一般企業除主要決策

外，尚可訂立若干次要決策（Minor Policies），對風險處理方法為較詳細之規

定。 

二、地位之確立 

風險管理人員必須充分瞭解企業全部之組織系統、經營方式與業務計劃，並

確認風險管理人員在企業結構中所占之地位，亦即其職責範圍，並確定與其

他部門主管人員之關係。此種關係，又因下列各項因素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如本身之權責、企業之規模、人員之素養、作業過程之繁複程度，以及生產

設備之分布情形等皆是。中小企業，經理人可能承擔包括風險管理在內之一

切責任。惟規模較大之集團企業，通常皆由專設部門負責風險管理事宜，風

險管理人員須尋求與其他部門之協調與聯繫，始能順利執行工作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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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董事會、董事長或總經理高階主管之全力支持，效益

才能彰顯，風險工作是長期的，損失防阻工作是事前的，風險管理部門地位

確立是執行成效之關鍵所在。 

當風險經鑑定及分析之後，即可依損失頻率與幅度之大小分為下列四種風險：7 

1. 損失頻率低與損失幅度小之風險。 

2. 損失頻率高與損失幅度小之風險。 

3. 損失頻率低與損失幅度大之風險。 

4. 損失頻率高與損失幅度大之風險。 

若以縱軸表示損失幅度，橫軸表示損失頻率，則可以十字座標（圖4-4）區

隔成四等，我們很清楚風險順序是由1-4，數字愈大代表風險值愈高，分列示如

下： 

 

1 

4 3 

2 

 

 

 

          

            

  

 

          

          

低 
 

損失頻率高

損失幅度小

損失頻率高

損失幅度大

損失頻率低

損失幅度小

損失頻率低

損失幅度大

大

損
失
幅
度

小 

 高
損失頻率 

  

圖4-4   損失頻率及幅度座標圖 

 

資料來源：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保險學－理論與實務，臺北：華泰，民國

87年6月2版，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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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二節已說明過，保全業之風險等級是應用風險之嚴重性與可能性加以

分類分級，這些風險要如何執行，因缺乏統計資料，故應用上圖之損失頻率與損

失幅度座標圖來分析，以作成保全業風險嚴重性與可能性座標圖，表中四個區域

每一區分成九格小塊，每個小塊代表不同風險加以說明；第一區：表示嚴重性小、

可能性低之風險，第二區：表示嚴重性小、可能性高之風險，第三區：表示嚴重

性大、可能性低之風險，第四區：表示嚴重性大、可能性高之風險，依前節所述

第一區與第二區之風險可自留，第三區與第四區之風險可做移轉。依（表4-2）

將保全業之風險分類等級（圖4-4）損失頻率及幅度座標圖內，可得到下列結果。 

例如：電子保全A1代表「其他時間」毀滅性的幾乎可確定，駐衛保全「上

班時間」上升為A2，屬於第四區須做風險移轉。員工餐廳「其他時間」為E6－

代表非常嚴重不知道，屬於第一區須做風險自留。每家公司對風險之承受度不

一，故該圖可依照本身之風險來源及需求加以調整，以達到風險執行之綜效。見

（圖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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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保全業之風險執行座標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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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風險檢討（Risk Review） 

風險管理之最後責任，即應檢討以上各步驟進行之是否確實，成效如何，是

否能達成風險管理之目標。如採用損失預防與抑制計劃，應注意其是否妥善實

施。如採用風險移轉方法，應詳察是否依照風險管理決策，由自留或其他移轉契

約確實執行。如屬風險承擔，應分析是否出於疏忽或無知所致，若為有計劃之承

擔，須依照企業財務狀況之變動而謹慎考慮。如屬風險避免，則應辨明有無任何

依照風險管理決策所不應接受之風險。 

風險管理計劃評估與檢討之主要理由有二： 

一、風險管理各步驟之進行，並非在真空中產生。各種事物隨時可能發生變動，

如新風險之形成，舊風險之消失；某種處理方式適用於去年者，今年未必一

定可以繼續採用。因此必須經常注意，隨時調整。 

二、任何計劃之擬訂，錯誤在所難免，而風險管理計劃之評估與檢討，可使風險

管理人員及早發覺錯誤所在，在釀成重大損失以前，對計劃及行動加以修正。 

風險管理人員在不確定狀態下所作之決定，其成果在短期內多數頗難評估。 

例如，保全公司的保全巡邏車，因駕駛人員經驗豐富，對於行駛區域道路瞭

如指掌，風險管理人員因而決定不必購買汽車車體碰撞保險，惟不久即因發生意

外事故而遭受損毀，風險管理人員及廠內高層人員對於此項損失之完全由自己負

擔，頗感後悔。但在實質上，其決定可能並無不當。如風險管理人員今後依然作

同樣之決定，數年以後，節省之保險費可能超過汽車發生碰撞之損失。因此，對

風險管理成果之判斷，須與長期間之平均結果相比較。 

另一方面，應視避免現金流量或預期利潤之不利影響，是否超過企業所能忍

受之限度。風險管理成果之評估程序，應即就以上所述之五項實施步驟，逐一檢

討其執行情形，如決策之是否合理、風險管理資料來源之是否充足、與其他管理

部門合作之是否確實、風險管理部門工作人員之是否稱職以及作業程序之是否有

效。此等評估工作必須定期舉行、即時更新檔案資料，使發揮獨立之審核作用，

以確保風險管理之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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