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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項保險商品(意外險) 

5-1 商品名稱與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5-2  契約條款 5-3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5-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5-5  短期費率表 5-6  保費退費係數表 

5-7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5-1 商品名稱與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5-1-1 責任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108.10.14 108.10.14產精算字第 108000254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各級學校暨幼

兒園責任附加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82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修理廠責

任附加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80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建築物承租人

火災責任附加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81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食品中毒責任

附加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79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附

加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78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3號函備查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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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游泳池責任附

加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77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

條款 
105.09.30 

105年 9月 13日 (105)產意字第 076號函備查（公會版） 

105.09.3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9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超輕型載具責

任附加條款 
101.07.05 

101 年 6 月 1 日以(101)產意字第 046 號備查（公會版）                                                                                                               

101年 7月 5日產企字第 101000109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

附加條款(A) 
107.08.16 備查文號：107.08.1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95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

附加條款(B) 
107.08.16 備查文號：107.08.1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95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水上活動責任

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意外污染責任

附加條款 
106.07.14 備查文號：106.07.14 產精算字第 106000145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倉儲業責任附

加條款 
106.07.14 備查文號：106.07.14 產精算字第 106000146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

加條款 
106.07.14 備查文號：106.07.14 產精算字第 106000146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A)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B)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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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C)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洗車機責任附

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

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及攤鋪位

使用人適用）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

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適用）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107.08.16 備查文號：107.08.1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95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罷工、暴動、民

眾騷擾責任附加條款 
107.08.16 備查文號：107.08.1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95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

務責任附加條款(A)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

務責任附加條款(B)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廣告

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

加條款 
107.08.16 備查文號：107.08.1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95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學校交通安全

導護責任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碼頭裝卸責任

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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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加

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出租人(房東)

責任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駕訓班附加條

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美容業責任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個別

適用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野生動物侵襲

責任附加條款 
107.08.16 備查文號：107.08.1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95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高爾夫球場費

用補償金附加條款 
107.03.22 備查文號：107.03.2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71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檢測廠責

任附加條款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

加條款(甲型) 
105.11.01 

105.11.0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10.03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11169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作

人員附加條款 
106.06.01 備查文號：106.06.01 產精算字第 106000114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代客停

車責任附加條款 
107.07.30 備查文號：107.07.30 產精算字第 107000182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獨立承攬人責

任附加條款 
107.08.29 備查文號：107.08.29產精算字第 107000205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接駁運送責任 107.08.29 備查文號：107.08.29產精算字第 1070002059號函備查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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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無人航空器責

任附加條款 
107.10.18 備查文號：107.10.18 產精算字第 107000247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及

容器附加條款 
108.05.06 備查文號：108.05.06 產精算字第 108000112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上下卸貨第三

人責任附加條款 
107.12.21 備查文號：107.12.21 產精算字第 107000314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天

然氣業責任附加條款 
107.12.27 備查文號：107.12.27產精算字第 107000321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費用

附加條款 
108.04.24 備查文號：108.04.24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文教業責任附

加條款 
108.01.31 備查文號：108.01.31產精算字第 108000031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A) 
108.04.30 備查文號：108.04.30產精算字第 108000109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租人借用人

責任附加條款 
108.04.30 備查文號：108.04.30產精算字第 108000109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管箱責任附

加條款 
109.01.01 備查文號：108.12.20產精算字第 108000315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有線電視責任
附加條款 

110.11.04 110.11.04產精算字第 110000300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含物體

碰撞責任附加條款 
111.02.23 111.02.23產精算字第 111000050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110.05.27 110.05.27產精算字第 110000146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109.04.22 備查文號：109.04.22 產精算字第 1090001007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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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交互責

任附加條款 
109.08.19 備查文號：109.08.19 產精算字第 109000199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通知附加條款 
98.12.18 備查文號：98.12.18 產企字第 0980001565號函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

任附加條款 
109.04.30 備查文號：109.04.30產精算字第 109000105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第三人

動植物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109.04.30 備查文號：109.04.30產精算字第 109000106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財物附加條款 
109.04.30 備查文號：109.04.30產精算字第 109000105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或相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 
109.04.30 備查文號：109.04.30產精算字第 109000105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 
109.04.30 備查文號：109.04.30產精算字第 109000105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體傷附加條款 
109.04.30 備查文號：109.04.30產精算字第 109000106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

物附加條款 
110.10.04 備查文號：110.10.04產精算字第 110000271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55號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

條款 
99.12.30 備查文號：99.12.30產企字第 099000300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附

加條款 
102.04.29 備查文號：102.04.29 產企字第 102000082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車輛責任附加

條款 
98.06.09 備查文號：98.06.09 產企字第 0980000788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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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未執行安全措

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6.30 備查文號：98.06.30 產企字 098000092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附加條款 
108.01.28 備查文號：108.01.28 產精算字第 108000027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

加條款 
98.12.18 備查文號：98.12.18 產企字第 0980001564號函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社會保險附加

條款 
99.07.07 備查文號：99.07.07 產企字第 099000105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約定處所附加

條款 
99.07.13 備查文號：99年 07月 13號產企字第 0990001079 號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99.12.02 備查文號：99.12.02 產企字第 0990002789號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 
100.09.19 備查文號：100.09.19 產企字第 100000150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列名

受僱人附加條款 
100.09.19 備查文號：100.09.19 產企字第 100000150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

條款 
104.06.09 備查文號：104.06.09 產企字第 104000131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附加

條款 
106.05.15 備查文號：106.05.15 產精算字第 106000101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

加條款 
107.07.30 備查文號：107.07.30 產精算字第 107000181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 111.04.28 111.04.28產精算字第 1110001210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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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擴大承保

非執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加條款 
103.03.28 備查文號：103.03.28 產企字第 103000059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0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1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完工責任保險附加

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2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承保範圍附加條款

－事故發生基礎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3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產品使用年限

附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4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被保險人受賠

償請求期間附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5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附加被保險人附加

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6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附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7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特別

除外附加條款--酒類產品適用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8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訴訟及理賠費用附

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79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A)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80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B)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81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懲罰性賠償金附加

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82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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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變更保險費計算基

礎附加條款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83號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備及

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條款

(ML014A 製造兼維護廠商適用) 

96.08.31 

備查文號：95.10.14 產企字第 09500497號備查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備及

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條款

(ML014B 維護廠商適用) 

96.08.31 

備查文號：95.10.14 產企字第 09500497號備查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電磁場或電磁波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100.10.03 備查文號：100.10.03 產企字第 100000157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契約終止通知日數

附加條款 
106.09.14 備查文號：106.09.14 產精算字第 106000198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條款 108.01.09 備查文號：108.01.09產精算字第 108000008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其他產品零件責任

附加條款 
109.05.19 備查文號：109.05.19產精算字第 1090001219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GUARANTEE AND FINANCIAL LOSS 

INSURANCE（Claim-made Form） 

105.10.28 備查文號：105.10.28 產精算字第 105000209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 107.08.17 
107.08.17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6月 7日金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號函逕修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旅客運送人

責任附加條款 
 107.04.26 備查文號：107.04.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100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公共自行車責任保險  107.08.31 備查文號：107.08.31產精算字第 107000208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 110.06.30 110.06.30產精算字第 1100001810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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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

款 
102.12.13 備查文號：102.12.13 產企字第 102000224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 110.03.25 備查文號：110.03.25產精算字第 110000082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出發行程延遲費

用附加條款 
96.08.31 

95.03.06(95)產意字第 030號函備查（公會版） 

96年 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行李遺失賠償責

任附加條款 
96.08.31 

95.03.06日(95)產意字第 028號函備查（公會版） 

96年 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國內善後處理費

用附加條款 
96.08.31 

95.03.06(95)產意字第 024號函備查（公會版） 

96年 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

款 
107.08.17 

107.08.17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6月 7日金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號函逕修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慰撫金費用附加

條款 
96.08.31 

95.03.06 (95)產意字第 025號函備查（公會版） 

96年 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額外住宿與旅行

費用附加條款 
96.08.31 

95.03.06 (95)產意字第 029號函備查（公會版） 

96年 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臺灣產物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107.08.17 
107.08.17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6月 7日金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號函逕修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 108.10.18 108.10.18產精算字第 1080002580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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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颱風、地

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108.10.18 

108.10.18產精算字第 108000258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108.10.18 

108.10.18產精算字第 108000258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 
108.10.18 

108.10.18產精算字第 108000258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特別約定

事項附加條款 
108.10.18 

108.10.18產精算字第 108000258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108.10.18 

108.10.18產精算字第 108000258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laims-Made Form) 
101.06.29 備查文號：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47號函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Occurrence FORM) 

101.06.29 備查文號：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48號函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esignated Operations, 

Product, Work or All Recalled Products 

Exclusion Clause 

102.12.18 備查文號：102.12.18 產企字第 1020002280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Mad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103.01.06 備查文號：103.01.06 產企字第 103000003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103.01.06 備查文號：103.01.06 產企字第 1030000037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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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Vendors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elf-Insured Retention Clause 

103.01.06 備查文號：103.01.06 產企字第 103000003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ccurrenc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103.01.06 備查文號：103.01.06 產企字第 1030000039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lectrical/Electromagnetic 

Field/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EFL/EMF/RFR) Exclusion Clause 

103.01.20 備查文號：103.01.20 產企字第 1030000145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Clause 

103.01.20 備查文號：103.01.20 產企字第 103000014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103.01.20 備查文號：103.01.20 產企字第 1030000147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ollution Exclusion Clause 

103.01.20 備查文號：103.01.20 產企字第 103000014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fts, Elevators and Escalators Liability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17號函備查 



 

第 13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lica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1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20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nction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21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mendment of Supplementary Payments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2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tent Infringement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ead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4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5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Liability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6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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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unitive and Exemplary Damage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7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r 

and Terrorism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fe 

Deposit Box Liability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產企字第1040001229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al Payment of Injury Treatment 

and Death Consolation Fee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0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Liability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1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nanc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road Form Property Damage Claus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Extension)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 Series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4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5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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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sequent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Liability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7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39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Liability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40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iver Subrogation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41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vertising Sign and Decorations Liability 

Clause 

104.06.02 備查文號：104.06.02 產企字第 104000124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nkeeper’s Liability and Safe Deposit Box 

104.06.03 備查文號：104.06.03 產企字第 1040001251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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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 Park Liability Clause 

104.06.03 備查文號：104.06.03 產企字第 104000125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ood and Drink Poisoning Liability Clause 

104.06.03 備查文號：104.06.03產企字第 104000125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ehicles, Watercrafts, Aircrafts and/or Parts 

Exclusion Clause 

104.06.08 備查文號：104.06.08產企字第 104000129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edical Payments Clause 

104.06.08 備查文號：104.06.08產企字第 1040001299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re Legal Liability Clause 

104.07.03 備查文號：104.07.03產企字第 104000147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CBs Exclusion Clause 

104.07.03 備查文號：104.07.03產企字第 1040001477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dden and Accidental Pollution Damage 

Clause 

104.07.03 備查文號：104.07.03產企字第 104000147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 Payment Clause 

104.07.03 備查文號：104.07.03產企字第 1040001479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104.10.28 備查文號：104.10.28 產企字第 1040002363號函備查 



 

第 17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bsolute Carcinogen Exclus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Suits Exclusion Clause  

104.10.28 備查文號：104.10.28 產企字第 1040002364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old and Fungi Exclusion Clause  

104.10.28 備查文號：104.10.28產企字第1040002365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ending and Prior Litigation Exclusion 

Clause  

104.10.28 備查文號：104.10.28產企字第104000236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ducts Warranty Clause 

104.10.28 備查文號：104.10.28產企字第1040002367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llennium Exclusion Clause 

104.11.12 備查文號：104.11.12產企字第1040002505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Jurisdiction Clause 

104.11.12 備查文號：104.11.12產企字第104000250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fficacy Exclusion Clause 

104.11.12 備查文號：104.11.12產企字第1040002507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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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cess Primary Coverage Clause 

105.04.22 備查文號：105.4.22產企字第105000081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atch Clause 

108.03.04 備查文號：108.03.04產精算字第1080000521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Insurance Clause 

108.03.04 備查文號：108.03.04產精算字第108000052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ispute Clause 

108.03.04 備查文號：108.03.04產精算字第108000052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Exclusion Clause 

108.03.04 備查文號：108.03.04產精算字第1080000524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ose 

Coverage Clause 

108.03.04 備查文號：108.03.04產精算字第1080000525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ngle Limit Liability Clause 

108.03.04 備查文號：108.03.04產精算字第108000052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and Landlord’s Liability Clause 

108.03.06 備查文號：108.03.06產精算字第108000055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ata 

Risk & Cyber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108.04.24 備查文號：108.04.24產精算字第1080000991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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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hibition Liability Clause 

108.05.27 備查文號：108.05.27 產精算字第 1080001310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alet 

Parking Liability Clause 

108.05.27 備查文號：108.05.27 產精算字第 1080001311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quor Liability Clause 

108.05.27 備查文號：108.05.27 產精算字第 108000131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Coverage Clause 

108.05.27 備查文號：108.05.27 產精算字第 1080001313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ssenger Car-Transfer Liability Clause 

108.05.27 備查文號：108.05.27 產精算字第 1080001314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lause 

108.05.30 備查文號：108.05.30 產精算字第 1080001367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rrorism Clause 
108.08.01 備查文號：108.08.01 產精算字第 108000195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rrors & Omissions Clause (Claims-Made 

Form) 

110.08.27 110.08.27產精算字第 1100002350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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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mmunicable Disease Exclusion LMA5396 
110.08.27 110.08.27產精算字第 1100002351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imary and Non-Contributory Insurance 

Clause 

110.12.22 110.12.22 產精算字第 1100003547號函備查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verseas Business Visit 

Liability Clause 

110.12.27 
110.12.27 產精算字第 1100003617號函備查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ocial and/ 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lause 

110.12.27 
110.12.27 產精算字第 1100003618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Coverage Clause 

111.02.23 111.02.23產精算字第 111000050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基礎設施

故障/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3.07.25 備查文號：103.07.25 產企字第 103000131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交易損失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6.03.17 備查文號：106.03.17 產精算字第 106000059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定作 98.08.31 備查文號：98.08.31 產企字第 098000118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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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人通知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特別

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99.02.25 備查文號：99.02.25 產企字第 099000030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保險 110.12.06 110.12.06產精算字第 110000336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險公證人專業責任保險 109.01.20 備查文號：109.01.20 產精算字第 109000021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醫師業務責任保險 110.04.26 備查文號：110.04.26產精算字第 110000115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醫療機構綜合責任保險 108.12.30 備查文號：108.12.30產精算字第 1080003246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HEALTHCARE INSTITU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AND PUBLIC LIABILITY POLICY 

106.01.20 備查文號：106.01.20 產精算字第 106000017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重大情事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01.03 產企字第 101000003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01.03 產企字第 101000003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洗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01.03 產企字第 101000003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資金募集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01.03 產企字第 101000003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年 1月 3日產企字第 101000003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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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年 1月 3日產企字第 1010000035 號函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3 備查文號：101年 1月 3日產企字第 1010000036 號函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法人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101.01.04 備查文號：101.01.04 產企字第 101000004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疏失附加

條款 

101.01.04 備查文號：101.01.04 產企字第 101000004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無勸誘行為附

加條款 

101.01.04 備查文號：101.01.04 產企字第 101000004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4 備查文號：101.01. 04產企字第 101000005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續約承保附加條款 
101.01.04 備查文號：101.01.04 產企字第 101000005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特定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09 備查文號：101.01.09 產企字第 101000008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 
101.03.16 備查文號：101.03.16 產企字第 1010000432號函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公司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 
101.03.19 備查文號：101.03.19 產企字第 1010000441號函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101.04.12 備查文號：101.04.12 產企字第 101000056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101.04.17 備查文號：101.04.17 產企字第 101000059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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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管理疏失附加

條款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4.20 備查文號：101.04.20 產企字第 101000062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調查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101.04.20 備查文號：101.04.20 產企字第 101000062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獨立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105.01.22 備查文號：105.01.22 產企字第 105000018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證管法規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8.22 備查文號：101.08.22產企字第 101000137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完全追溯附加條款 
101.08.23 備查文號：101.08.23 產企字第 101000138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錯誤行為附加條款 
101.08.23 備查文號：101.08.23 產企字第 101000138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辯費用與股東

污染訴訟附加條款 

101.09.18 備查文號：101.09.18 產企字第 101000157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 
101.09.18 備查文號：101.09.18 產企字第 101000157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

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9.18 備查文號：101.09.18 產企字第 101000157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條款 
101.11.19 備查文號：101.11.19 產企字第 1010001936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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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附加條款 
101.11.19 備查文號：101.11.19 產企字第 101000193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附加

條款 

101.11.19 備查文號：101.11.19 產企字第 101000193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刑事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附加條款 
102.10.15 備查文號：102.10.15 產企字第 102000190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3.08.27 備查文號：103.08.27 產企字第 103000156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3.09.10 備查文號：103.09.10 產企字第 103000165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受僱人所

提出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104.09.22 備查文號：104.09.22 產企字第 104000212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 
104.09.22 備查文號：104.09.22 產企字第 104000212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款 
104.09.22 備查文號：104.09.22 產企字第 104000212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104.09.22 備查文號：104.09.22 產企字第 104000212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非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104.09.22 備查文號：104.09.22 產企字第 104000212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緊急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 
105.01.22 備查文號：105.01.22 產企字第 105000018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105.01.22 備查文號：105.01.22 產企字第 1050000184號函備查 



 

第 25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職業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

用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105.01.22 備查文號：105.01.22 產企字第 105000018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105.01.22 備查文號：105.01.22 產企字第 105000018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自負額免除附加條款 
105.01.22 備查文號：105.01.22 產企字第 105000018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投保中心附加條款 
105.03.09 備查文號：105.03.09 產企字第 105000047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 
105.03.09 備查文號：105.03.09 產企字第 105000047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外不保（僅承保

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105.03.09 備查文號：105.03.09 產企字第 105000047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 
107.10.12 備查文號：107.10.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242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損害防阻費用附加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8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8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網路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8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聲譽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83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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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身體傷害及財務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8.05.10 備查文號：108.05.10 產精算字第 108000118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條款 
108.05.10 備查文號：108.05.10 產精算字第 108000118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地區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11.06.17 111.06.17產精算字第 111000172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

保險 
109.02.14 備查文號：109.02.14產精算字第 109000040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

保險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任附加條款 
109.01.15 備查文號：109.01.15 產精算字第 109000015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險清理人專業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律師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會計師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責任保險 107.08.17 
107.08.17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6月 7日金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號函逕修 

臺灣產物石油業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強制執行人員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97.09.26 備查文號：97.09.26 產企字第 097000089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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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臺

灣產物金融機構專業責任保險）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Specific Entity 

Exclusion Clause-Claims Brought By And 

Against 

108.08.29 108.08.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17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 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地區公證人公會責任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藥師與藥劑生業務責任保險 107.12.22 備查文號：107.12.22產精算字第 107000314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 110.12.01 110.12.01產精算字第 110000330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

加條款 

 110.02.05 
110.02.05產精算字第 110000035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加保噴灑農藥作

業附加條款 

110.12.01 
110.12.01產精算字第 110000330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警察人員責任保險  108.08.16 備查文號：108.08.16 產精算字第 108000206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資安防護保險  109.11.10 備查文號：109.11.10產精算字第 109000262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111.04.12 111.04.12產精算字第 111000103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

加條款 

109.07.31 
109.07.31產精算字第 1090001850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指定公證人附

加條款 

109.07.31 
109.07.31產精算字第 1090001850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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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

條款 

109.07.31 
109.07.31產精算字第 109000184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

加條款 

109.07.31 
109.07.31產精算字第 109000184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附加條款（A） 

111.04.12 
111.04.12產精算字第 111000103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附加條款（B） 

111.04.12 
111.04.12產精算字第 111000104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

條款 

109.11.26 
109.11.26產精算字第 109000277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上下班途中及外

出洽公責任附加條款 
 111.04.12 111.04.12產精算字第 111000104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海外責任附加

條款 
 109.12.31 109.12.31金管保產字第 1090436204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109.12.31 109.12.31金管保產字第 1090436204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制裁限制附加

條款 
 109.12.31 109.12.31金管保產字第 1090436204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

條款 
 109.12.31 109.12.31金管保產字第 1090436204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

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109.12.31 109.12.31金管保產字第 1090436204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慰問金費用附加

條款(A) 
110.03.25 110.03.25產精算字第 110000082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旅客運送業責任保險 110.01.19 110.01.19產精算字第 1100000163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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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不動產經紀業專業責任保險 110.04.12 110.04.12產精算字第 110000100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 
111.01.19 

111.01.19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547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111.01.19 

111.01.19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547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111.01.19 111.01.19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547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海外業務附加條款 
111.01.19 111.01.19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547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
償權附加條款 

111.01.19 111.01.19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547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111.01.19 

111.01.19金管保產字第 1110410547號函核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

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111.05.11 

111.05.11產精算字第 1110001354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臺灣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111.05.23 111.05.23產精算字第 111000146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工程險、

意外險適用）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84號備查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工程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信用保

險及其他財產保險適用） 

96.08.31 備查文號：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1號備查 

臺灣產物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100.10.03 備查文號：100年 10月 3日產企字第 100000157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共同保險附加條款 100.10.03 備查文號：100年 10月 3日產企字第 1000001575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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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106.09.14 備查文號：106.09.14 產精算字第 106000197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106.09.14 備查文號：106.09.14 產精算字第 106000197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109.07.10 備查文號：109.07.10 產精算字第 109000169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財產

保險適用) 
107.06.14 備查文號：107.06.14 產精算字第 107000140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 110.07.15 110.07.15產精算字第 1100001959號函備查 
 

5-1-2 其他財產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竊盜損失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玻璃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 108.11.19 備查文號：108.11.19產精算字第 108000287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金融業特別不保事項

附加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颱風、洪水、地震及

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

擾附加條款 
106.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5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7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

款(有價證券)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附加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5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5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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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票據及有價證券附加

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現金運送人數附加條

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保險櫃附加條款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電信業) 
108.10.29 備查文號：108.10.29 產精算字第 108000266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

款（黃金） 
108.08.12 備查文號：108.08.12 產精算字第 108000201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

款（商品禮券） 
108.11.27 備查文號：108.11.27 產精算字第 108000295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櫃台現金特別約定附

加條款 
109.11.30 備查文號：109.11.30 產精算字第 109000280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109.12.08 備查文號：109.12.08產精算字第 109000288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含外幣)附

加條款 
110.11.11 備查文號：110.11.11產精算字第 110000306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 105.06.20 備查文號：105.06.20 產企字第 105000121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竊盜定義附加

條款 
98.08.05 備查文號：98.08.05 產企字第 098000109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戰爭風險特別

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98.09.14 備查文號：98.9.14 產企字第 098000124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

權附加條款 
102.11.12 備查文號：102.11.12 產企字第 1020002077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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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買回選擇附加

條款 
103.01.22 備查文號：103.01.22 產企字第 103000017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暫存處所附加

條款 
103.01.22 備查文號：103.01.22 產企字第 103000017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價值減損附加

條款 
103.01.22 備查文號：103.01.22 產企字第 103000018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約定價值附加

條款 
103.01.22 備查文號：103.01.22 產企字第 103000018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A） 
103.05.19 備查文號：103.05.19 產企字第 103000089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

承保竊盜、搶奪、強盜附加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7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

承保火災、爆炸附加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7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恐怖主義附加

條款 
107.11.28 備查文號：107.11.28產精算字第 107000287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殘餘物處理附

加條款 
108.01.31 備查文號：108.01.31產精算字第 108000031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蟲咬(蛀)附加

條款 

108.08.23 
備查文號：108.08.23 產精算字第 108000212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理賠事項特別

約定附加條款 

108.08.23 
備查文號：108.08.23 產精算字第 108000212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 108.12.06 備查文號：108.12.06產精算字第 1080003036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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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條款（國立故宮博物院適用）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108.11.19 備查文號：108.11.19產精算字第 108000287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特別不保事項

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2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

條款 
111.01.21 111.01.19產精算字第 111000020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附

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1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通貨(外

幣)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1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未履行營業處

所安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1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其他除外不保

項目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1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財產附

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1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設

備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1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董事

執行員工職務不忠實行為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2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電報附加

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21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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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短

鈔附加條款 
111.01.21 111.01.21產精算字第 111000022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節目中斷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行動電話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建築物使用權保險 104.12.03 備查文號：104.12.03 產企字第 104000268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液化石油氣及鋼瓶綜合保險 110.12.28 110.12.28產精算字第 110000362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 105.09.20 備查文號：105.09.20產精算字第 105000181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特別約

定附加條款 
106.02.08 備查文號：106.02.08 產精算字第 106000027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加密貨

幣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7.12.27 備查文號：107.12.27產精算字第 107000321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 105.09.22 備查文號：105.09.22 產精算字第 1050001828號函 備查 

臺灣產物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110.03.29 備查文號：110.03.29產精算字第 110000086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高雄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

保險 
109.03.30 備查文號：109.03.30產精算字第 109000077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屏東內陸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

水產保險 
110.03.29 備查文號：110.03.29 產精算字第 110000086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地震附加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重置成本附加

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4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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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條款(含運送途中)(A)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

條款(含運送途中)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寄送金銀珠寶

附加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散鑽或裸石附

加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8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對外寄託金銀

珠寶附加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2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颱風及洪水附

加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3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3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親自運送附加

條款 
109.12.29 備查文號：109.12.29產精算字第 109000307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攜出外借附加

條款 
107.06.28 備查文號：107.06.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1533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承保現金附加

條款 
107.07.02 備查文號：107.07.02產精算字第 107000160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

附加條款 
107.07.02 備查文號：107.07.02產精算字第 107000160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小額賠款附加

條款 
108.04.03 備查文號：108.04.03 產精算字第 108000082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

數蓮霧保險 
110.03.29 備查文號：110.03.29 產精算字第 1100000865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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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

數蓮霧保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 
111.03.28 備查文號：111.03.28產精算字第 111000082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Cyber Insurance 107.08.27 備查文號：107.08.27精算字第 1070002034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一桿進洞獎品費用補償保險 108.08.16 備查文號：108.08.16 產精算字第 108000206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企業法定傳染病費用綜合保險

（中小企業適用） 
110.02.25 備查文號:110.02.25 產精算字第 1100000499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企業門市防疫費用補償保險 110.09.15 110.09.15產精算字第 110000255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110.09.22 110.09.22產精算字第 1100002593號函備查 

TFMI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Insurance 

110.12.24 110.12.24產精算字第 1100003592號函備查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Travel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111.03.30 111.03.30產精算字第 1110000875號函備查 

 

5-1-3 信用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法法拍拍屋屋貸貸款款信信用用保保險險  96.08.31 

92.11.28台財保字第 0920751494號函核准 

96年 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令修正 

 
5-1-4 保證保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107.12.22 備查文號：107.12.22 產精算字第 107000316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 100.08.08 備查文號：100.08.08 產企字第 10000012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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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加條款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全體員工不

列名承保附加條款 
101.08.10 101.08.10產企字第 10100012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

行為範圍附加條款 
102.03.27 備查文號：102.03.27 產企字第 102000063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數變動通

知附加條款 
108.01.14 備查文號：108.01.1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135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列被保證

員工定義附加條款 
110.03.15 110.03.15產精算字第 1100000681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104.01.28 備查文號：104.01.28 產企字第 1040000220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履約保證保險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甲式）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乙式） 104.08.04 
104.08.0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保險經紀人保證保險 110.12.06 110.12.06產精算字第 1100003359號函備查 

 
Go Top 
 

 

 

5-2 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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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責任險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 

第一章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傷亡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二、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每

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三、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四、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五、 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六、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七、 被保險人: 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人。 

八、 游泳池: 係指提供游泳運動為使用目的之水道或水池，無論其名稱是否使用游泳池或其他型態附設者均屬之。 

第三條 承保險種類別 

本保險契約承保之險種包含下列類別，要保人依其需求，於經本公司同意後擇一定之： 

一、 營業處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二、 活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 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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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六、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 各種形態之污染與石綿所致者。 

八、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九、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專門職業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

等組織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董、監事職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售出或供應之商品或貨物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八、 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或舉辦活動時，於營業或活動處所內，在施工期間因施工發生之震動或支撐設施薄弱或移動，致第三人之建築物、土

地或財物遭受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九、 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十、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電梯（包括電扶梯、升降機）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十一、被保險人為住宅大樓管理單位時，於住戶或承租戶住、居所室內發生意外事故所致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 

十二、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游泳池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十三、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體傷或死亡。 

十四、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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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 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

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

取有關證據之義務。 

二、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

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 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二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

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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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六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七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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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營業處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條款 

第二十一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於載明之經營業務處所，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 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第二十二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二十三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三章 活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條款 

第二十四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活動處所舉辦活動而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五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活動期間：係指活動場次列表所列期間；無活動場次列表者，即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 

二、 活動：係指由被保險人主辦或協辦，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活動。 

三、 活動處所：係指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活動處所。 

第二十六條 特別不保事項 

本保險契約除共同條款第四條除外責任（一）、第五條除外責任（二）外，本公司對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第三人因疾病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二、 第三人從事或唆使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或相互鬥毆。 

三、 第三人酒後（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駕（騎）車或施打禁藥後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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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以舉辦活動之風險與活動期間計收保險費。 

第二十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活動期間係數差額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活動期間係數差額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各級學校暨幼兒園

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各級學校暨幼兒園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其學員受有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交通工具，在接送學員上、下課期間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食品發生食品中毒之意外事故。  

三、 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之行為，在其照顧管理期間，學員遭受失蹤或綁架之意外事故。但僅限未滿十四足歲之學員。 

四、被保險人因舉辦校外教學或活動所發生之意外事故，但不包含海外教學或活動。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學員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或學員之故意自殺。  

二、 學員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但因保險事故而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及食品中毒等不在此限。  

三、 學員施打麻醉藥品或學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等事故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體罰或管教行為或性侵害行為所致者。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學員」：係指於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經營業務處所內登記或註冊之在學學生或在園兒童。(含課後照顧班)  

二、「食品中毒」：係指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並且自可疑的食餘檢體及患者糞便、嘔吐物、血液等人體檢體，分離出相同

類型之致病原因而言。 但如因細菌性毒素或急性化學性食品中毒而引起者，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食品中毒」。 由同一食品中毒原因所

致一連串體傷或死亡，不論一人或一人以上均視為「每一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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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係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統治權所及之地區以外之區域。 

第四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部分負

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其他保險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或其他依法令應投保之其他保險。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汽車修理廠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汽車修理廠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託修車輛在廠內因意外事故所致車體之損失。 

二、託修車輛在廠外因接送或測試意外事故所致車體之損失。 

三、託修車輛於廠外接送或測試因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託修車輛或其車內之財物因遭受偷竊、搶奪、強盜所致者。 

二、第三人之汽車與被保險人因租賃、代售、附條件買賣、出質、留置權等契約債務關係存續期間所發生者。 

三、 託修車輛在廠外於接送或測試時，未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二十一之一條規定，駕駛被保險汽車所

致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 託修車輛在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未經報警現場處理者。 

七、 乘坐或上下託修車輛之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所致者。 

八、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違反專業規範之測試方法或修理所致者。 

九、 被保險人及其家屬或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及受僱人之家屬所有車輛所致者。 

十、 因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淹沒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非測試期間使用託修車輛，或從事載客載貨或其他管理之行為所致者。 

第三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發生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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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廠內發生意外事故時，應保留現場並儘速通知本公司處理。 

二、於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時： 

（一）通知本公司或當地分支機構。 

（二）保留現場。 

（三）報請當地憲警單位或交通隊處理。 

（四）除自願負擔損失外，不得逕行和解。 

（五）如對方逃逸時，請記下對方車牌號碼、顏色及車種，並儘速向當地憲警單位報案。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建築物承租人火災

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任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承租之建築物（須位於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營業務處所）發生火災而致毀損或滅

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累計保險金額最高以新台幣________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財損保險金額之限制，

另行給付之。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被保險人對出租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

不在此限。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建築物」：係指定著於土地，供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或從事生產之建築物及公共設施之持分，含固定或附著於建築物內外之裝潢

修飾。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食品中毒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經營業務處所（須於主保險契約載明）或外燴處所供應之食品(不含外帶、外賣食品)，致第三

人因食品中毒而致體傷、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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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因供應酒類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食品中毒」：係指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並且自可疑的食餘檢體及患者糞便、嘔吐物、血液等人體檢體，分離出相同

類型之致病原因而言。但如因細菌性毒素或急性化學性食品中毒而引起者，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食品中毒」。 

二「每一意外事故」：係指在保險期間內由於同一食品中毒原因所致一連串體傷或死亡，不論一人或一人以上均視為「每一意外事故」。 

三「酒類」：係指依菸酒管理法所稱之「酒」。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停車場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停車場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經營或管理經營業務處所之停車場（須載明於主保險契約），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

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理賠責任：  

一、因下列事故所致停放車輛（含車內財物）之毀損或滅失，包括： 

（一）竊盜行為。 

（二）駕車行為，但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被保險人對營業處所之設置、保養或管理有所缺失者不在此限。 

（三）停放車輛遭刮損。 

（四）任何第三人之不當行為或非善意行為。 

（五）不明原因。 

二、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代客停車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車輛未停妥於正確、規定之車位者。  

四、 停車場之維修、保養期間，但意外事故之發生與維修、保養無關者不在此限。 

五、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未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規定維修、保養者。 

六、未依操作指示操作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所致之損失。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停車場」：係指被保險人設置供車輛停放之場所。  

二、「第三人」：係指除主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及其所僱用管理停車場者以外之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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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游泳池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游泳池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管理游泳池於開放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因疾病引起之突發事故所致者。 

二、 因竊盜、強盜或搶奪所致者。 

三、 因法定傳染病之感染所致者。 

四、 因酒類或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因競賽所致者，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未安排合格之救生員在現場執行職務者。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開放期間：係指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該游泳池正式開放供第三人使用之期間。 

二、合格救生員：係指依「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或其他相關辦法取得救生員資格者。 

三、 游泳池: 係指提供游泳運動為使用目的之水道或水池，無論其名稱是否使用游泳池或其他型態附設者均屬之。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電梯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管理「經營業務處所之電梯」，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因電梯發生損壞或故障未經修復或經政府主管機關命令停止使用而仍繼續使用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因裝載重量或乘坐人數超過該電梯之負荷量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1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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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稱「電梯」：係指被保險人設置於經營業務處所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但不包括汽車用昇降機或機械式停車

場。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超輕型載具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超輕型載具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操作本保險單所載之超輕型載具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超輕型載具」：係指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二十款規定之航空器。 

二、「被保險人」：包括列名被保險人及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操作被保險超輕型載具並領有合格執照之人。 

三、「第三人」：係指操作超輕型載具之被保險人及其乘客以外之人。但列名被保險人非操作超輕型載具時，視為第三人。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從事特技表演或競賽。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操作超輕型載具違反民用航空法、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公寓大廈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公司同意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後，除保險法另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解除或終止保險契約。 

二、除有下列情事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得任意終止或解除本保險契約： 

1.被保險人已遷離經查證屬實。 

2.被保險人已依規定投保並提出證明文件。 

3.經主管機關書面許可。 

4.依其他法令不需投保。 

三、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在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限額內，得就其所主張之損害賠償金

額直接向本公司主張對其支付保險賠償金。被保險人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同時對本公司主張直接賠償請求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優先受償。 

1.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金額，經法院判決確定或於訴訟上達成和解或調解成立或仲裁達成判斷者。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0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0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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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肇事責任已確定，並經損害賠償關係當事人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本公司同意者。 

3.被保險人死亡、失蹤、破產、被清算、或失卻清償能力者。 

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依前項第三款之事由主張直接保險賠償金請求權時，應將其受害之事實在事故發生之日後 90 日內通知本公司。逾期未通知本

公司，致本公司已對其他請求權人支付保險賠償金或與已通知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人達成分配保險賠償金之和解時，且保險金額已用罄者，本公

司對該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不再負給付之責。 

四、保險單經簽發後，不得降低保險金額或提高自負額或縮減承保範圍。 

五、特此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廣告招牌責任附加

條款(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

牌責任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設置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經營業務處所之廣告招牌因被保險

人管理、保養或維修不當而發生掉落、鬆動或內部線路短路失火等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招牌裝設、維修、拆除等過程中造成施工人員或第三人之損失。 

二、 因施工不符規格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三、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但修理或置換第三人受損之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需之費用不在

此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廣告招牌責任附加

條款(B)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

牌責任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設置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經營業務處所之廣告招牌發生下列

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因被保險人管理、保養或維修不當而發生掉落、鬆動或內部線路短路失火者。 

二、 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而鬆動、墜落者。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招牌裝設、維修、拆除等過程中造成施工人員或第三人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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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施工不符規格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三、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但修理或置換第三人受損之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需之費用不在

此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水上活動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水上活動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經營水上活動（水上活動種類及器具詳

如明細）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

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非於營業時間內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非被保險人自行招攬之遊客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三、超出限制海域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四、營業時間內無訓練合格之救生人員在場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五、被保險人提供之水上活動器具係由第三人自行駕駛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六、被保險人所提供之水上活動器具與其他水上器具碰撞導致之財物損害。前述「其他水上器具」包括但不限於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或船舶。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意外污染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意外污染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在煉製、生產、鑽探等作業過程中；

或各項產品、原料在儲存中或經由內陸運輸工具、輸送管線在運輸、輸送途中，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污染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或第

三人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因前項保險事故所發生之必要清除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在海上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在陸上發生而延伸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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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事先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他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依法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生效前即已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任何違反環境保護或污染防治有關法令之罰款或罰金。 

因使用設備或運輸工具發生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而引起意外污染事故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控制或租用之任何財產之損失。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與被保險人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因執行職務而其身體受有傷害或其財物受有損失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動（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征用。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或惡意行為。 

（三）火災、閃電或爆炸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火災、閃電或爆炸引起意外污染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四）颱風、地震、洪水或其它氣象上之異常現象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颱風、地震、洪水或其它氣象上之異常現象引起意外污染

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第三人」係指下列以外之人：（一）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所謂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係指受僱於被保險人，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受薪資之人，

或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上班時間外非執行職務之受僱人視為第三人。（二）為被保險人執行承包業務之承包商或其受僱人。所謂

執行承包業務係指承包工作地點執行承包工作及往返該地點途中而言。 

「身體傷害」係指因意外污染事故所致第三人之體傷、疾病或死亡。 

「財物損失」係指因意外污染事故所致第三人財產之毀損或滅失，包括不能使用之損失及農、林、漁、牧之毀損或滅失及其預期收益之損失。  

第四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它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倉儲業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倉儲業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儲存或裝卸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營業處所內受寄託之物品發生意外事故

致其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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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除外責任（一）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一、 受寄託之物品本身包裝不固致損失或滲漏者。  

二、 包裝完好但其內容短少或不符，而無法證明係因本附加條款載明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三、 因受寄託之物品之本質所致者，包括但不限於重量減輕、熱漲、冷縮、腐化、發酵、長黴、生鏽、褪色、異味、自燃或遭蟲鼠咬損。  

四、 無法解釋之短少及損失，或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短缺之損失。  

五、 被保險人為修護受寄託之物品引起之損失。  

六、 偽造、變造提貨單據而被他人盜領。 

七、 檢疫或海關規定之扣留或銷毀。 

八、 政府之沒收或充公者。 

九、 違禁品。 

十、 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或滅失所喪失之期待利益及其所引起之附帶損失。  

第三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理賠之責：  

一、 金銀條塊、貴重金屬、珠寶、玉石及其製品。  

二、 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三、 貨幣、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 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五、 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六、 爆炸物。  

七、 毛皮、動物、植物。  

八、 運送中暫時儲存之貨物。  

九、 被保險人所有或租賃之物品。  

十、 冷凍或冷藏物品。  

十一、 玻璃、水晶、陶瓷製品、蛋類等易碎物。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第五條 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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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受託物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發生意外事故，致其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滅失，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一）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一、受寄託之物品本身包裝不固致損失或滲漏者。 

二、包裝完好但其內容短少或不符，而無法證明係因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三、因受寄託之物品之本質所致者，包括但不限於重量減輕、熱漲、冷縮、腐化、發酵、長黴、生鏽、褪色、異味、自燃或遭蟲鼠咬損。 

四、無法解釋之短少及損失，或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短缺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為修理、維護、復原受寄託之物品引起之損失。 

六、政府之沒收或充公者。 

七、違禁品。 

八、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或滅失所喪失之期待利益及其所引起之附帶損失。 

第三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下列物品之毀損或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金銀條塊、貴重金屬、珠寶、玉石及其製品。 

二、 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三、 貨幣、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 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五、 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六、 爆炸物。 

七、 毛皮、動物、植物。 

八、 運送中暫時儲存之貨物。 

九、 被保險人所有或租賃之物品。 

十、 冷凍或冷藏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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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玻璃、水晶、陶瓷製品、蛋類等易碎物。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第五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

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 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 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關係。  

三、 本附加條款不適用任何財物毀損滅失所導致之賠償責任。  

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

險金額為上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B)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

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 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 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關係。  

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

險金額為上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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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C)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

附加條款(C)（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 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 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關係。  

三、 本附加條款不適用於各被保險人相互間因火災或火災導致財物遭受煙燻、水漬所導致之賠償責任。  

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

險金額為上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洗車機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洗車機責

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設置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營業處所內之洗車機，因意外事故致第三人

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包括被保險人所清洗之車輛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

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________元為

限，且仍受主保險契約之限制。  

第三條 不保事項  

因被保險人毀損車輛之照後鏡、天線、擾流板、雨刷等附屬於車身外所負之責任，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內。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

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

治組織及攤鋪位使用人

適用）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條款

（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及攤鋪位使用人適用）（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

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營業場所」內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或營業行為所致之意外事故。 

二、零售市場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因設置、管理有欠缺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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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零售市場之市場管理委員會或市場自治組織。 

二、被保險人：指零售市場之市場管理委員會或市場自治組織及攤（鋪）位使用人。 

三、零售市場：指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或非都市土地之 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

方式，供蔬、果、魚、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附加條款對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理賠之責： 

一、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之受僱人因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所致之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各攤（鋪）位使用人或其家屬、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但其他被保險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意

外事故致前述人員發生體傷或死亡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

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

治組織適用）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條款

（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適用）（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或攤（鋪）

位使用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營業場所」內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所致之意外事故。 

二、零售市場之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有欠缺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零售市場之市場管理委員會或市場自治組織；本附加條款之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零售市場：指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或非都市土地之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方

式，供蔬、果、魚、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附加條款對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理賠之責： 

一、因各攤（舖）位使用人之營業行為所致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對於上述意外事故亦應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所致之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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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

崩、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第二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罷工、暴動、民眾

騷擾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罷工、暴動、民眾騷擾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

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加油站附屬業務責

任附加條款(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

業務責任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經營加油以外之附屬業務，

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附屬業務係指汽車美容、洗車、汽車保養等業務。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因第三人車輛車身漆面刮損或雨刷、天線、後照鏡折毀所導致之賠償責任不負理賠責任。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________元為

限，且仍受主保險契約之限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第一條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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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加油站附屬業務責

任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

業務責任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經營加油以外之附屬業務，

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附屬業務係指汽車美容、洗車、汽車保養等業務。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________元為

限，且仍受主保險契約之限制。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限定承保廣告看板

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

廣告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變更為因設置於營業處所之廣告看板及招牌發生下列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一、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及地陷等天然災變而墜落所致者。 

二、因被保險人管理、保養或維修不當而發生掉落、鬆動或內部線路短路失火者。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廣告看板及招牌裝設、維修或拆除等過程中造成施工人員或第三人之損失。 

二、因施工不符規格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三、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四、因移動式廣告看板及招牌所致之任何損失。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第三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營業處所範圍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受有體

傷或死亡，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或慰問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各項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 59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一、 傷害醫療慰問金費用：第三人經登記合格的醫院醫師或診所治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購置物品之合理費用或住院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

本附加條款所載之傷害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給付之。但同一第三人同一事故以給付一次為限。 

二、 身故慰問金費用：第三人死亡時，被保險人對該第三人之法定繼承人支付身故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身故慰問金費用保

險金額為限給付之。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但不包括專供休養、戒毒、戒酒、護

理、養老等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療機構。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無自負額，不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二條之約定。 

第四條 除外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第三人之犯罪、故意、自殺或參與鬥毆行為所致者。 

二、第三人因心神喪失、麻醉、酗酒或受藥物影響所致者。前者所稱之酗酒指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三、第三人本身疾病所致者。 

第五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給付悉以本附加條款「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且於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外另行給付。 

一、傷害醫療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個人：新台幣__________元。 

每一意外事故：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二、身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個人：新台幣__________元。 

每一意外事故：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第六條 合併給付之限制 

本附加條款「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每一個人」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如同一次意外事故受傷或死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並仍受「每一個人」保險金額限制。 

本附加條款「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係指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

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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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 第三人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 身故慰問金費用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第三人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探視第三人購置物品之相關費用單據；或經本公司理賠人

員陪同前往喪家或醫院見證其支付事實。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學校交通安全導護

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學校交通安

全導護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之執行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學校交通安全導護工作

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 學校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係指上學或放學交通安全之維護。  

二、 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係指各級學校登記在案之義工、志工、愛心媽媽、老師或學生。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  

二、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本身體傷或死亡。  

三、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第四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僅對超過其他保險契約所能賠付之部分負賠償之責，不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

五條之約定。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碼頭裝卸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碼頭裝卸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變更為僅限承保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____________進行散裝貨物或貨櫃裝卸作業過程中發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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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第三人財物（包括受託裝卸貨物）、港務局所有碼頭公用設施、裝卸貨船體受有損害或向港務局租用之裝卸機其

於裝卸作業過程中，因意外事故被受託裝卸貨物擊中所致之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之危險事故及原因  

因下列各種危險事故及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失蹤、減少、失重、不明原因之損失或盤點時之短少。  

二、 被保險人或其他於財產上有利益之人或其受僱人、代理人、承包商或其他受信託財產者之侵占、隱匿、變更、背信或任何不誠實之行為所

致者。  

三、 因昆蟲、害獸、本質上之缺陷、惡化、空氣之濕氣、異常之溫度變化、自然耗損、腐蝕、生鏽或腐敗所致者。  

四、 直接因罷工、解僱、參與勞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之工人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非法盜賣財物所致者。  

六、 因運送錯誤、遲延、錯誤及疏漏所致者。  

七、 受託裝卸貨物直接損失以外之任何重大損失或附帶損失。  

八、 因任何修理、復原或修改過程所致者。  

九、 因竊盜所致者。  

十、 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不保之動產  

本公司對於下列財產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所有或租借之財產，但不包括向港務局租用之裝卸機具。  

二、 金銀條塊、貴重金屬及其製品、珠寶、玉石首飾或手錶。  

三、 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四、 黃金、貨幣、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五、 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簿冊。  

六、 毛皮、動物、植物、冷凍或冷藏貨物。  

七、 水晶、陶磁器製品等易碎物品。  

八、 散裝油品。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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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

在營業處所或其毗鄰地區因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導致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人。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

作人視為本附加條款之第三人。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且受

主保險契約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出租人(房東)

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出租人(房

東)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出租之處所發生意外事故，致承租人、其親友或訪客體傷、

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駕訓班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駕訓班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或學員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內，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駕駛訓練課程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 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外，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特定路線之道路駕駛訓練課程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學員係指已向被保險人註冊繳費並領有收據及學習駕照之人。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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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之故意行為、自殺或自殘行為。 

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 

三、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施打麻醉藥品或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等事故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於訓練課程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於訓練課程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外，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特定路線之道路駕駛訓練課程時，無教練陪同所致者。 

七、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外，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特定路線之道路駕駛訓練課程時，未依經政府許可之道路駕駛訓練路線行

駛者。 

八、被保險人或受僱人以非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駕駛訓練課程所致者。 

第四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部分負

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其他保險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任意汽車第三責任保險或其他依法令應投保之其他保險。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美容業責任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美容業責任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情形所導致之賠償請求，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涉及醫療業務之行為。 

二、任何提供按摩、推拿、整脊或護膚等行為。 

三、任何提供需具備專業知識、專業執照或檢定能力始得執行之服務。 

四、任何因美容保養用品、化妝品、保養品之性質、效用、瑕疵或缺陷所導致之賠償請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保險金額個別適用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

個別適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分別適用於保險契約明細所載之每一經營業務處所。 

前項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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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野生動物侵襲責任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野生動物

侵襲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內因發生野生動物侵襲之意外事

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

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野生動物：係指一般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 

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高爾夫球場費用補

償金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高爾夫球場

費用補償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第三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高爾夫球場內參加高爾夫球運動，

因意外事故所致被保險人之下列財產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理賠之責任：  

一、 衣李球具費用補償金：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高爾夫球場所指定建築物內保管處所與高爾夫運動有關之衣李球具（不

包括手錶、首飾等貴重物品或硬幣紙鈔及有價證券），因火災、閃電、雷擊或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而支付之衣李球具費用；但因窳舊或鼠

囓或蟲蠹或固有瑕疵及非由意外事故所致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二、 球桿破裂費用補償金：被保險人因第三人於參加高爾夫球運動時，所使用之球桿發生破裂或斷折所致之毀損而支付之球桿破裂費用；但因

窳舊或鼠囓或蟲蠹或固有瑕疵及非由意外事故所致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三、 一桿進洞費用補償金：被保險人因第三人於參加高爾夫球運動時發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一桿進洞方式而支付之一桿進洞費用。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高爾夫球場：係指設有發球區(台)、球道、球洞區之球場與其附屬建築物及設施，且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 

二、高爾夫球運動：係指第三人進入高爾夫球場從事高爾夫球練習、指導或比賽。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無自負額，不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二條之約定。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給付悉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且於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外另行給付。 

一、衣李球具費用補償金： 

每一意外事故：新台幣__________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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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 元。 

二、球桿破裂費用補償金： 

每一意外事故：新台幣__________ 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 元。 

三、一桿進洞費用補償金： 

每一意外事故：新台幣__________ 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 元。 

第五條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球場證明書。 

三、損失清單或費用支出單據。 

四、第三人身分證明及簽收單據或回條。 

五、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汽車檢測廠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檢測廠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

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內因意外事故所致車體之損失。 

二、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外因接送或測試意外事故所致車體之損失。 

三、受託檢測車輛於廠外接送或測試因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除外責任之約定外，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受託檢測車輛或其車內之財物因遭受偷竊、搶奪、強盜所致者。 

二、第三人之汽車與被保險人因租賃、代售、附條件買賣、出質、留置權等契約債務關係存續期間所發生者。 

三、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外於接送或測試時，未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二十一之一條規定，駕駛被保險汽

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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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未經報警現場處理者。 

七、乘坐或上下受託檢測車輛之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違反專業規範之檢測方法所致者。 

九、被保險人及其家屬或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及受僱人之家屬所有車輛所致者。 

十、因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淹沒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非檢測期間使用受託檢測車輛，或從事載客載貨或其他管理之行為所致者。 

第三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發生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廠內發生意外事故時，應保留現場並儘速通知本公司處理。 

二、於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時： 

（一）通知本公司或當地分支機構。 

（二）保留現場。 

（三）報請當地憲警單位或交通隊處理。 

（四）除自願負擔損失外，不得逕行和解。 

（五）如對方逃逸時，請記下對方車牌號碼、顏色及車種，並儘速向當地憲警單位報案。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受託物責任附加條

款(甲型)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

附加條款(甲型)（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意外事故致被保險人向

第三人租借、代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及幫第三人檢測、校驗之代管設備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活動事件工作人員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

作人員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活動處所舉辦活動而發生意外事故，致工作人員體傷依

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工作人員係指受被保險人指揮、監督及管理協助辦理活動之人。但不包括架設、維護及拆除舞台、燈光、音響等相關人員。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0843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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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第四條除外責任(一)及第五條除外責任(二)(不包含第一項第九款有關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或死亡之除外責任)之

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工作人員因疾病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二、 工作人員從事或唆使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或相互鬥毆。 

三、工作人員酒後(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駕(騎)車或施打禁藥後之行為。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停車場代客停車責

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代客

停車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營業處所內，由被保險人經營或管理之

停車場或執行代客停車業務往返於營業處所至停車場途中，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停車場：係指被保險人設置供車輛停放之場所。  

二、第三人：係指除主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及其所僱用管理停車場者以外之任何人。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下列事故所致停放車輛（含車內財物）之毀損或滅失，包括：  

(一)竊盜行為。  

(二)任何第三人之不當行為或非善意行為。  

(三)不明原因。  

二、車輛未停妥於正確、規定之車位者。  

三、停車場之維修、保養期間，但意外事故之發生與維修、保養無關者不在此限。  

四、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未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規定維修、保養者。  

五、未依操作指示操作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部分負

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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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之其他保險包括但不限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獨立承攬人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獨立承攬人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營業務處所，因委託獨立承攬人進行維護、

保養或裝修工程時（以承攬工程合約金額少於新台幣            元者為限），發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故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僅對超過其他保險契約所能賠付的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接駁運送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接駁運送責

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經營業務需要，依本附加條款所載之接駁運送服務，提供交通工具，

致所載運之乘客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

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乘客之故意行為、自殺或自殘行為。 

二、 乘客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但因保險事故而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不在此限。 

三、 乘客施打麻醉藥品或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等事故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無照駕駛（含駕照吊扣、吊銷期間）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2條第1、2款之駕照違規使用規定者。 

七、 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未依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接駁運送服務約定之路線行駛者。 

八、 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有非法營業、違法使用或其他違反交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之情事者。 

第三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部分負

賠償之責。 



 

第 69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前項所稱之其他保險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或其他依法令應投保之其他保險。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無人航空器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無人航空器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無人航空器發生意外事故致

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受酒類影響或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二、 從事特技表演或競賽所致者。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違反民用航空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________元為

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 

第四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液化石油氣及容器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

及容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所有或所銷售之液化石油氣及容器於用戶處所引起爆炸或火

災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液化石油氣：係指政府許可銷售之液化氣體燃料，並經由合格之分銷商分銷者。 

二、 容器：係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商品檢驗法」及「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作業及管理要點」、「複合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作業及

管理要點」等相關法規檢驗合格之50公斤(含)以下裝填液化石油氣之容器。 

第三條 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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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一)及第五條除外責任(二)之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未經檢驗合格容器所致者。 

二、因瓦斯熱水器安裝於室內，導致液化石油氣外洩或燃燒廢氣所致者。 

三、 用戶蓄意自殺所致者。 

四、因壓力調整器、閥、金屬管及橡膠軟管等配件所致者。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上下卸貨第三人責

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上下卸貨第

三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領有牌照之車輛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營業處所範圍內或交付受

貨人處進行上下卸貨而造成第三人之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

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附加條款對於被上下裝卸之財物本身因意外事故致受有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特別約定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故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僅對超過其他保險契約所能賠付的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液化石油氣天然氣

業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

天然氣業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所有之液化石油氣、天然氣及相關供輸設備發生以下

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於操作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 

二、設備或管線遭第三人破壞導致意外事故。 

三、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承包商於檢修、搶修相關設備時發生意外事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刑事訴訟費用附加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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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涉及(業務)過失傷害、(業務)

過失重傷害、(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於偵查程序及審判程序時，因委任律師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

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用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包含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及其負責人、經理

人、受僱人。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

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刑事起訴書或相關訴訟文書或其他法律文件。  

二、 律師費用收據及其他刑事訴訟費用相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文教業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文教業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其學員受有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交通工具，在接送學員上、下課期間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 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食品發生食品中毒之意外事故。  

三、 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之行為，在其照顧管理期間，學員遭受失蹤或綁架之意外事故。但僅限未滿十四足歲之學員。 

四、 被保險人因舉辦校外教學或活動所發生之意外事故，但不包含海外教學或活動。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文教業」：係指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如補習（訓練）班、才藝班、課後托育中心等。 

二、 「學員」：係指於本保險單載明之經營業務處所內登記或註冊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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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品中毒」：係指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並且自可疑的食餘檢體及患者糞便、嘔吐物、血液等人體檢體，分離出

相同類型之致病原因而言。 但如因細菌性毒素或急性化學性食品中毒而引起者，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食品中毒」。由同一食品中毒原因所

致一連串體傷或死亡，不論一人或一人以上均視為「每一意外事故」。  

四、 「海外」：係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統治權所及之地區以外之區域。 

第三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學員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或學員之故意自殺。  

二、 學員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但因保險事故而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及食品中毒等不在此限。  

三、 學員施打麻醉藥品或學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等事故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 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體罰或管教行為或性侵害行為所致者。  

第四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部分負

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其他保險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或其他依法令應投保之其他保險。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

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及財物損失責任保險金額：新台幣________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_元。 

第三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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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承租人借用人責任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租人借用

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承租或借用之建築物(須位於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營業務

處所)，發生意外事故致處所內之動產或不動產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對出租人或貸與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

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意外事故動產之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每一意外事故不動產之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        元。 

第三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保管箱責任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管箱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提供以下保管箱服務發生意外事故，致其

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旅客申報寄託物（包括現金）之性質、數量及價值並交付置存於櫃臺保管箱，並經被保險人開立保管憑條者；  

二、旅客隨身攜帶之個人物品（不包括現金）置放於客房中之保管箱者。 

第二條 除外責任（一）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一、受寄託之物品本身包裝不固致損失或滲漏者。  

二、包裝完好但其內容短少或不符，而無法證明係因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三、因受寄託之物品之本質所致者，包括但不限於重量減輕、熱漲、冷縮、腐化、發酵、長黴、生鏽、褪色、異味、自燃或遭蟲鼠咬損。  

四、無法解釋之短少及損失，或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短缺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為修理、維護、復原受寄託之物品引起之損失。  

六、政府之沒收或充公者。  

七、違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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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寄託人、委任人因受託物毀損或滅失所喪失之期待利益及其所引起之附帶損失。 

第三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金銀條塊、貴重金屬、珠寶、玉石及其製品。  

二、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三、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五、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六、爆炸物。  

七、毛皮、動物、植物。  

八、玻璃、水晶、陶瓷製品、蛋類等易碎物。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保管箱財損責任之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之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          元。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有線電視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有線電視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已架設之電線、電纜及線路設備發生意外事故因而斷裂、破損、

掉落、脫落、漏電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理賠責任： 

一、 被保險人於電線、電纜及線路設備裝置、拆除或維修期間所負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所負之懲罰性賠償責任。 

三、 因毀損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他相關設施所導致之附帶損失，但本公司對因修復該毀損線路、管路、管線或電線而需負擔之費用仍

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危險變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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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保險契約之承保戶數為：                戶；保險期間內如承保戶數增減幅度超過主保險契約約定之       %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

公司。被保險人未為通知者，應對本公司因此所受損失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於接獲前項通知後，將按變動後之承保戶數重新核定保險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停車場含物體碰撞

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含

物體碰撞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經營或管理經營業務處所之停車場（須載明於本保險契

約），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

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停車場：係指被保險人設置供車輛停放之場所。  

二、第三人：係指除主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及其所僱用管理停車場者以外之任何人。 

第三條 除外責任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亦不負理賠責任：  

一、因下列事故所致停放車輛（含車內財物）之毀損或滅失，包括： 

（一）竊盜行為。 

（二）駕車行為，但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被保險人對營業處所之設置、保養或管理有所缺失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第三人之不當行為或非善意行為。 

（四）不明原因。 

二、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代客停車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車輛未停妥於正確、規定之車位者。  

四、 停車場之維修、保養期間，但意外事故之發生與維修、保養無關者不在此限。 

五、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未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規定維修、保養者。 

六、未依操作指示操作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電梯意外責任

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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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梯」：係指被保險人設置於經營業務處所之昇降機、自動樓梯或其他類似之昇降設備。 

二、「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三、「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四、「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六、「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七、「專業廠商」：指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從事昇降設備安裝或維護保養並具有專業技術人員之廠商。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電梯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坐或出入被保險電梯之人體傷或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但前項所稱乘坐或出入被保險電梯之人，不包括被保險人或操作人員在內。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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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因意外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

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電梯因裝載重量或乘坐人數超過本保險契約載明該電梯之負荷量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電梯發生損壞或故障未經修復或經政府主管機關命令停止使用，而繼續使用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未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委請專業廠商進行維護保養及安全檢查所致之損失。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第 78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二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第 79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 9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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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從事營繕工程者。 

三、「第三人」: 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

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 

四、「營繕工程」: 係指營建、改建、修理、維護及其相關業務。 

五、「施工處所」: 係指承保營繕工程所坐落之地點。 

六、「驗收」: 承保工程之全部或一部分業經完成，並經定作人或其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但非指工程契約約定之養護(保固)期間、保證期間、試

營運期間或瑕疵修補期限屆滿後之最終驗收。 

七、「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 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八、「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九、「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十一、「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內，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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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因意外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

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之體傷或疾病所致

或其所有、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施工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

限。 

八、被保險人所承包之營繕工程於保險期間屆滿前經定作人啟用、接管或驗收後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而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一、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及其有關設施所致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施工前已取得上述設施位置圖及有關資料，並於施工中已盡相當

注意者。為修理或置換受損設施所需費用不在此限。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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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非為一年者，以實際營繕工程期間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以小於或等於一年期計收保險費者: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

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承保年期小於一年之係數計算。以實際營繕工程計收保險費者: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

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經過期間年期，依年期係數計算，未滿一年

部分則依日數比例計算。但營繕工程結束或經啟用、接管、驗收後，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二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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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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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交互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交互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載之各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投保主保險契約，並

互為其所承保之第三人，但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為準，不因本附加條款而增加。 

第二條 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損害本保險契約內可投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財物(不論是否已投保)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 社會保險或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不論是否已投保)。 

前項所稱之「社會保險」係指勞工保險。 

三、 被保險人間訂有承攬或委任契約者，其相互間之賠償責任。 

四、 工程契約之定作人與其他被保險人間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

附加條款 

第一條 定作人通知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不生效力。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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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第三人動植

物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

款 

第一條 特別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第三人動植

物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所承包之營繕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

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均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定作人財物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定作人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

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導致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

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營建機具、設備、器具、工具之毀損或滅失。  

二、 屬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保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論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之保險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第四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

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定作人、承保工程有關廠商、同一施工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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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居住於施工處所之家屬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施工

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導致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

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營建機具、設備、器具、工具之毀損或滅失。  

二、 屬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保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論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之保險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_______元。  

第四條 自負額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

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直

接導致定作人、承保工程有關廠商、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居住於施工處所之家屬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體傷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定作人體傷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直接導致定作

人或其受僱人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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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

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定作人所有，或定作人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

財物，於保險期間內，在執行業務處所或主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內，直接因被保險人執行業務行為發生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三、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四、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論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五、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一、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二、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           。 

前述各項賠償金額及自負額若無約定，以主保險契約上所載保險金額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 

承保範圍： 

一、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責賠償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依前項對被保險人所負之體傷賠償責任，除本保險單另有約定，以超過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法或軍人保險條例之給付部份為限。 

二、本保險單所稱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付之薪津工資而服勞務年滿十五歲之人而言。 

特別不保事項： 

三、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之責： 

1.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 

2.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本身體傷或死亡。 

3.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4.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或死亡，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5.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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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 

第一條 受僱人人數限制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約定為______人。 

第二條 保費之加收或退還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變動超過前條所約定人數之 10%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應按變動後之人數重新計算保險費。 

第三條 比例賠償 

被保險人未為前條人數增加之通知者，於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依承保的薪資總額與實際的薪資總額比例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上下班途中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附

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事故而致體傷或死亡，依勞動

基準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依前項對被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以超過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法或軍人保險條例之給付部份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上下班途中」，係指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車輛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車輛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發生意外事故，造成執行職務

之受僱人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使用或管理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

之責。 

第三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僅對超過其他保險契約所能賠付之部分負賠償之責，不適用責任保險基本條

款第十五條之約定。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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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未執行安全措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未執行安全措施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未執行安全措施除外不保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約定之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對於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下列行為遭受體傷或死

亡，本公司亦不負理賠之責，但該受僱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無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一、 依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應佩戴安全帽而未配戴者。 

二、 從事施工架作業、橫支撐之構築作業、傾斜地面之開挖、鋼構建築之栓接、鉚接、焊接或檢測作業時未配帶安全帶者。 

三、 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未配戴安全帽、安全鞋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四、 從事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之作業時未配戴絕緣手套、安全帽、安全鞋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者。 

五、 從事鋼筋作業時未配戴手套者。 

六、 從事混凝土作業時，乘坐於混凝土澆置桶上者。 

七、 從事模板作業時，未以鋼索束緊，或以其他代用品或普通繩子吊運者。在高處吊運模板時，下方作業人員未全部撤離現場者。 

八、 被保險人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受僱人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

措施。被保險人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圍欄等拆除，未採取使受僱人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受僱人遭受危險之

措施。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

償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遭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

所約定之職業災害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時，致被保險人依勞基法規定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經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

審定為職業傷害，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超過勞工保險之應行給付部份，給付保險金。其各項給付規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時，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

之差額，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月。  

二、失能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治療終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失能，並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一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義、等級及給付標準，均比照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三、 所得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

月投保薪資」與勞工保險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付所得保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二款失

能保險金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金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四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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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頒布施行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

病審查準則」。 

本附加條款之各項給付，除另有約定外，悉依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本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依勞基法有關「工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向本公司投保之金額。 

二、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基法有關「平均工資」之定義及解釋，以「本保險月投保薪資」為準所核計之金額。 

三、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工保險條例有關「月投保薪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向勞保局投保之金額。 

四、指定醫院：係指全民健康保險之特約醫院，並依法評鑑合格為地區教學醫院以上者。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二、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三、受僱人因酗酒或受藥劑影響所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前者所稱之酗酒係指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失能或死亡，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害所導致之事故。  

第四條 受僱人之資格限制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加保本附加條款時，必須具備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並且在職從事工作。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故於本附加條款生效日未能正常工作時，得自恢復正常工作之日起三十日內加保本附加條款。逾三十日申請加保者，須提供

健康證明文件並經本公司同意後始得加保。 

第五條 受僱人之變更通知  

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異動而申請加保時，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自通知到達之翌日中午十二時起開始生效，如通知起保日期在後，則自該起保日

中午十二時起生效。本公司依短期費率計算應繳之保險費，向要保人補收。 

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而退保時，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受僱人資格自通知到達之翌日中午十二時起喪失，如通知退保日期

在後，則自該退保日中午十二時起喪失，該受僱人保險效力終止。本公司應從已繳保險費扣除按短期費率計算已經過期間之保險費後，將其未滿

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 

第六條 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變動通知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的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如有變動時，被保險人應即時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如怠於前項通知而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得就變動後產生的結果，依下列各款處理： 

一、變動後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經核計使本公司之保險給付增加時，本公司對該增加部分，不負給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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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動後之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經核計使本公司之保險給付減少時，本公司依其減少後之給付金額予以給付。因本款變動致被保險人溢繳保

險費時，本公司退還其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第七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被保險人由於工作場所、設備、業務種類或其他變更，致危險有顯著增加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兩週內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怠於通知時，對

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於接到前項通知後三十日內，得根據危險增加之程度要求增加保險費或將本附加條款終止。危險顯著減少時，被保險人得要求本公司重新

核定保險費。 

第八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一）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五）受僱人遺屬之身份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申請 

（一）失能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失能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一）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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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

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其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姐妹。 

第九條 法令修訂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相關法令修訂，以致本公司保險責任變動時，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之核定，就本附加條款有關條款及保險費率重新修

訂。要保人如不同意，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本公司應按日數比例返還未滿期之保險費。 

第十條 管轄法院 

本附加條款涉訟時，約定以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為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

轄法院。 

第十一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

款 

第一條 定作人通知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社會保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社會保險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依下列規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茲約定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發生意外事故，本公司需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主保險契約之內容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同意對被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不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金額。 

二、本附加條款所稱之「社會保險」，包括勞工保險、公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以及其他依法所定之社會保險。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第一條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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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約定處所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約定處所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本約定處所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約定處所」係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執行職務時發生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

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包括：廠商及其分包商在本工程施工期間之受僱人因執行職

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者暨本工程機關(定作人)之監工人員及其他相關會勘、督導、查核、及驗收等人員，因執行本工程相關職務發生

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者，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限定承保列名受僱

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限定受僱人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列名受僱人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僅限載明於本保險契約所附明細表內之人。 

第二條  受僱人之異動  

被保險人有新增或移除本保險契約所附明細表內之受僱人時，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經本公司同意後生效，本公司對於該受僱人應依全年保險費

之日數比例計算加收或退還之保險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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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

約保險金額之部分，於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之責，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人。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境外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中華民國境外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

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中華民國境外：係指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統治權所及之地區以外之區域。 

第三條 準據法 

被保險人對於其受僱人責任之認定，悉以中華民國相關之法令為準據法。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

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於非執行職務期間發生意外傷害事故死亡或受有體傷，經本公司查證

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醫療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門診醫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所載之醫療慰

問金費用上限範圍內給付之。 

二、住院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住院治療且住院日數連續達三日（含）以上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

依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住院慰問金費用給付之。 

同一事故給付同一受僱人醫療慰問金費用與住院慰問金費用時，本公司合計給付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五萬元整。 

第二條 理賠金額 

對於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規定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受僱人所實際支付之醫療費用，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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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醫療費用於受僱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份住院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住院診療，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

康保險給付者，本公司按實際醫療費用金額的百分之六十五核算。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無自負額，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自負額之約定。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受僱人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受僱人醫療費用明細或醫療證明文件（或醫療費用收據）。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五條 條款的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責任保險基本

條款 

第一章  一般事項 

第一條（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之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第二條（據實說明之義務與本契約之解除） 

要保人於要保時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三條（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被保險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對營業處所或施工處所之建築物、通道、設施、機器、電梯或其他工作物，應定期檢查，注

意修護，對意外事故之發生，予以防免。 

第四條（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交付保險費時應以本公司所掣發之收據為憑。 

第五條（契約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要保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上述變更，須經本公司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六條（契約之通知） 

有關本保險契約之通知事項，除另有特別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以書面為之。 

第七條（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返還要保人。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

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通訊處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全年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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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賠償責任之限制） 

依據本保險契約之規定，應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傷亡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

責任而言。但仍受「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保險金額之限制。 

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不只一人時，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訂明之各項保險金額為限。 

第九條（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意外事故所生之損失，被保險人必須先行負擔自負額額度之損失，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超過自負額之部份負賠償之責，但訴訟、和解

及其他救助費用被保險人不負擔自負額。 

第二章 一般不保事項 

第十條（除外原因）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征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或使用或管理飛機、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第十一條（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三章 理賠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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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他必要的調查或行為。 

第十三條（賠償請求應遵守之約定） 

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之約定： 

(一)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

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法院確定判決或仲裁判斷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償

金額之給付。 

(三)被保險人依法得行使抗辯權或其他權利以免除或減輕責任，若因過失而未行使前述權利所產生或增加之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四)對意外事故之發生若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本公司於賠付後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該第三人之求償權。 

被保險人若有擅自拋棄上述求償權或作出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時，本公司在受妨礙之金額範圍內，免負賠償之責；如本公

司已履行賠償之責，本公司在受妨礙之金額範圍內，得向為妨礙行為之被保險人請求返還。 

第十四條（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

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證人

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

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五條（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

為限。 

第十六條（仲裁） 

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款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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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四章 法令之適用 

第十七條（準據法）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

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且經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人。 

三、「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付之薪津工資而服勞務之人。 

四、「意外事故補償規則」：係指被保險人為保障受僱人權益、加強勞雇關係、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對於其受僱人遭遇意外事故所訂補償之規則，

經被保險人公告或通知予其受僱人並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者。 

五、「意外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六、「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補償責任。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補償責任。但仍受每

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八、「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補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補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補償責任。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期間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死亡、失能或傷害，依「意外事故補償規則」應負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

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補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責任，不負理賠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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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受僱人之犯罪行為（包括被刑事執行）所致者。 

六、因受僱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七、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八、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

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補償責任或損失，不負理賠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責任。但被保險人依「意外事故補償規則」應負補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

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發生之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被保險人由於工作場所、設備、業務種類或其他變更，致危險有顯著增加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怠於通知時，對

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接到通知後三十日內，得根據危險增加之程度要求增加保險費或將本契約終止。危險顯著減少時，被保險人得要求本公司重新核定保險費。 

第八條  受僱人異動之通知 

被保險人有新增之受僱人時，除另有特別約定外，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開始生效，如通知生效日期在後，則自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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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時起生效。未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者，對於該等受僱人所生之事故，本公司不負補償之責；但經被保險人通知後五日內，本公司未表示拒保者，

視為同意承保。 

受僱人因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喪失受僱身分時，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開始失效，如通知日期在後，則自該日零時

起失效。 

前二項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依全年保險費之日數比例計算應加收或退還之保險費。 

第九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十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

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補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補償之責。 

第十一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日數比例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補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三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補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受補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於收到補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時，應將上述文件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四條  承認、和解或補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受僱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補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補償請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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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

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補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六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受僱人死亡、失能或傷害者，應依其情況檢具死亡證明文件、診斷證明書及醫療單據。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補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補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七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補償責任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理賠金額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八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補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補償責任應優先給付，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各項保

險金額為補償上限。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補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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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

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非執

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擴

大承保非執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於非執行職務期間，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死亡者，依「意

外事故補償規則」應負死亡撫卹之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補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第一章、承保範圍  

第一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之缺陷在保險期間內或「追溯日」之後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遭受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本公司對「追溯日」以前已發生之意外事故

或被保險人非在保險期間內所受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意外事故賠款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訂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於超過該自負額部份之賠款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賠償金額之限制） 

依據本保險契約之規定，應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欄所載各項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如被保險人能以較少金額解

決者，本公司以該較少金額賠償之。 

第二章、不保事項  

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即使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拋棄追償權因而不能追償之損失金額。 

三、因產品未達預期功能或使用不當或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提供錯誤之產品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產品尚在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經銷商或受僱人之控制或管理時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產品本身之損失或為檢查、鑑定、修理、清除、拆除、替換、收回該產品所發生之任何費用（包含為收回該產品所需退還之價款）。 

六、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經銷商或受僱人於出售或移轉被保險產品之占有於他人時，已知悉該產品已有缺陷，因而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因要保人、被保險人、經銷商或受僱人之故意、刑事不法行為或故意違反正常製作程序所致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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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因被保險產品所致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或控制之財產損失，但受僱人之個人使用財物不在此限。 

九、被保險產品若作為其他產品之材料、零件、包裝或觸媒時，致使該其他產品本身之損失。 

十、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與被保險人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因執行職務而其身體受有傷害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一、在本保險契約「地區限制」欄所載地區以外所發生之意外事故或賠償請求。 

依本保險契約「準據法限制」欄所載地區以外之法律為準據法之賠償責任。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動（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戰、強力霸佔或被征用。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地震、颱風、洪水及其他氣象上之災變。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及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及為測試、清理、除去、控制或處理前述輻射或污染所致之費用。 

(五)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六)因誹謗、惡意中傷、違反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所致者。 

(七)被保險產品用作船舶、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之零件或材料時。 

(八)被保險產品由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交付予買受人已屆滿十年者，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九)肇因於下列產品或產品中含有下列成份所致者，但經書面加保者不在此限： 

1. 石綿（Asbestos） 

2. 多氯聯苯（PCB） 

3. 尿素甲醛（Urea-Formaldehyde） 

4. 避孕用具或藥品（Contraceptives of any kind）  

5. 乳矽膠填充物（Human implant containing silicon） 

6. 治療亞級性骨髓神經系統之藥品（Subacute Myelo-Optico-Neuropathy ） 

7. 己醯雌酚（Diethylastilbstrol ） 

8. 奧克西欽諾林（Oxychinoline） 

9. 感冒疫苗（Swine flu Vaccin） 

10. 診斷或治療愛滋病（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之產品 

11. 煙草及其製品（Tobacco and any Tobacco Products） 

第三章、一般事項 

第五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產品」係指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設計、生產、飼養、製造、裝配、改裝、分裝、加工、處理、採購、經銷、輸入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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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包括該產品之包裝及容器。 

二、「被保險產品之缺陷」係指被保險產品未達合理之安全期待，具有瑕疵、缺點、或具有不可預料之傷害或毒害性質，足以導致第三人身體傷

害或財物損失者。 

三、「身體傷害」係指任何人所遭受之體傷、疾病及因而導致之死亡，以下簡稱「體傷」。 

四、「財物損失」係指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並包括因而不能使用之損失，以下簡稱「財損」。  

五、「每一個人身體傷害」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之身體傷害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限額。  

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害」之保險金額為限, 且仍受「每

一個人身體傷害」保險金額之限制。 

六、「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財物損失所負最高賠償限額。 

七、「一次意外事故」係指第一次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之賠償請求而言, 且在第一次賠償請求發生後 12 個月內基於同缺陷所受之賠償請求與

第一次之賠償請求均視為同時請求，為一次意外事故。 

本公司對每「一次意外事故」若同時發生體傷或財損時, 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最高僅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體傷及財損之保險金額」為

限，且仍受其他各分項保險金額之限制。 

八、「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不止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限額。 

第六條  （損害之防阻） 

被保險人應遵守對於被保險產品產銷有關之法令規定，防阻產品之缺陷，並應採取一切合理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防止意外事故之發生。其因而所

發生之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要保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

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

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 自本公司知其事實或知其不實之日起，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本公司依前項規定解除本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

還，倘賠償金額已給付，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之。 

第八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保險期間內預計銷售總金額計算預收。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 將實際銷售總金額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被保險人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由本公司退

還被保險人，但本公司應收保險費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最低保險費。 

第九條  （產銷文件之保管） 

被保險人應保存有關被保險產品產銷之文件、憑證、記錄、序號或批號以便對該產品追蹤管理。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查閱該有關資料。 

第十條  （保險契約之通知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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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保險契約之通知事項，除另有特別約定外, 被保險人應以書面為之。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 被保險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上

述變更, 需經本公司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契約之轉讓） 

本保險契約之批改或本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均須本公司簽批同意後始生效力。 

第十二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以書面通知而終止之；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被保險人最近所留之住所終止之。保險契約終止後，

被保險人應將保險契約有效期間之實際銷售總金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保險費之退還或加收，比照本保險契約

第八條之規定辦理。但保險契約係經被保險人之要求而終止者，實際保險費之計算應依保險有效期間之實際銷售總金額乘以費率及短期費率計算

之。惟如被保險人不申報實際銷售金額者，則以全年預收保險費乘以短期費率計算之。 

第十三條  （保險契約之失效） 

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本公司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之金額時，本保險契約即告失效。被

保險人並應立即將保險單有效期間內之實際銷售總金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時，其差

額應由被保險人補繳之；但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時，其差額不予退還。 

第四章 理賠事項 

第十四條  （理賠事項） 

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知悉後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盡可能保留該引起意外事故之被保險產品, 隨時接受本公司之勘查與檢驗。 

四、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函文、傳票或訴狀影本送交本公司。 

五、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五條  （參與權及代位求償權） 

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之約定： 

一、被保險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除必須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

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被保險人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在未取得法院判決書或依前條規定未經本公司參與達成和解以前，本公司不予賠付，但

經本公司同意者或經被保險人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和解者，不在此限。 

三、對意外事故之發生若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不得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拋棄追償權。本公司於賠付後得依法行使代位

求償權，被保險人應提供一切資料協助本公司辦理。 

第十六條  （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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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或重複承保時，不問該契約之訂立係由於被保險人或他人所為，本公

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僅按照本保險契約原應賠償金額對全部應賠償總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七條  （多數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限制） 

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不止一人時，本公司對於全體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訂明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十八條  （抗辯或和解） 

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第一條之意外事故，致被保險人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同意協助抗辯或進行和解，其有關賠償請求之訴

訟費用及必要開支，本公司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另予以給付。但 

一、未經本公司參與之抗辯或和解，其有關賠償請求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惟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予以給付。 

二、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被起訴時，其具保及因刑事訴訟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五章 其他事項 

第十九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法令變動而對被保險人較為有利者，變動後之法令，

應優先於本保險契約條款而有其適用。 

第二十條  （管轄權）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本公司總公司或臺灣或台北分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因承保範圍內之保險事故致其附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發生身體傷害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

其財物損失仍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自負額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條所稱之自負額，包含因處理賠償請求所發生之任何費用及民事處理費用在內，本公司僅對超過該自負額部份之賠款負

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完工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1.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及其代理人對所銷售之被保險產品提供安裝、維修、保養等服務而於完成上述服務後因所提供服務之缺陷致發生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2.本保險契約僅承保前項服務項目已完成並經驗收或啟用且非在被保險人所有或使用之處所內發生者為限。 

3.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1)第一項服務所需之改正、修理、額外服務或重置之費用。 

(2)因運送過程所致之損失。 

(3)服務完成後因遺留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料或廢棄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4)服務完成已逾六個月者。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第一條條文刪除，改訂如下：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之缺陷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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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附加條款－事

故發生基礎 

體受有傷害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延長產品使用年限附加

條款 

本公司對被保險產品在交付該產品給使用人於約定年限內所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保險事故，本公司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延長被保險人受賠償請

求期間附加條款 

若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終止時或到期日後因故未在本公司辦理續保，本公司同意在保險期間到期後二個月內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危險

事故而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仍負賠償責任。 

但有下列除外事項外發生時，本公司仍不負賠償責任： 

1.追溯日以前已發生之意外事故。 

2.在保險期間到期日後始發生之意外事故。 

3.被保險人未在本公司辦理續保之理由係因未補繳保險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附加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附加被保險人僅承保其因銷售被保險產品發生保險事故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始對其負賠償之責，但因下列原因所

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1.任何未經原製造商所同意之說明、銷售或改變產品狀態者。 

2.未能使產品維持可銷售狀態者。 

3.未依原廠指示警告做好檢查或調整者。 

4.任何改變包裝、容器、標籤或加工製造者，但僅加註中文說明者，不在此限。 

5.被保險產品尚在附加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或受僱人之控制或管理時。 

被保險產品若為進口產品，被保險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提供中文說明及中文警語，否則本公司對肇因於此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食品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標示生產日期及使用期限致使第三人逾期使用而致身體受到傷害。 

2.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標示儲存方式而因儲存不當，造成產品變質而致第三人身體受到傷害。 

3.被保險產品並未申請藥品登記而違法在說明書上或包裝上註明或影射該產品具有醫療效果之字句者。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保險特別除外

附加條款--酒類產品適

用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在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另外遵守產品責任保險酒類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酒類」係指依「菸酒管理法」第四條規定所稱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五之飲料、其他可供製造或調製上項飲

料之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 

前項所稱酒精成分，指攝氏檢溫器二十度時，原容量百分比中含有乙醇之容量而言。 

第三條  特別除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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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任： 

一、被保險產品之甲醇或鉛含量超過政府公告之「酒類衛生標準」所致消費者之損失。 

二、因受酒類影響所致消費者急、慢性酒精中毒身體傷害損失。 

三、因消費者受酒類影響而違反政府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所致之損失。 

四、因所製造、生產、輸入、經銷之酒類產品被仿冒所致第三人因酒傷害及被保險人本身之商譽（Trade Mark）及財務損失（Financial Loss）。 

五、因違反「酒類標示管理辦法」所致消費者之損失。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均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訴訟及理賠費用附加條

款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賠償責任包含處理賠償請求之任何費用及民事訴訟費用，僅在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之責，對超過保險金額外之損

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經銷商附加條款(A) 

除本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不負賠償責任： 

1.任何未經原製造商所同意之說明、銷售或改變產品狀態者。 

2.未能使產品維持可銷售狀態者。 

3.未依原廠指示警告做好檢查或調整者。 

被保險產品若為進口產品，被保險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提供中文說明及中文警語，否則本公司對肇因於此原因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經銷商附加條款(B) 

除本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不負賠償責任： 

1.任何未經原製造商所同意之說明、銷售或改變產品狀態者。 

2.未能使產品維持可銷售狀態者。 

3.未依原廠指示警告做好檢查或調整者。 

4.任何改變包裝、容器、標籤或加工製造者，但僅加註中文說明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產品若為進口產品，被保險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提供中文說明及中文警語，否則本公司對肇因於此原因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懲罰性賠償金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懲罰性賠償金仍負賠償之責，但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變更保險費計算基礎附

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保險期間內預計之          計算預收。被保險應於             ，將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

實際保險費之依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被保險人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由本公司退還被保險人，但

本公司應收保險費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最低保險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

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暨主保險契約載明之地區限制範圍內，對所提供之被保險產品負責安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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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條款(ML014A 製造

兼維護廠商適用) 

修、保養等服務，而於完成上述服務後因該項服務之缺陷，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

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被保險產品定義 

主保險契約所稱「被保險產品」：係指由被保險人製造、安裝、維修、保養之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 

第三條  特別除外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第二章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對被保險產品提供安裝、維修、保養等所需之檢查、調整、修理、額外服務或重置之費用。 

二、因運送過程所致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於執行維護或保養作業期間內所致者。 

四、服務期間及完成後因被保險人故意遺留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料或廢棄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未依承攬契約履行維護保養作業者。但因保養不善所致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違反第四條通知義務時，本公司對於未申報之處所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  受維護或保養產品處所增加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新增之受維護或保養產品處所時，應書面通知本公司，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承保後，本公司始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均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

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

附加條款(ML014B 維護

廠商適用)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暨主保險契約載明之地區限制範圍內，對被保險產品提供服務，而於完成前

開服務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

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被保險產品定義 

主保險契約所稱「被保險產品」：係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合格登記證之專業廠商所從事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之維護或保養工作。 

第三條  特別除外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第二章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維護或保養之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本身缺陷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所維護或保養之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本身因任何事故所致之任何損失。 

三、服務完成後因被保險人故意遺留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料或廢棄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未依承攬契約履行維護保養作業者。但因保養不善所致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違反第四條通知義務時，本公司對於未申報之處所所致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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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受維護或保養產品處所增加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新增之受維護或保養產品處所時，應書面通知本公司，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承保後，本公司始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均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電磁場或電磁波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電磁場或電磁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產品直接或間接因電磁場、電磁波或電磁干擾所引起或造成

第三人之死亡、體傷或財物損失等相關之產品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契約終止通知日數附加

條款 

第一條 契約終止日數之通知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契約終止通知日數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要保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契約之權。由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        日（或詳如本保險契約

所載之日數，但不得少於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及                  。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食品中毒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內供應之餐飲或於保險契約所載之地區範圍內銷售之餐飲，導致食用之

第三人因食品中毒所致之體傷或死亡，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但食用餐飲之第三人逾餐飲包裝上所標示之保存期（時）限後食用或被保險人所提供之餐飲，經放置於大氣常溫下六個小時後始由第三人食用後

所致之食品中毒，不在此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食品中毒」係指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並且自可疑的食餘檢體及患者糞便、嘔吐物、血液等人體檢體，

分離出相同類型之致病原因而言。但如因細菌性毒素或急性化學性食品中毒而引起者，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食品中毒」。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其他產品零件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其他產品零件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產品作為其他產品之材料、零件、包裝或觸媒時，因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載之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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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致該其他產品本身之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GUARANTEE AND 

FINANCIAL LOSS 

INSURANCE

（Claim-made Form） 

This Policy Wording, the Schedule and any Endorsements thereto should be considered one document and any word or expression to which a specific 

meaning has been attached in any of them shall bear such meaning throughout.  

In addition, the word “Named Insured” refer to the persons or organisations shown in the Schedule. The word “the Company” refers to the company 

providing this insurance.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 Company agree that: 

the Proposal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orporated in and be the basis of the contract; 

the Named Insured will pay the Premium;  

the Company will provide the insurance as stated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Policy Wording;  

the Business of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not include any other than that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urance;  

The following shall be conditions precedent to any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a)  observance of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Wording relating to anything to be done or complied with by the Named Insured; 

(b)  the truth of the Proposal. 

OPERATIVE CLAUSE 

The Company will indemnify the Named Insured against their legal liability, whether by way of claims made against them or by way of loss or expense 

incurred by them for: 

(1)  PRODUCT LIABILITY  

Damages and claimants costs and expenses arising as a result of;  

(a)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death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b)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which arises from or is alleged to have arisen from any defective, harmful or incorrect product or works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ich i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2)  PRODUCT GUARANTEE  

The costs of removal, recovery, repair, alteration, treatment, replacement or destruction of any product or works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ich fail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it wa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3)  FINANCIAL LOSS 

for any financial loss not arising from:  

(a)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death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a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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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which is incurred by customers or third parties as a result of any product or works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ich fail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it wa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SPECIAL EXCLUSIONS 

(1)  (i)  This Insurance shall apply only in respect of those sub-Sections (1) to (3) of the above Operative Clause for which an Indemnity Limit i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i) The insurance by each sub-Section shall not respond for any claim covered by any other sub-Section WHETHER SUCH SUB-SECTION BE 

INSURED OR NOT.  

(2)  The insurance by sub-Section (1)(b) shall not respond in respect of damage to any product or works caused by fault or defect in itself or in any part 

thereof. 

COSTS AND EXPENSES CLAUSE 

In addition to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the Company will pay all costs charges and expenses incurred with his written consent for the investigation defence 

or negotia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notified within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whether or not such claim exceeds or is expected to exceed any 

Self-insured Excess or coinsuranc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Provided always that:  

(a)  if any claim payment is made the total of which exceeds the SUM of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available hereunder plus any Self-insured excess or 

coinsuranc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his Insurance shall pay only such proportion of the said costs charges and expenses as the SUM stated above 

bear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such claim payment. 

(b)  General Condition 2 of this Insurance shall apply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LIMITATIONS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LIMITS OF INDEMNITY) 

(1)  This Insurance shall only apply to claims made against or loss or expense incurred by the Named Insured and notified by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terms of General Condition 1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hereto except that any subsequent claim loss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circumstances 

notified by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terms of General Condition 1 shall be treated as if made against or incurred by the Named Insured and properly 

notified during such Period of Insurance. 

(2)  The maximum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other than for costs and expenses mentioned above in respect of sub-Sections (1) to (3) of the Operative 

Clause shall not exceed respectively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stat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SPECIAL CONDITION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under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be disclosed in any advertising 

material, information or data sheets or similar descriptive material or in any Guarantee or similar documentation supplied by the Named Insured. 

DEFINITIONS 

(1)  THE PROPOSAL  

The Proposal shall mean any single proposal form and declaration and any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addition 

thereto and/or in substitution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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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DUCTS OR WORKS  

The terms "products" or "works" shall whenever used herein be deemed to include any advice, consultancy, design, plan, specification, formula, 

labelling, packing, instructions for use or similar ONLY insofar as provided in connection with or incorporated in any product suppli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works perform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GENERAL EXCEPTIONS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1)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caused by any product or works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occurrence of such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as not passed from the physical possession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Named Insured; 

(2)  claims or liability for claims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Products prior to their unqualified acceptance by the Named Insured’s immediate customer 

acceptance being deemed to mean 

(a)  in the case of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nly of Products the acceptance of delivery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s customer (where 

delivery to the Named Insured’s customer is in stages and is recognised as such by the issue of delivery notes or the like acceptance of each 

stage so recognised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taken place); 

(b)  in the case of any contract which requires erection construction or installation of Products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at the 

customer’s premises or site the practical completion of such erection construction or install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ustomer 

provided always that where a contract between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ir customer provides for a period of testing and/or commissioning 

acceptance shall not be deemed to have occurred until completion of such testing and/or commissioning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ustomer; 

(3)  any costs and expenses of recall by the Named Insured of products or works or parts thereof unless specifically included by extension hereon; 

(4)  death of or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by the Named Insured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or apprenticeship; 

(5)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Named Insured by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Named Insured which would not have attache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greement; 

(6)  liquidated damages, or under any penalty clause in any contract entered into by the Named Insured; 

(7)  (a) loss or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any property whatsoever 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resulting or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b)  any legal liabil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by or arising from:- 

(i)  ionis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from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ii)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any explosive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8)  claims arising out of circumstances which the Named Insured is aware of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own in the 

Schedule and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Named Insured’s position would anticipate might give rise to a claim against the Named Insured; 

(9) claims arising from product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ispatched, delivered or distributed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10) loss or damag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ccasioned by happening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of 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confiscation or nationalisation or requisi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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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11)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any product or work which with the Named Insured's knowledge is intended fo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structure, machinery 

or controls of any aircraft, except where specifically sta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Business; 

(12)  the excess and/or the coinsuranc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13)  any claim coming within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which is covered by Errors and Omissions or Contract Works insurance eff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except for the excess over and above the amount of such claim covered by such insuranc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respond for the amount of any Self-insured Excess under any such insurance. 

GENERAL CONDITIONS 

(1)  Immediately upon becoming aware of any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Insuranc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or not any such 

claim is expected to be less than any Self-insured Exces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forthwith give written notice to the 

Company with full particulars. Every letter, claim, writ, summons, and process shall be forwarded to the Company on receipt. Written notice shall also 

be given to the Company immediately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have knowledge of any prosecution or inquest in connection with any event for which 

there may be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No admission offer promise payment or indemnity shall be made or give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ompany who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over and conduct in the name of the Named Insured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y claim and shall have full discretion in the conduct of any proceedings and in the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give 

such assistance as the Company may reasonably require. 

(2)  In connection with claims hereunder arising out of one occurrence or series of occurrences consequent upon or attributable to one source or original 

cause the Company may at any time pay to the Named Insured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after deduction of any sums already paid) or any less amount 

for which such claims can be settled and thereupon the Company shall relinquish the control of such claims and be under no further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except for costs and expenses for which the Company may be responsible under this Insurance in respect of matters prior to the date of such 

payment. 

(3)  If any part of the Premium or Renewal Premium is based on estimates furnished by the Named Insured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keep a record 

containing all relative particulars and shall allow the Company to inspect such record.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after the expiry of each Period of 

Insurance furnish such information as the Company may require. The Premium or Renewal Premium shall thereupon be adjusted and the difference 

paid by or allowed to the Named Insured, subject to the retention by the Company of any minimum premium indicated in the Schedule. 

(4)  Wher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Named Insured the Company agrees that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applying to each Named Insured as 

though a separate Insurance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Company's total liability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5)  The Company may cancel this Insurance by sending thirty days notice to the Named Insured at the Named Insured's last known address.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thereupon become entitled to a proportionate return of premium. 

(6)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or non-renewal of this Insurance the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shall cease outright on the date upon which the notice takes 

effect or upon the date of expiry except in respect of any circumstances or claims notified to the Company during the currency of the Insurance which 

remain unsettled at that date. 

(7)  If any difference shall arise as to the amount to be paid under this Insurance such difference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decision of an Arbitrator to be 

appointed in writing by the parties in difference or if they cannot agree upon a single Arbitrator to the decision of two Arbitrators one to be ap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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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ach of the parties in writing or in the case of disagreement of an Umpire appointed by the Arbitrators in writing before entering upon the 

Reference. The costs of the Reference and of the Award shall be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Arbitrator/Arbitrators or Umpire making the Award whose 

Award shall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8)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prevent or diminish any loss which might give rise to a claim hereunder. 

(9)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years this Insurance or any succeeding Insurance of like nature with the Company shall continue in force and the number 

of premiums which shall be paid or payable, the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as specified in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be cumulative in amounts from year 

to year or from period to period and a loss shall be deemed to attach to the Insurance current at the first date of discovery of the loss, or part thereof, 

and the Insurance limit in effect at that time shall prevail. 

(10)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as soon as is reasonable give to the Company full particulars in writing of any material increase in the risk and shall pay such 

reasonable additional premium, if any, as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mpany. 

(11)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happening of such loss or damage is insured by or would, bu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Insurance, be insured by any other existing Insurance except in respect of any excess beyond the amou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under such other Insurance had this Insurance not been effected. 

(12)  USA/Canada Conditions 

In respect of any judgement, award or settlement made against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or to any order 

mad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 enforce such judgement, award or settlement ei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three undernoted clauses shall apply:- 

(a)   Punitive and Exemplary Damages Exclusion Clause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insurance,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b)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insurance, all costs, charges and expenses incurred with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ompany for the 

investigation defence or negotia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notified within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shall form part of such sums as 

may exhaust any self-insured excesses applicable herein and shall be included within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specified herein. 

(c)   Industries, Seepage,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Exclusion Clause No. 4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cover any liability for: 

(i)  personal injury or bodily injury or loss of, damage to or loss of use of proper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seepage,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ii)  the cost of removing, nullifying or cleaning-up seeping, polluting or contaminating substances;  

(iii)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PRODUCT RECALL EXTENSION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herein to the contrary, this Insurance is extended to provide reimbursement of Recall Expenses incurred for the recall 

of products or work (or any part of either)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or the Named Insured’s Agents, as a result of a decision taken by the Named Insured, with the agreement of Compan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call any such Products because their use may cause the Named Insured to incur a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1.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death,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and/or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and/or 

2.  the failure of the Product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they were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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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all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DEFINITIONS 

“Recall Expenses” shall mean: 

1.  The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expenses, including the cost of correspondence, newspaper and magazine advertising, radio or television 

announcement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incurred in arranging for the return of the products or any part thereof to the manufacturer or his nominated 

agents. 

2.  The cost of examination and where necessary replacement, destruction, disposal or re-working of the products or work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ether 

incurred by the Named Insured or his nominated agent including any costs incurred in delivering the same to the nominated agent arising out of a 

recall as described above. 

Note:  Any recoveries subsequent to a loss settlement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applied as if recovered or received prior to the said settlement and all 

necessary adjustment shall be made by the parties hereto. 

EXCLUSIONS 

This extension excludes Recall Expenses arising from the recall of products:  

1.  forced upon the Named Insured by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and which the Named Insured would not have otherwise made but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id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2.  which have not been distributed by the Named Insured and which remain in th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of the Named Insured or his parent or 

subsidiary or associated companies; 

3.  solely as a result of their having been mis-delivered or misdir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4.  where recall is brought about solely due to exposure to weather or due to external loss or damage or gradual deterioration,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where a defect in the product supplied is exacerbated by exposure to weather or the passage of time. 

CONDITIONS 

1.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as soon as is reasonable give to the Company full particulars in writing of any material increase in the risk and shall pay such 

reasonable additional premium, if any, as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mpany. 

2.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do and concur in doing all thing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in order:- 

(a)  to avoid the happening of any circumstance to which this extension applies, and 

(b)  to minimise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in the event of a recall becoming necessary, the expenses of such recall. 

3.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eing made hereunder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 Company shall fail to agree as to the necessity for the 

recall of products, then on the written demand of either, each shall select a competent and disinterested Arbitrator and notify the other of the Arbitrator 

selected within 20 days of such demand. The Arbitrators shall first select a competent and disinterested Umpire; and failing for fifteen days to agree 

upon such Umpire, then on the request of the Named Insured or the Company such Umpire shall be selec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The decision in writing of any two of the three said persons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such recall of products is necessary.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Arbitrators respectively chosen for each and shall share and pay equally for the Umpire and the expen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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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ration. 

4.  Upon the happening of an occurrence that appears reasonably likely to involve payment by the Named Insured of expenses for the recall of products as 

provided herein, whether or not such occurrence appears likely to involve liability on the part of Company, written notice shall be give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to Company's representative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cceptance by Company of such notifi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means that the Company will deal with such recall as if the decision by the Named Insur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call such produ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perative clause had been take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LIMITATION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indemnity provided by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Limits of Indemnity and the Self-insured Exces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MEMORANDA 

TERRORISM EXCLUSION ENDORSEMENT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following Terrorism Exclusion Endorsement is applicable to the cover under the Product Liabilit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Wording: 

TERRORISM EXCLUSION ENDORSEMENT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within this insurance or any endorsement thereto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excludes liability for injury,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act of terrorism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cause or event contributing concurrently or in any other sequence to the los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endorsement an act of terrorism means an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nd/or the threat thereof, of 

any person or group(s) of persons, whether acting alone or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s) or government(s), committed for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similar purpose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and/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This endorsement also excludes liability for injury,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way relating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If the Company alleges that by reason of this exclusion, any injury,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is not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ontrary shall be upon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event any portion of this endorsement is found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the remainder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PRINCIPALS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following Principals Clause is applicable to the cover under the Product Liabilit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Wording: 

PRINCIPALS CLAUSE 

As far as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Named Insured with any Principal the Company will at the 

request of the Named Insured treat the Principal as though he were the Named Insured in respect of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contract 

or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the Principal shall observe fulfil and be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insofar as they can apply. 

LIMITED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EXCLUSION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herein to the contrary, cover under the Products Liabilit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Wording is not provided in respect of 

that part of any declaration having operations domic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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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 LIMITATION AND EXCLUSION CLAUSE 

The Company shall not provide cover nor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or provide any benefit hereunder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rovision of such cover, payment 

of such claim or provision of such benefit would expose the Company or any member of the Company’s group to any sanction,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under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r the trade or economic sanctions, laws or regu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Australia.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altered.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

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租賃自行車業者。 

二、 被保險人：係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之租賃自行車業者及於法律上對租賃自行車之使用應負責任之人。 

三、 第三人：係指被保險人以外之人。本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投保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並互為對方之第三人。 

四、 租賃自行車：係指向租賃自行車業者承租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及三輪以上慢車之車輛。 

五、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傷亡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六、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每

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七、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八、 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        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所有、管理、使用租賃自行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遭受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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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 因被保險人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所致者。 

六、 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七、 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 

八、 因被保險人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者。 

九、 因被保險人參加競賽、為競賽開道、效能試驗、速度測試或表演所致者。 

十、 因租賃自行車本身之瑕疵所致者。 

十一、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   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

所有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

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租賃自行車及其附屬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本人及其家屬受有體傷或其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三、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四、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六、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七、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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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予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 要保人、被保險人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及當地警察機關處理。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 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   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

額，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

協助覓取有關證據之義務。 

二、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

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 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二條 理賠申請文件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警察機關處理證明文件或其他得以證明意外事故發生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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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人死亡、失能或傷害者，應依其情況檢具死亡證明文件、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單據。 

四、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六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七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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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

任保險旅客運送人責任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旅客運

送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管理、使用租賃自行車發生意外事故致所載運乘客遭

受體傷，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公共自行車責

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係指合法取得公共自行車使用權之人，及經其同意而使用、管理該公共自行車之人。 

三、 第三人：係指被保險人以外之人。本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投保公共自行車責任保險，並互為對方之第三人。 

四、 公共自行車：係指各縣市政府為推廣民眾騎乘自行車作為短程接駁交通工具，依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計畫或類似計畫所提供民眾使用之自

行車。 

五、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六、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每

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七、 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八、 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於完成公共自行車取車程序後，至成功歸還公共自行車前，因管理、使用該公共自行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

人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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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被保險人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所致者。 

五、 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騎乘公共自行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六、 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 

七、 因被保險人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者。 

八、 因被保險人參加競賽、為競賽開道、效能試驗、速度測試或表演所致者。 

九、 因被保險人違反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條款或類似條款之約定所致者。 

十、 因公共自行車本身之瑕疵所致者。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公共自行車及其附屬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本人及其家屬受有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三、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四、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六、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七、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

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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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 要保人、被保險人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及當地警察機關處理。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 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

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

證據之義務。 

二、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

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 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二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或行使直接請求權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依本公司要求應分別檢具下列文件： 

一、 第三人體傷： 

(一) 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 警察機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肇事責任鑑定書。 

(三) 診斷書。 

(四) 醫療費收據。 

(五) 療養費收據或其他補助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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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和解書或判決書。 

(七) 戶口名簿影本。 

二、 第三人死亡： 

(一) 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 警察機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肇事責任鑑定書。 

(三) 死亡證明書。 

(四) 除戶戶口名簿影本。 

(五) 繼承系統表。 

(六) 和解書或判決書。 

本公司於接到上列相關文件齊全後應於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能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

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其利率以年利一分計算。 

第十三條 理賠方式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體傷或死亡依法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支付下列費用： 

一、 急救或護送費用：緊急救治或護送傷亡者，所必需之實際費用。 

二、 醫療費用：須具有執照之中西醫院所開具之醫療費用單據，包括掛號、醫藥、Ｘ光檢查等必需費用，如向藥房購買藥品等單據並應由主治

醫師簽證。關於醫療費用單據，倘傷者係於私立醫院就醫者，應請院方就治療之經過將手術費、藥品費、住院費、檢查費等分項開列清單，貴重

藥品應加註藥品名稱、廠牌及數量、單價始准核銷。 

三、 交通費用：受傷者在治療期間來往合格醫療院所之合理交通費用為限。 

四、 看護費用：傷情嚴重確實必要者為限，但僱用特別護士時，須有主治醫師認為必要之書面證明。 

五、 診斷書、證明書費用：診斷書須由合格醫師所開立，並儘量要求醫師在診斷書上填寫該治療期間需否住院，住院日數以及療養方法與時間

並作詳確之估計。 

六、 喪葬費用及精神慰藉金：參照被害者之工作收入、受扶養之遺屬人數、生活程度及當地習慣等給付合理金額。 

七、 自療費用：得視受傷情形，病癒程度，並參照已支用之醫藥費及醫師診斷書所註之應繼續治療時間，給予必需之自療費用。 

八、 其他體傷賠償：以第三人依法可請求賠償者為限。 

第十四條 保險金額 

第三人責任保險傷害部份所載「每一個人」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如同一次意外

事故體傷或死亡不只一人時，本公司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之保險金額為限，並仍受「每一個人」保險金額限制。 

第十五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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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

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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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依據保全業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依法設立經營保全業務之公司。 

三、「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傷亡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四、「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五、「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保全業務，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並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其僱用之保全人員，於執行保全服務契約時因疏忽或過失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裝設於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處所之保全設備，因設置、維修或管理不當發生意外事故。 

三、依保全服務契約之約定，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之事故。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保全人員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因被保險人非因執行保全業務，或因免費提供保全服務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被撤銷資格或被撤銷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業務所致者。 

九、因被保險人或其保全人員未依保全服務契約之約定，採行安全防護措施或設置保全設備所致者。 

十、因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業務機密所致者。 

十一、各種形態之污染與石綿所致者。 

十二、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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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罰金、罰鍰或懲罰性賠償金。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受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全契約，或縱無該項契約、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

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所有、向人租借或自行使用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因售出之商品或貨物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之預估業務收入總金額計算預收。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將保險期間內之實

際各項業務收入總金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 

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要保人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由本公司退還要保人。 

但本公司實收之保險費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最低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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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取得保全業中央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後通知本公司終止之。 

除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 

被保險人於經營保全業務時，違反保全業法其情節重大者，本公司亦得提前三十日以上以書面報經保全業中央主管機關及保險業主管機關同意

後，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終止本保險契約，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應按日數比例退還要保人。 

保全業中央主管機關及保險業主管機關自前項申報到達之日起三十日內未為決定時，本公司亦得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終止本保險契約。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本公司應立即通知保全業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二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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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 9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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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

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定物品保險金額之限制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下列物品因承保事故之發生致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現金、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票據或有價證券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除應立即向有關單位辦理掛失止付外，並應依法辦理公示催

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之手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辦理掛失止付、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所須之手續費，依本附加條

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雖已依前項約定辦妥掛失或在辦理掛失時仍遭他人自市場賣出、冒領或盜領所致之損

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其有市場價格者，理算係以損失發生前之最近一次市場收盤價格為準。 

二、 金銀、珠寶、玉石、古董、藝品、字畫、名錶等物品，每一件價值逾新台幣         元以上之物品，每一件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

為限，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三、 服飾每件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四、 被保險人所簽訂之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之營業項目，包含託售、待修、託運、寄放或保管物品之業務，對於其置存防護區內之物品且須於

保全系統設定時間內所發生之損失，保全服務契約委託人可明確提供損失物品清單及其所有人，並提出可資證明之文件者，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

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五、 其他財物保險金額之限制如下： 

（一）貓、犬、魚類：每一隻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二）豬：每一隻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三）鴿子：每一隻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四）其他動物或植物：每一物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上述財物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 現金：係指國內現行通行之紙幣、硬幣或等值之外幣。 

二、 票據：係指匯票、本票及支票。 

三、 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 

四、 金庫：係指構築於建築物內專為存放現金及貴重物品之庫房。 

五、 保險櫃：係指置存於建築物內固定處所專存現金及貴重物品之厚重鋼鐵製鐵櫃，但不包括手提式保險箱及文書鐵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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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電話服務：係指被保險人提供之保全系統發現異常信號，而被保險人不派員前往現場，僅以電話連絡者。 

七、 自動櫃員機：係指自動提款機、自動存款機、自動加值機或兌幣機。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除外責任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警訊傳回被保險人管制中心後，管制中心未立即報警並未通知保全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或保全人員無故超過合理時間而未趕赴現場者。 

二、 現金、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未置存於金庫或保險櫃內並上鎖者。 

三、 被保險人之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無法就其損失提出合理之憑證者。 

四、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包括但不限於保全服務契約委託人之營業中斷、減少工作能力、增加成本費用等之任何形式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五、 被保險人於解除保全系統設定之後所發生之毀損、滅失或竊盜。但對於竊盜及因竊盜所致之損失如確定發生於被保險人系統防護時間之內，

而被保險人能提出有力之證明者，不在此限。 

六、 凡保全服務契約書及約定事項中所約定不由被保險人負責賠償之事由所致者。 

七、 任何與錄音、影帶、雷射唱片、影片及各種電腦遊樂器、磁帶、磁片等相關之權利金及軟體部份。 

八、 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載之物品未置存於金庫或保險櫃內並上鎖者。 

九、 被保險人與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僅簽訂電話服務者。 

十、 因火災或滅火所致之損失。 

十一、自動櫃員機之本體及其內置現金。但經本公司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十二、被保險人之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因竊盜所致房屋結構體、水電設備、裝潢、營業生財或保險櫃、金庫等之損失。 

十三、保育類動物、爆炸物、違禁品。 

十四、各種文書證件、帳簿、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十五、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主保險契約第十五條第一項增列第四款，內容如下： 

四、 提供經當地治安機關證明之損失清單正本，包括損失物品名稱、損失數量、進貨或出貨購買價格及損失金額等資料。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大眾捷運系統

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故意、過失或不可抗力而發生行車事故及其他事故，致旅客死亡或身體受傷或財物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保

險人對受害人或請求權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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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保險金額) 

經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悉以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項下之保險金額為限。其能以較少金額解決者，應依該較少金額賠償之。

該項目下保險期限內之保險金額，為保險人在保險期限內，所負責之最高額度。 

前項保險期間內累積賠款金額到達「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時，保險契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視為自動續約一年。保險人依據保險單應負之

賠償責任，不因被保險人宣告破產或喪失償付能力而減免。 

第三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次保險事故，須先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保險人僅對於超過自負額部份之賠款負賠償之責。 

前項約定之自負額部份，被保險人不得以加繳保險費或其他方式免除，亦不得另向他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 

第四條 (必要費用) 

保險人對下列費用負償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予償付： 

一、因訴訟或賠償請求而生之訴訟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被保險人如受刑事控訴時，其具保及訴訟費用，亦包括在內。 

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 

前項費用之賠償，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但被保險人應賠償旅客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時，保險人僅按保險金額與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比例，賠償

該費用。 

第二章 不保項目 

第五條 (不保事故) 

保險人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單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三、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自己管理、控制、或向人租借、代人保管之財物，受有損失時之賠償責任。 

七、因受害第三人(無論旅客或非旅客)之故意、或鬥毆、或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逮捕所發生之自身傷害。 

第六條 (無求償權人) 

對於下列受害人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本人；被保險人如為團體，其負責人。 

二、被保險人家屬及其受僱人。 

三、大眾捷運設施從事安全檢查之專業技術或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所派遣之人員。 

前項各款所列人員，如以旅客身份進入搭乘車處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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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定義 

第七條 (定義) 

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經被保險人許可或僱用而對大眾捷運系統從事操作、管理或進修之人，視為被保險人。 

二、「行車事故」指被保險人所有、使用、管理專用動力車輛行駛於專用路線，致有人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壞之事故。至於「其他事故」則指因

火災、水災、擠壓等事故所造成之死傷財損而言。 

三、「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傷亡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傷亡人

數超過一人時，承保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之保險金額為限，並仍受「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之

限制。 

四、「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五、「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承保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六、「旅客」指搭乘大眾捷運公司車輛，或持有其有效票證，並進出搭乘車處所大廳之人。 

第四章 一般項目 

第八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保險單所載之條款、聲明或批註，以及與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與其他約定書，均係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第九條 (保險費之交付) 

保險契約於被保險人與保險人意思表示合致時成立生效。 

被保險人應於前項契約成立生效後三十日內，交付全部保險費；約定分期交付者，應於上述期間內交付第一期之保險費。 

第十條 (據實說明義務及違反法律效果) 

訂定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

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第十一條 (保險事項變更之通知) 

保險契約所載之相關事項，遇有任何變更，或保單權益之轉讓，被保險人應於事前或知悉後，以書面通知保險人。 

前項變更或轉讓，須經保險人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十二條 (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遇有危險增加之情形，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前項所稱之危險增加： 

一、軌道嚴重磨損。 

二、大眾捷運系統有新增加危險之設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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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其他為保險契約基礎之原危險狀況改變，而嚴重對保險人不利之情形。被保險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

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被保險人之管理維護義務)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對於受僱人之選任及監督，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被保險人應擔保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四條所規定之安全項事，將確實遵守；必要時，保險人得派員查勘。 

被保險人違背前兩項規定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任。 

第十四條 (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遇有保險人可能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後，應即以電話、電報、傳真或其他方法通知保險人。 

被保險人怠於前項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五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五條 (事故發生後之救助義務) 

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有盡力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損害之義務。 

第十六條 (訴訟協助義務) 

保險事故發生後，受害人或求償權人向被保險人請求賠償或提起訴訟，被保險人應即將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並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訴訟進行中，被保險人應與保險人合作，協助人證及物證之搜集，並須應傳到庭作證。 

被保險人怠於履行前二項義務，保險人得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 

第十七條 (保險人擔保之提供) 

被保險人得提供擔保而免除執行時，保險人應基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提供擔保，以免除其執行。 

前項之擔保額以保險金額為限。 

第十八條 (保險人之參預權) 

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除必需之急救費用外，非經保險人同意或參與，不得擅自承諾、和解或給付賠款，但被保險人自願承

擔者，不在此限。 

對於被保險人前項之和解、承認及給付賠款，保險人未予參與者，僅就其實際所受損失負責，但因保險人之不同意，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者，除

對其損失負賠付責任外，對被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害，並負損害賠償責任，其金額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 

第十九條 (保險人之上訴權) 

保險人就被保險人未上訴之法院判決，得代為上訴，但須負擔一切費用、支出、稅捐及因此所增加之一切賠償損失。 

第二十條 (保險人之代位權) 

對意外事故之發生，若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或受害人不得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拋棄追償權。保險人於賠付後，得依

法行使代位求償權控訴該第三人，被保險人應提供一切資料協助承保公司辦理。 



 

第 136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義務時，保險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對於第三人應負之賠償責任，受害人於保險人賠償前為免除者，保險人得拒絕賠償；受害人於保險人賠償後，拋棄對第三人之求償權者，保險人

得向受害人追回已為之賠償。 

第二十一條 (受害人之直接求償權) 

被保險人因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發生，致他人死亡或體傷者，該受害人或其他求償權人得於保險金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 

受害人或其他求償權人對前項保險金並享有優先受償之權。 

第二十二條 (保險人抗辯之禁止) 

受害人或其他求償權人基於前條事由，向保險人請求賠償金時，保險人有下列事由，亦須給付： 

一、保險契約已一部或全部解除。 

二、保險契約已一部或全部終止。 

三、被保險人未按期繳交保險費。 

四、其他保險人得一部或全部免除責任之事由。 

保險人基於前項規定之義務，僅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最低保險金額範圍內，及對由此範圍所承擔之危險，有其適用。 

第二十三條 (限制處分) 

保險契約所定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對其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保險金請求權所為之任何處分，對第三人不生效力。 

前項情形於法院強制執行時，亦適用之。 

第二十四條 (被保險人賠償之比例分配) 

同一保險事故之受害人若不只一人，旦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數額超過保險金額時，保險人應依比例，支付保險金予各該受害人。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支付之保險金已達「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而仍有第三人之請求尚未計入分配時，除保險人有正當理由證明未能發現該項

請求外，對第三人仍須負責。 

第三人於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始向保險人請求者，前項規定不適用之。 

第二十五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依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保險人不予理賠，如另有損失，得請求被保險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 

第六章 解除與終止 

第二十六條 (解除契約之通知主管機關) 

保險人依據第十條規定解除契約時，應以書面並詳申理由，通知被保險人及主管機關。 

第二十七條 (解除後之保險費) 

保險契約因前條事由而解除者，保險人對業已受領之保費，不予返還，對業已到期之保費，得請求被保險人交付。 

第二十八條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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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被保險人終止，保險人亦得因下列事由之一而終止契約： 

一、被保險人未依本契約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交付保險費，而經保險人定期催告，仍不交付者。 

二、被保險人之大眾捷運系統經營權發生變動者。 

三、被保險人之大眾捷運系統經營機構，經政府命令停業、解散或清算者。 

第二十九條 (終止之通知主管機關) 

保險人依據前條規定終止契約時，應訂十五日以上期間，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與主管機關。 

第三十條 (終止後之保險費) 

保險契約因非可歸責被保險人之事由而終止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保險人依照全年保險費，按日數比例退還。保險契約經保險人基於第二十八

條之規定終止者，保險人對業已受領之保費不予返還，對已到期未交付之保費，得請求被保險人交付。 

保險契約經被保險人終止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保險人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退還。 

第三十一條 (保險人之追償權) 

保險人對於因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事故發生，而給付賠償金給受害人或其他求償權之人後，不得代位受害人向被保險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但有下列事由之一者，得向被保險人追償： 

一、損害係由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 

二、因被保險人怠於履行第十五條之救助義務，致損害擴大者，其擴大之部份。 

三、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而為賠償請求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之情事者。 

四、保險人基於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對受害人或其他求償權人所給付之賠償金。 

第三十二條 (保險期間) 

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間為一年，以保險單所載明之日為效力發生之始日，保險期間屆滿，除依契約之約定，終止契約者外，視為自動續約一年。 

第三十三條 (賠償金給付期限) 

應付之賠償金額確定後，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 

損失之估計，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事由而遲延者，應自被保險人交出損失清單一個月後加給利息。損失清單交出二個月後損失尚未完全估定者，

被保險人得請求先行交付其所應得之最低賠償金額。 

第三十四條 (優先賠付)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重複承保時，本保險契約優先賠付。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優先賠付後，得向其他保險人請求比例攤還。 

第三十五條 (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但行車事故之發生，被保險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

日起算。 

前項權利自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經過十年不行使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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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令之適用 

第三十六條 (法令之適用) 

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單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之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單有關之要保書、出團通知書或保險證明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使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所安排或接待之旅遊期間內，因發生意外事故致旅遊團員身體受有傷害或失能或因而死亡，依

照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將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旅遊期間內，被保險人得經本公司同意後，加繳約定之保險費延長旅遊期間。 

第三條  死亡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

遊團員意外死亡」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因意外事故失蹤，於戶籍登記失蹤之日起滿一年仍未尋獲，或被保險人能提出文件足以認為旅遊團員極可能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

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先行墊付死亡賠償金。若旅遊團員於日後發現生還時，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向死亡賠償金之受領人

取回墊付之死亡賠償金。 

第四條  失能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列六級三十四項失能程度之一

者，本公司按該表所列給付金額予以賠償。 

旅遊團員因同一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時，本公司將給付各該項失能賠償金之和，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意外失

能」之保險金額為限。若不同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較嚴重項目的失能賠償。 

第五條  醫療費用損失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經合格的醫院及診所治療

者，本公司就所發生之必需且合理的實際醫療費用給付賠償。但每次傷害賠償總額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意外醫療費用」之保

險金額。 

前項所稱「合格的醫院及診所」係指依中華民國醫療法所設立，並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療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應以依醫療行為當地

國法令有合格醫師駐診之醫院或診所為限。 

第六條  旅行文件遺失之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其護照或其他旅行文件之意外遺失或遭竊，除本保險契約不保項目外，須重置旅遊團員之護照或其他旅行文

件，所發生合理之必要費用，負賠償責任。但必須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警方或我國駐外有關單位等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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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旅行文件不包括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金提示文件。 

第七條  善後處理費用之補償責任 

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傷害，而發生下列合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

之保險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家屬前往海外或來中華民國善後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前往海外或來中華民國照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包括食宿、交通、簽證、傷者

運送、遺體或骨灰運送費用。 

二、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每一事故

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十萬元整。 

第一項所稱「重大傷害」，係指旅遊團員因遭遇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其傷情無法在短期間內穩定，且經當地合格的醫院或診所以書面證

明必須留置治療七日以上者。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本條賠償。本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掣發之單據。 

第八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旅遊團員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旅遊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以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或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向他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八、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九、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所發生之任何法律訴訟費用。 

十、旅遊團員之文件遭海關或其它有關單位之扣押或沒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起因於任何政府之干涉、禁止或法令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出售或供應之貨品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但意外事故發生於旅遊期間致旅遊團員死亡、失能或醫療費用不

在此限。 

十三、以醫療、整型或美容為目的之旅遊所致任何因該等行為所生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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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第九條  除外責任(原因) 

本公司對旅遊團員直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細菌傳染病所致者。但因意外事故所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不在此限。 

二、旅遊團員之故意、自殺（包括自殺未遂）、犯罪或鬥毆行為所致者。 

三、旅遊團員因吸食禁藥、酗酒、酒醉駕駛或無照駕駛所致者。 

四、旅遊團員因妊娠、流產或分娩等之醫療行為所致者。但其係因遭遇意外事故而引起者，不在此限。 

五、旅遊團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疾病、痼疾或其醫療行為所致者。 

六、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空器所致者。 

第十條  除外責任(活動) 

除契約另有約定，本公司對所承保旅遊團員從事下列活動時，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運動時。 

二、旅遊團員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表演時。 

第十一條  旅遊行程出團通知及覆核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所安排或組團之旅遊應於出發前將記載團員名冊、保險金額、旅遊地區、旅遊期間暨航班行程出發及返抵

時日之出團通知書向本公司申報，用以作為覆核及計算保險費之依據。除另有約定外，未經本公司覆核之旅遊行程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旅遊團員」：係指任何參加由被保險人所安排或組團旅遊且經被保險人載明於出團通知書所附團員名冊內並經本公司覆核之旅客及被保險人

指派參與該次旅遊之領隊或導遊。 

二、「旅遊期間」視旅遊團員區別如下： 

（一）前來中華民國旅遊之旅遊團員：係指自進入中華民國海關以後，至出中華民國海關為止或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為止，以先發生者

為準。 

（二）團體旅遊及個別旅遊旅遊團員：係指旅遊團員自離開其居住處所開始旅遊起，至旅遊團員結束該次旅遊直接返回其居住處所，或至被保險

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為止，以先發生者為準。 

三、「意外事故」：係指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因遭遇外來的突發意外事故，並以此意外事故為直接且單獨原因，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失能或死亡。 

四、「每一次保險事故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保險事故，本公司對所有旅遊團員傷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五、「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事故不祇發生一次時，本公司對所有保險事故所負之累計最高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旅遊期間之延長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旅遊期間得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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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遊團員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交通工具，該交通工具之預定抵達時刻係在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內，因故延遲抵達而非被保險人或旅

遊團員所能控制而必須延長者，但該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若旅遊團員所搭乘之飛機遭劫持，且若被劫持已逾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者，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將自動延長至旅遊團員完全

脫離被劫持之狀況為止，但自出發日起最多不逾 180天。 

前項自動延長期間被保險人仍應加繳保險費。 

第十四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於本保險契約訂立後應依約按月向本公司核算保險費。要保人應於每月二十日前付清上個月之應繳保險費。 

前項交付保險費時，應以本公司所掣發之收據為憑。 

第十五條  告知義務 

要保人對所填交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

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六條  契約終止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終止契約者，自終止書面送達本公司時起，契約正式終止。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之終止，不適用被保險人已申報且經本公司覆核之旅遊行程。 

第十七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應事先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始生效力。 

第十八條  善良管理人 

被保險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以避免意外事故之發生。 

第十九條  事故發生通知及應盡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所指定之國內外代理人。 

二、立即採取合理之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賠償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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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之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八）除戶之全戶戶籍謄本。 

（九）繼承系統表。 

（十）繼承人印鑑證明。 

（十一）其他相關文件。 

二、失能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其他相關文件。 

三、醫療費用損失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醫療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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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相關文件。 

四、旅行文件重置： 

（一） 意外遺失或遭竊之報案證明書。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駐外單位報警資料。 

（五）入國（境）證明書。 

（六）辦理證件之規費收據正本。 

（七）交通費收據。 

（八）重新申辦旅行文件之影本。 

（九）其他相關文件。 

五、善後處理費用： 

（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相關費用收據正本。 

旅遊團員申領失能賠償時，本公司得對旅遊團員的身體予以檢驗。 

對於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相關理賠文件之費用，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

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

據及證人之義務。 

二、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

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二十二條 賠償請求 

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契約所載及簽批之條款及任何約定，以及要保人所填交要保書申述之詳實，均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或法院確定判決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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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書面通知，直接對旅遊團員為賠償金額之給付。但被保險人於破產、解散、清算致法人人格消滅時，旅遊團員或其法定繼

承人亦得直接向本公司請求賠償金額之給付。 

第二十三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要保人、旅遊團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於事故發生，依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

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被保險人、要保人、旅遊團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賠償。 

第二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

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二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旅行業責任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

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二十六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七條  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經申訴未獲解決者，得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中華民國

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出發行程延遲費用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旅行業責任保險出發行程延遲費用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就其安排旅遊行程之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所不能控

制之因素致其預定之首日出發行程所安排搭乘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延遲超過十二小時以上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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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補償限額 

本公司對於最初十二小時及以後連續每滿十二小時之延遲，對被保險人之補償限額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首日出發行程」：係指由旅行社所安排之原始出發點而言，亦即第一次出發之點（處），其他各點（處）不包括在內（該行程須於出團通知

書上載明）。 

二、「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係指以大眾運輸為目的，定時營運（含加班班次）於兩地間之特定路線，且對大眾開放之交通運輸工具。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公司或單位所開具之延遲證明及因此延遲所致之其他必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 

前項第二款所稱「有效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出具之單據。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行李遺失賠償責任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旅行業責任保險行李遺失賠償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就其安排旅遊行程之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疏忽或過失致旅遊

團員交運之行李遺失之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對旅遊團員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限額，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交運之行李」：係指已由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委託由大眾運輸工具單位運送且持有收執憑證之行李。 

二、「行李遺失」：係指旅遊團員所搭乘之大眾運輸工具抵達目的地後四十八小時，尚未領得其交運之行李。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受託運單位開具行李交運之收執憑證及遺失証明。 

三、旅遊團員請求賠償之證明文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第 146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國內善後處理費用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旅行業責任保險國內善後處理費用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主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傷害，且出發地、旅遊地點及事故

地點均於台灣地區之內，而發生下列合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家屬前往事故地點善後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前往事故地點照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包括食宿、交通、傷者運送、遺

體或骨灰運送費用。 

二、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重大傷害：指旅遊團員因遭遇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其傷情無法在短期間內穩定，且經當地合格的醫院或診所以書面證明必須留置治

療七日以上者。 

第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本條賠償。 

前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出具之單據。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旅行業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由其所安排或接待之旅遊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旅遊團員失能或因而死亡，依照發

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於超過主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金額以上部分，依本附

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第二條  死亡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就超過主保險契約所載「每

一旅遊團員意外死亡」之保險金額之損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每一旅遊團員賠償金額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三條  失能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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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列六級三十四項失能程度之一

者，本公司就超過主保險契約附表所列給付金額之損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每一旅遊團員賠償金額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次保險事故保險金額及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應併入主保險契約約定之每一次保險事故保險金額及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

計算。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慰撫金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旅行業責任保險慰撫金費用給付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所致死亡，前往弔慰死亡旅遊團員時所支出之慰撫

金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第二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慰撫金之支付證明或奠儀收據。 

三、死亡證明書及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

險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對於接受被保險人安排旅遊行程之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不含首日出發行程）內遭受下列意外突發事故所發生之合理額外住宿與

旅行費用支出，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因護照或旅行文件之遺失，但因任何政府之沒收充公者除外。 

二、檢疫之規定，但旅遊團員必需採取任何合理之步驟，以符合檢疫之規定或要求。 

三、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或其他天然災變及不可抗力之天候因素。 

四、汽車、火車、航空器或輪船等之交通意外事故，自行駕駛或同行人員駕駛者除外。 

第二條  補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補償限額，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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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警方報案證明或其他機關證明。 

三、飛機等交通工具之購票證明、旅館住宿證明及其他必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 

前項第三款所稱「有效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出具之單據。 

本附加條款之費用若非由被保險人直接支出，須另行檢具被保險人支付予團員之證明。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鐵路旅客運送

責任保險 

第 一 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之條款、聲明或批註，以及與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與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 二 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鐵路旅客運送業務，於營業處所內發生行車及其他意外事故，致旅客身體受傷、失能或死亡，依

鐵路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應負給付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損害補償之責。 

遇有前項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亦負補償之責： 

一、旅客或請求權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賠償請求，被保險人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之費用。 

二、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旅客損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前項費用之補償，於被保險人依法應給付旅客之金額超出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被保險人應負給付責任之比例

支付之。 

第二項費用之補償金額不列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及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之計算。 

第 三 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單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占或被徵用所致者。 

三、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給付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因旅客之故意、鬥毆、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逮捕所發生之自身傷害。 

七、本公司對於下列人員之損害不負賠償責任，但如以旅客身分乘車者，不在此限。 

1.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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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保險人之受僱人。 

3.從事鐵路設施安全檢查之專業技術人員或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所派遣前往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執行公務之人員。 

第 四 條  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鐵路」：係指以軌道或於軌道上空架設電線，供動力車輛行駛及其有關之設施。 

二「被保險人」：除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營鐵路之機構（即列名被保險人）外。尚包括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或僱用而對鐵路系統從事操作、

管理或維修之人。 

三「營業處所」：係指保險契約所載鐵路路線沿途各車站驗票閘門以內之候車處與月台及行駛於鐵路路線之車輛車廂內部。 

四「行車事故」：指被保險人所有、使用、管理專用動力車輛行駛於鐵路路線，致旅客發生死亡或身體受傷之事故。 

五「其他意外事故」：指因火災、水災、擠壓等事故所造成之死傷而言。 

六「旅客」：指經被保險人承諾運送已進入營業處所之人。包括購買月臺票進入營業處所之人。 

七「請求權人」：係指旅客之法定繼承人。旅客受傷或失能時，請求權人為旅客本人。 

八「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保險事故內，本公司對每一個人死亡、失能及醫療費用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有關「失能」之給付係依勞保失能等級標準給付，有關「醫療費用」之給付，係指超過全民健康保險或社會保險部分之醫療費用。 

九「每一次保險事故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保險事故內，本公司對所有旅客傷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事故不祇發生一次時，本公司對所有保險事故所負之累計最高賠償責任。但

依本保險契約第五條之約定加繳保險費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最高以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本公司賠償金額達到「保險期間累計保險金額」時，被保險人得依照本保險契約未滿期之日數比例及原保險費率，加繳保險費恢復前述累計保險

金額。於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之恢復，最多以兩次為限。 

第 六 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次保險事故，須先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於超過自負額部分之賠款負補償之責。 

第 七 條  保險費之交付 

被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生效前交付約定之保險費。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賠償金額之直接給付 

被保險人因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事故發生，致旅客身體受傷、失能或死亡者，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通知，直接對旅客或請求權人，給付賠償金

額。 

旅客或請求權人對前項賠償金額並享有優先受償之權。 

第 九 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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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取得鐵路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後，事先通知本公司終止之，本公司應按短期費率計算方式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亦得經取得鐵路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後終止本保險契約，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應按日數比例退還被保險人。 

第 十 條  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電報、傳真或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合理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四、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證明文件，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五、訴訟進行中，被保險人應與本公司合作，協助人證及物證之蒐集，並須應法院傳喚到庭作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和解之參與 

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除必需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非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

司不受拘束。但經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

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三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中華民國保險法、鐵路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

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經營保管箱租賃業務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金融業者，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承租人：指與被保險人訂定並載明於保管箱租賃契約之自然人或法人團體組織。 

三、保管箱：指金融機構出租予承租人放置置放物之處所，包括保管室。 

四、置放物：指放置儲存於租用保管箱內之一切物品，包括有價證券、權利證書、貴重物品、紀念品及其他物品文件等，但不包括任何危險品、

違禁品、易爆易燃品、有礙公共安全或衛生物品、潮濕有異味與容易腐敗變質之物品。 



 

第 151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五、每一保管箱之最高賠償限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對任一個保管箱內受損置放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每一次意外事故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置放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每一保管箱之最高賠償限額限制。 

七、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八、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經營保管箱租賃業務，於本保險契約所載營業處所內發生意外事故，致承租人之置放物毀損或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及其他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意外事故直接致承租人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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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但因經營保管箱租賃業務所致者，不在此限。 

五、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被保險人應於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承租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承租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二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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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承租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意外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

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承租人直接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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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對承租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承租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承租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承租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承租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

責任保險颱風、地震、

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颱

風、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存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地震、洪水或

其他天然災變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颱風：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佈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二、洪水：係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水道之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壩、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

迅速淹沒之現象。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因雨水、砂塵等引起之毀損滅失。 

三、因冰霜、暴風雪所致之毀損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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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地層陷落、山崩或任何其它地層變動所致之毀損滅失。 

五、被保險人之建築物在翻造或修建中，因外部門窗或其他開口缺乏完善之防風、防雨設備 所致之毀損滅失。 

六、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危險事故引起爆炸破裂所致之毀損滅失。 

七、因灑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它供水、儲水設備破裂或溢水所致之毀損滅失。 

第四條 一次事故 

本附加條款對於一次事故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洪水退去七十二小時後，再度發生洪水時，視為另一次事故。 

二、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再度發佈陸上颱風警報時，視為另一次事故。 

三、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個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為一次事故。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

責任保險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

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存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

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論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上述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採取之行動。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由於全部或部分營業停止、中斷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 

（一）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 

但於上述事故前 已發生毀損滅失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毀損滅失者，不在此限。 

（三）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所謂恐怖主義係指運用暴力或任何恐怖行動及因而所生影響，以遂其推翻政府之目的。 

（四）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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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於核子武器或其物料，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毀損滅失。 

第三條 自負額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之承保事故發生時，對於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

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

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天災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放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

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及其他天然災變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

條款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人，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颱風：指經中央氣象局就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發佈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三、洪水：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水道之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壩、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迅速

淹沒之現象。 

第三條 特別除外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建築物在翻造或修建中，因外部門窗或其他開口缺乏完善之防風、防雨設備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意外事故引起爆炸破裂所致之毀損滅失。 

三、因灑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它供水、儲水設備破裂或溢水所致之毀損滅失。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保險金額最高以_______元為限，且受主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限制。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之賠償責任時，每一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自負額__________，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一次事故認定標準 

本附加條款對於一次事故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洪水退去七十二小時後，再度發生洪水時，視為另一次事故。 

二、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再度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時，視為另一次事故。 

三、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個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為一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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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

責任保險特別約定事項

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別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特別

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金融機構保管箱

出租定型化契約範本」，對承租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其賠償約定如下所列： 

一、依前述範本之規定，本公司同意於損失金額_______元以內者，在承租人於損害發生後申報其置放物品內容並同意與被保險人和解結案者，

本公司就和解金額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 

二、依前述範本之規定，本公司同意於承租人主張其損失逾前款金額者，於承租人舉證證明其置放物品之內容及價值後，就被保險人按承租人實

際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之部分，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但最高賠償金額以_______元為限，惟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賠償金額係依被保險人與承

租人簽訂之金融機構保管箱出租定型化契約之損害賠償金額與前項所載之金額孰低者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被保險人：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人，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

責任保險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

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

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放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

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論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上述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採取之行動。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被保險人：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人，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第三條 特別除外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由於全部或部分營業停止、中斷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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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毀損滅失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毀損滅失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laims-Made Form) 

Various provisions in this policy restrict coverage. Read the entire policy carefully to determine rights, duties and what is and is not covered.  

Throughout this policy the words "you" and "your" refer to the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qualifying 

as a Named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words "we", "us" and "our" refer to the company providing this insurance.  

The word "insured" means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qualifying as such under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Other words and phrases that appear in quotation marks have special meaning. Refer to Section VI – Definitions.  

SECTION I – COVERAGES  

COVERAGE A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1. Insuring Agreement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ccurrenc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 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and  

(2)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s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only if:  

(1)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2)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did not occur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r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3) A claim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s first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c. below,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e provide under Section V –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c. A claim by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seeking damages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earlier of the following times:  

(1) When notice of such claim is received and recorded by any insured or by us, whichever comes first; or  

(2) When we make sett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a. above.  

All claims for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to the same person, including damages claimed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care, loss of services, or 

death resulting at any time from the "bodily injury",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ose claims is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All claims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roperty damage" causing loss to the sam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ose claims is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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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clusions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 Expected Or Intended Injur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expected or intend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insured.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reasonable force to protect persons or property.  

b. Contractual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obligated to pay damages by reason of the assumption of liability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1) Tha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or  

(2) Assumed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at is an "insured contract", provided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ccurs subsequent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liability assumed in an "insured contract", reasonable attorney fees and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by or for a party other than an insured are deemed to be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provided:  

(a) Liability to such party for, or for the cost of, that party's defense has also been assumed in the same "insured contract"; and  

(b) Such attorney fees and litigation expenses are for defense of that party against a civil 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in which damages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are alleged.  

c. Liquor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any insured may be held liable by reason of:  

(1) Causing or contributing to the intoxication of any person;  

(2) The furnishing of alcoholic beverages to a person under the legal drinking age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or  

(3) Any statute, ordinance or regulation relating to the sale, gift, distribution or use of alcoholic beverages.  

This exclusion applies only if you are in the business of manufacturing, distributing, selling, serving or furnishing alcoholic beverag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Any obligation of the insured under a workers' compensation, disability benefits or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law or any similar law  

e. Employer's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to:  

(1) An "employee" of the insured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a) Employment by the insured; or  

(b)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the insured's business; or  

(2) The spouse, child, parent, brother or sister of that "employee" as a consequence of Paragraph (1) above.  

This exclusion applies:  

(1) Whether the insured may be liable as an employer or in any other capacity; and  

(2) To any obligation to share damages with or repay someone else who must pay damages because of the injury.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 "insured contract".  

f.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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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a)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which is or was at any time owned or occupi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However, this 

sub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i) "Bodily injury" if sustained within a building and caused by smoke, fumes, vapor or soot from equipment used to heat that building;  

(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you may be held liable, if you are a contractor and the owner or lessee of such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has been added to your policy as an additional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your ongoing operations performed for that additional insured at that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and such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is not and never was owned or occupi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other than that additional 

insured; or  

(i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heat, smoke or fumes from a "hostile fire";  

(b)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which is or was at any time used by or for any insured or others for the handling, storage, disposal, processing 

or treatment of waste;  

(c) Which are or were at any time transported, handled, stored, treated, disposed of, or processed as waste by or for:  

(i) Any insured; or  

(ii)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whom you may be legally responsible; or  

(d)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on which any insured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any insured's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if the "pollutants" are brought on or to the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operations by such insured,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However, this sub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escape of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which are needed to perform the normal 

electrical, hydraulic or mechanical functions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or its parts, if such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escape from a vehicle part designed to hold, store or receive them. This except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e intentional discharge, dispersal or release of the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or if such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are 

brought on or to the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with the intent that they be discharged, dispersed or released as part of the operations being performed by such 

insured,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sustained within a building and caused by the release of gases, fumes or vapors from materials brought into that 

building in connection with operations being performed by you or on your behalf by a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or  

(i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heat, smoke or fumes from a "hostile fire".  

(e)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on which any insured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any insured's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if the operations are to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or in any way respond to, or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2)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a) Request, demand, order or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any insured or others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or in any way respond to, or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or  

(b) Claim or "suit" by or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esting for, monitoring, cleaning up, removing, containing, t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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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xifying or neutralizing, or in any way responding to, 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However, this 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roperty damage" tha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request, 

demand, order or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or such claim or suit by or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uthority.  

g.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use or entrustment to others of any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owned or 

operat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Use includes operation and "loading or unloading".  

This exclusion applies even if the claims against any insured allege negligence or other wrongdoing in the supervision, hiring, employment, training or 

monitoring of others by that insured, if the "occurrence" which caused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volved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use 

or entrustment to others of any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that is owned or operat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1) A watercraft while ashore 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 A watercraft you do not own that is:  

(a) Less than 26 feet long; and  

(b) Not being used to carry persons or property for a charge;  

(3) Parking an "auto" on, or on the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provided the "auto" is not own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you or the insured;  

(4)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any "insured contract" for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or use of aircraft or watercraft; or  

(5)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 of any of the equipment listed in Paragraph f.(2) or f.(3) of the defini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h. Mobile Equipmen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1) The transporta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by an "auto" owned or operat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or  

(2) The use of "mobile equipment" in, or while in practice for, or while being prepared for, any prearranged racing, speed, demolition, or stunting activity.  

i. Wa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owever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1) War, including undeclared or civil war; 

(2) Warlike action by a military force, including action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 actual or expected attack, by any government, sovereign or 

other authority using military personnel or other agents; or 

(3)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y of these. 

j. Damage To Property  

"Property damage" to:  

(1) Property you own, rent, or occupy, including any costs or expenses incurred by you, or any other person, organization or entity, for repair, replacement, 

enhancement, restoration or maintenance of such property for any reason, including prevention of injury to a person or damage to another's property;  

(2) Premises you sell, give away or abandon, if the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any part of those premises;  

(3) Property loan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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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rsonal property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5) That particular part of real property on which you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your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if the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ose operations; or  

(6) That particular part of any property that must be restored, repaired or replaced because "your work" was incorrectly performed on it.  

Paragraphs (1), (3) and (4) of this exclusion do not apply to "property damage" (other than damage by fire) to premises, including the contents of such 

premises, rented to you for a period of 7 or fewer consecutive days. A separate limit of insurance applies to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Paragraph (2) of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premises are "your work" and were never occupied, rented or held for rental by you.  

Paragraphs (3), (4), (5) and (6) of this exclusion do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a sidetrack agreement.  

Paragraph (6) of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k. Damage To Your Product  

"Property damage" to "your product" arising out of it or any part of it.  

l. Damage To Your Work  

"Property damage" to "your work" arising out of it or any part of it and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damaged work or the work out of which the damage arises was performed on your behalf by a subcontractor.  

m. Damage To Impaired Property Or Property Not Physically Injured  

"Property damage" to "impaired property" or property that has not been physically injured, arising out of:  

(1) A defect, deficiency, inadequacy or dangerous condition in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or  

(2) A delay or failure by you or anyone acting on your behalf to perform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the loss of use of other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sudden and accidental physical injury to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after 

it has been put to its intended use.  

n. Recall Of Products, Work Or Impaired Property  

Damages claimed for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incurred by you or others for the loss of use, withdrawal, recall, inspection, repair, replacement, adjustment, 

removal or disposal of:  

(1) "Your product";  

(2) "Your work"; or  

(3) "Impaired property";  

if such product, work, or property is withdrawn or recalled from the market or from use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a known or suspected 

defect, deficiency, inadequacy or dangerous condition in it.  

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Bodily injury" arising out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Exclusions c. through n. do not apply to damage by fire to premises while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A 

separate limit of insurance applies to this coverage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COVERAGE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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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uring Agreement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ffens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 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 and  

(2)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ffense arising out of your business, but only if:  

(1) The offense was committed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2) The offense was not committed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r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3) A claim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is first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c. below,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e provide under Section V –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c. A claim made by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seeking damages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earlier of the following times:  

(1) When notice of such claim is received and recorded by any insured or by us, whichever comes first; or  

(2) When we make sett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a. above.  

All claims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the sam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s a result of an offense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ose claims is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2. Exclusions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Knowing Violation Of Rights Of Anothe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with the knowledge hat the act would violate the rights of another and would 

inflic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Material Published With Knowledge Of Falsity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if done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with knowledge of its 

falsity.  

Material Published Prior To Policy Perio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whose first publication took place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  

Criminal Act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 criminal act committed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he insured.  

Contractu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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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assumed liability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tha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Breach Of Contrac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an implied contract to use another's advertising idea in your "advertisement".  

Quality Or Performance Of Goods – Failure To Conform To Statement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failure of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conform with any statement of quality or performance made in 

your "advertisement".  

Wrong Description Of Price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wrong description of the price of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stated in your "advertisement".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Or Trade Secre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trade secre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owever,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infringement, in your "advertisement", of copyright, trade dress or slogan. 

Insureds In Media And Internet Type Businesse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mmitted by an insured whose business is:  

(1) Advertising, broadcasting, publishing or telecasting;  

(2) Designing or determining content of websites for others; or  

(3) An Internet search, access, content or service provider.  

However,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Paragraphs 14.a., b. and c.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under the Definitions Se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the placing of frames, borders or links, or advertising, for you or others anywhere on the Internet, is not by itself, 

considered the business of advertising, broadcasting, publishing or telecasting.  

Electronic Chatrooms Or Bulletin Board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n electronic chatroom or bulletin board the insured hosts, owns, or over which the insured exercises 

control.  

 Unauthorized Use Of Another's Name Or Produc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another's name or product in your e-mail address, domain name or metatag, or any 

other similar tactics to mislead another's potential customers.  

Pollution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at 

any time. 

Pollution-Related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1) Request, demand or order that any insured or others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or in any way respond to, 

or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or  

(2) Claim or suit by or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esting for, monitoring, cleaning up, removing, containing, t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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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xifying or neutralizing, or in any way responding to, 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COVERAGE C MEDICAL PAYMENTS  

1. Insuring Agreement  

a. We will pay medical expenses as described below f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1) 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 On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or  

(3) Because of your operations;  

provided that:  

(1) The accid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The expenses are incurred and reported to u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and 

(3) The injured person submits to examination, at our expense, by physicians of our choice as often as we reasonably require.  

b. We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fault.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1) First aid administered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2) Necessary medical, surgical, x-ray and dental services, including prosthetic devices; and 

(3) Necessary ambulance, hospital, professional nursing and funeral services.  

2.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expenses for "bodily injury":  

a. Any Insured  

To any insured, except "volunteer workers".  

b. Hired Person  

To a person hired to do work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or a tenant of any insured.  

c. Injury On Normally Occupied Premises  

To a person injured on that part of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that the person normally occupi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To a person, whether or not an "employee" of any insured, if benefits for the "bodily injury" are payable or must be provided under a workers' compensation 

or disability benefits law or a similar law.  

e. Athletics Activities  

To a person injured while taking part in athletics.  

f.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Included within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g. Coverage A Exclusions  

Excluded under Coverage A.  

h. Wa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owever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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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r, including undeclared or civil war; 

(2) Warlike action by a military force, including action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 actual or expected attack, by any government, sovereign or 

other authority using military personnel or other agents; or 

(3)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y of these.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1. We will pay,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we investigate or settle, or any "suit" against an insured we defend:  

a. All expenses we incur.  

b. Up to $250 for cost of bail bonds required because of accidents or traffic law viola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any vehicle to which the Bodily Injury 

Liability Coverage applies. We do not have to furnish these bonds  

c. The cost of bonds to release attachments, but only for bond amounts within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do not have to furnish these bonds.  

d. All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at our request to assist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defense of the claim or "suit", including actual loss of 

earnings up to $250 a day because of time off from work  

e. All costs taxed against the insured in the "suit".  

f. Prejudgment interest awarded against the insured on that part of the judgment we pay. If we make an offer to pay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not pay any prejudgment interest based on that period of time after the offer.  

g. All interest on the full amount of any judgment that accrues after entry of the judgment and before we have paid, offered to pay, or deposited in court the 

part of the judgment that is within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reduc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2. If we defend an insured against a "suit" and an indemnitee of the insured is also named as a party to the "suit", we will defend that indemnitee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a. The "suit" against the indemnitee seeks damages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assumed the liability of the indemnitee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at is an 

"insured contract";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such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c. The obligation to defend, or the cost of the defense of, that indemnitee, has also been assumed by the insured in the same "insured contract";  

d. The allegations in the "suit" and the information we know about the "occurrence" are such that no conflict appears to exist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emnitee;  

e. The indemnitee and the insured ask us to conduct and control the defense of that indemnitee against such "suit" and agree that we can assign the same 

counsel to defend the insured and the indemnitee; and  

f. The indemnitee:  

(1) Agrees in writing to:  

(a)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settlement or defense of the "suit";  

(b) Immediately send us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summonses or legal papers re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uit";  

(c) Notify any other insurer whose coverage is available to the indemnitee; and  

(d) Cooperate with us with respect to coordinating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available to the indemnite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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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vides us with written authorization to:  

(a) Obtain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uit"; and  

(b) Conduct and control the defense of the indemnitee in such "suit".  

So long as the above conditions are met, attorneys' fees incurred by us in the defense of that indemnitee,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by us and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demnitee at our request will be paid as Supplementary Payments.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2.b.(2) of Section I – Coverage A –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such payments will not be deemed to be damages for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and will not reduc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Our obligation to defend an insured's indemnitee and to pay for attorneys' fees and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as Supplementary Payments ends when:  

a.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or 

b.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above, or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f. above, are no longer met.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1. If you are design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as:  

a. An individual, you and your spouse are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a business of which you are the sole owner.  

b. A partnership or joint venture,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members, your partners, and their spouse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c.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member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Your managers are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as your managers.  

d. An organization other than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executiv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as your officers or directors. Your stockholder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liability as stockholders.  

e. A trust,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trustee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as trustees.  

2. Each of the following is also an insured:  

a. Your "volunteer workers" only while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or your "employees", other than either your "executive 

officers" (if you are an organization other than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or your managers (if you are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but only for act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by you or while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However, none of these "employees" or "volunteer workers" are insureds for:  

(1) "Bodily injury"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 To you, to your partners or members (if you are a partnership or joint venture), to your members,(if you are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to a co-"employee" while in the course of his or her employment or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or to your other 

"volunteer workers" while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b) To the spouse, child, parent, brother or sister of that co-"employee" or "volunteer worker" as a consequence of Paragraph (1)(a) above;  

(c) For which there is any obligation to share damages with or repay someone else who must pay damages because of the injury described in Paragraphs 

(1)(a) or (b) above; or  

(d) Arising out of his or her providing or failing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health care services.  



 

第 168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2) "Property damage" to property:  

(a) Owned, occupied or used by,  

(b) Rented to,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or over which physical control is being exercised for any purpose by you, any of your "employees", 

"volunteer workers", any partner or member (if you are a partnership or joint venture), or any member (if you are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b. Any person (other than your "employee" or "volunteer worker"), or any organization while acting as your real estate manager.  

c.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having proper temporary custody of your property if you die, but only:  

(1) With respect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maintenance or use of that property; and  

(2) Until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has been appointed.  

d.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if you die,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duties as such. That representative will have all you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3. With respect to "mobile equipment" registered in your name under any motor vehicle registration law, any person is an insured while driving such 

equipment along a public highway with your permission.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conduct of such person is also an insured,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equipment, and only if no other insurance of any kind is available to that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this liability. However, no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s an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a. "Bodily injury" to a co-"employee" of the person driving the equipment; or  

b. "Property damage" to property owned by, rented to, in the charge of or occupied by you or the employer of any person who is an insured under this 

provision.  

4. Any organization you newly acquire or form, other than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and over which 

you maintain ownership or majority interest, will qualify as a Named Insured if there is no other similar insurance available to that organization. 

  However:  

a. Coverage under this provision is afforded only until the 90th day after you acquire or form the organization o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whichever is 

earlier;  

b. Coverage A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hat occurred before you acquired or formed the organization; and  

c. Coverage B does not apply t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n offense committed before you acquired or formed the organization.  

No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s an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any current or past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that is not shown as a Named Insured in the Declarations.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1.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the rules below fix the most we will pay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a. Insureds;  

b. Claims made or "suits" brought; or  

c.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making claims or bringing "suits".  

2. The General Aggregat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for the sum of:  

a.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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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amages under Coverage A, except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and  

c. Damages under Coverage B.  

3.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Aggregat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A for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4. Subject to 2. above, th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B for the sum of all damages because of all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sustained by any on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5. Subject to 2. or 3. above, whichever applies, the Each Occurrenc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for the sum of:  

a. Damages under Coverage A; and  

b.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because of all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any one "occurrence". 

6. Subject to 5. above, the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A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roperty damage" 

to any one premises, while rented to you, or in the case of damage by fire, while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7. Subject to 5. above, the Medical Expens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C for all medical expens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sustained 

by any one person.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of this Coverage Part apply separately to each consecutive annual period and to any remaining period of less than 12 months, 

starting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 perio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unless the policy period is extended after issuance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less 

than 12 months. In that case, the additional period will be deemed part of the last preceding period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SECTION IV –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NDITIONS  

1. Bankruptcy  

Bankruptcy or insolvency of the insured or of the insured's estate will not relieve us of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2.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a. You must see to it that we are notifi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of an "occurrence" or an offense which may result in a claim. To the extent possible, notice 

should include:  

(1) How, when and where the "occurrence" or offense took place;  

(2)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any injured persons and witnesses; and  

(3) Th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any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ccurrence" or offense. Notice of an "occurrence" or offense is not notice of a claim.  

b. If a claim is received by any insured, you must:  

(1) Immediately record the specifics of the claim and the date received; and  

(2) Notify u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You must see to it that we receive written notice of the claim as soon as practicable.  

c. You and any other involved insured must:  

(1) Immediately send us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summonses or legal papers re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laim or a "suit";  

(2) Authorize us to obtain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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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settlement of the claim or defense against the "suit"; and  

(4) Assist us, upon our request, in the enforcement of any right against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ich may be liable to the insured because of injury or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may also apply.  

d. No insured will, except at that insured's own cost, voluntarily make a payment, assume any obligation, or incur any expense, other than for first aid, 

without our consent.  

3. Legal Action Against Us  

No person or organization has a right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a. To join us as a party or otherwise bring us into a "suit" asking for damages from an insured; or  

b. To sue us on this Coverage Part unless all of its terms have been fully complied with.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may sue us to recover on an agreed settlement or on a final judgment against an insured; but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damages that 

are not pay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Coverage Part or that are in excess of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An agreed settlement means a settlement and 

release of liability signed by us, the insured and the claimant or the claimant's legal representative.  

4. Other Insurance  

If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is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for a loss we cover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f this Coverage Part, our obligations are 

limited as follows:  

a. Primary Insurance  

This insurance is primary except when b. below applies. If this insurance is primary, our obligations are not affected unless any of the other insurance is also 

primary. Then, we will share with all that other insurance by the method described in c. below.  

b. Excess Insurance  

This insurance is excess over:  

(1) Any of the other insurance, whether primary, excess, contingent or on any other basis: 

(a) That is effective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 perio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insurance and applies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n other than a claims-made basis, if:  

(i) No Retroactive Date is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insurance; or  

(ii)The other insurance has a policy period which continues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insurance;  

(b) That is Fire, Extended Coverage, Builders' Risk, Installation Risk or similar coverage for "your work";  

(c) That is Fire insurance for premises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d) That is insurance purchased by you to cover your liability as a tenant for "property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or  

(e) If the loss arises out of the maintenance or use of aircraft, "autos" or watercraft to the extent not subject to Exclusion g. of Section I – Coverage A –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2) Any other primary insurance available to you covering liability for damages arising out of the premises or operations for which you have been added as 

an additional insured by attachment of an endorsement.  

When this insurance is excess, we will have no duty under Coverages A or B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if any other insurer has a du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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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that "suit". If no other insurer defends, we will undertake to do so, but we will be entitled to the insured's rights against all those 

other insurers.  

When this insurance is excess over other insurance, we will pay only our share of the amount of the loss, if any, that exceeds the sum of:  

(1) The total amount that all such other insurance would pay for the loss in the absence of this insurance; and  

(2) The total of all deductible and self-insured amounts under all that other insurance.  

We will share the remaining loss, if any, with any other insurance that is not described in this Excess Insurance provision and was not bought specifically to 

apply in excess of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Coverage Part.  

c. Method Of Sharing  

If all of the other insurance permits contribution by equal shares, we will follow this method also. Under this approach each insurer contributes equal 

amounts until it has paid its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or none of the loss remains, whichever comes first.  

If any of the other insurance does not permit contribution by equal shares, we will contribute by limits. Under this method, each insurer's share is based on 

the ratio of its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to the total applicable limits of insurance of all insurers.  

5. Premium Audit  

a. We will compute all premiums for this Coverage Par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ules and rates.  

b. Premium shown in this Coverage Part as advance premium is a deposit premium only. At the close of each audit period we will compute the earned 

premium for that period and send notice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The due date f or audit and retrospective premiums is the date shown as the due date on 

the bill. If the sum of the advance and audit premiums paid for the policy period is greater than the earned premium, we will return the excess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c.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must keep records of the information we need for premium computation, and send us copies at such times as we may request.  

6. Representations  

By accepting this policy, you agree:  

a. The statements in the Declarations are accurate and complete;  

b. Those statements are based upon representations you made to us; and  

c. We have issued this policy in reliance upon your representations.  

7. Separation Of Insureds  

Except with respect to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and any rights or duties specifically assigned in this Coverage Part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this insurance 

applies:  

a. As if each Named Insured were the only Named Insured; and  

b. Separately to each insured against whom claim is made or "suit" is brought.  

8. Transfer Of Rights Of Recovery Against Others To Us  

If the insured has rights to recover all or part of any payment we have made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those rights are transferred to us. The insured must do 

nothing after loss to impair them. At our request, the insured will bring "suit" or transfer those rights to us and help us enforce them.  

9. When We Do Not Renew  

If we decide not to renew this Coverage Part, we will mail or deliver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written notice of the non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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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less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expiration date.  

If notice is mailed, proof of mailing will be sufficient proof of notice.  

10. Your Right To Claim And "Occurrence" Information  

We will provide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is and any preceding general liability 

claims-made Coverage Part we have issued to you during the previous three years:  

a. A list or other record of each "occurrence",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to any other insurer, of which we were no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a. of 

the Section IV –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Condition. We will include the date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occurrence" if 

that information was in the notice we received.  

b. A summary by policy year, of payments made and amounts reserved, stated separately, under any applicable General Aggregate Limit and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Aggregate Limit. 

Amounts reserved are based on our judgment. They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ultimate settlement values.  

You must not disclose this information to any claimant or any claimant's representative without our consent.  

If we cancel or elect not to renew this Coverage Part, we will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no later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policy termination. In other 

circumstances, we will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only if we receive a written request from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In this case, we will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within 45 days of receipt of the request.  

We compile claim and "occurrence" information for our own business purposes and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in doing so. In providing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we make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to insureds, insurers, or others to whom this information is furnished by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Cancellation or non-renewal will be effective even if we inadvertently provide inaccurate information.  

SECTION V –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1. We will provide one or mor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as described below, if:  

a. This Coverage Part is canceled or not renewed; or  

b. We renew or replace this Coverage Part with insurance that:  

(1) Has a Retroactive Date later than the dat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Coverage Part; or  

(2)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n a claims-made basis.  

2.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do not extend the policy period or change the scope of coverage provided. They apply only to claims for:  

a.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hat occurs before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but not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r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ffense commit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but not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nce in effect,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may not be canceled.  

3. A Bas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s automatically provided without additional charge. This period starts with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lasts for:  

a. Five years with respect to claim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an "occurrence" reported to us, not later than 60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a. of the Section IV –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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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ive years with respect to claim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n offense reported to us, not later than 60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a. of the Section IV –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Condition; and  

c. Sixty days with respect to claims arising from "occurrences" or offenses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to us.  

The Bas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does not apply to claims that are covered under any subsequent insurance you purchase, or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for exhaustion of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applicable to such claims.  

4. The Bas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does not reinstate or increas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5. A Supplement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of unlimited duration is available, but only by an endorsement and for an extra charge. This supplemental 

period starts when the Bas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3. above, ends.  

You must give us a written request for the endorsement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The Supplement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ill 

not go into effect unless you pay the additional premium promptly when due.  

We will determine the additional premium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ules and rates. In doing so, we may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llowing:  

a. The exposures Insured;  

b. Previous types and amounts of insurance;  

c. Limits of Insurance available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for future payment of damages; and  

d. Other related factors.  

The additional premium will not exceed 200% of the annual premium for this Coverage Part.  

This endorsement shall set forth the term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applicable to the Supplement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ncluding a 

provis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insurance afforded for claims first received during such period is excess over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available under policies in force after the Supplement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tarts.  

6. If the Supplement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s in effect, we will provide the supplemental aggregate limits of insurance described below, but only for 

claims first received and recorded during the Supplement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The supplemental aggregate limits of insurance will be equal to the dollar amount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in effect at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for such 

of the following limits of insurance for which a dollar amount has been entered:  

General Aggregate Limit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Aggregate Limit  

Paragraphs 2. and 3. of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will be amended accordingly. Th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mit, the Each Occurrence 

Limit and the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Limit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will then continue to apply,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4., 5. and 6. of 

that Section.  

SECTION VI – DEFINITIONS  

1. "Advertisement" means a notice that is broadcast or publish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specific market segments about you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or supporter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a. Notices that are published include material placed on the Internet or on similar electron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b. Regarding web-sites, only that part of a website that is about you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s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or supporters is 

considered an advertisement.  

2. "Auto" means a land motor vehicle, trailer or semitrailer designed for travel on public roads including any attached machinery or equipment. But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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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not include “mobile equipment”.  

3. "Bodily injury" means bodily injury, sickness or disease sustained by a person, including death resulting from any of these at any time.  

4. "Coverage territory" means:  

a. Taiwan and Surrounding Island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its territories and possessions);  

b. International waters or airspace, but only if the injury or damage occurs in the course of travel or transportation between any places included in a. above; 

or  

c. All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f the injury or damage arises out of:  

(1) Goods or products made or sold by you in the territory described in a. above;  

(2) The activities of a person whose home is in the territory described in a. above, but is away for a short time on your business; or  

(3)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ffenses that take place through the Internet or similar electron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provided the insured's 

responsibility to pay damages is determined in a "suit" on the merits, in the territory described in a. above or in a settlement we agree to.  

5. "Employee" includes a "leased worker". "Employee" does not include a "temporary worker".  

6. "Executive officer" means a person holding any of the officer positions created by your charter, constitution, by-laws or any other similar governing 

document.  

7. "Hostile fire" means one which becomes uncontrollable or breaks out from where it was intended to be.  

8. "Impaired property" means tangible property, other than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that cannot be used or is less useful because:  

a. It incorporates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that is known or thought to be defective, deficient, inadequate or dangerous; or  

b. You have failed to fulfill the terms of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if such property can be restored to use by:  

a. The repair, replacement, adjustment or removal of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or  

b. Your fulfilling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9. "Insured contract" means:  

a. A contract for a lease of premises. However, that por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a lease of premises that indemnifies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damage by 

fire to premises while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is not an "insured contract";  

b. A sidetrack agreement;  

c. Any easement or license agreement,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construction or demolition operations on or within 50 feet of a railroad;  

d. An obligation, as required by ordinance, to indemnify a municipality,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work for a municipality;  

e. An elevator maintenance agreement;  

f. That part of any other contract or agreement pertaining to your business (including an indemnification of a municipality in connection with work 

performed for a municipality) under which you assume the tort liability of another party to pay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a thir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rt liability means a liability that would be imposed by law in the absence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Paragraph f. does not include that 

part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1) That indemnifies a railroad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construction or demolition operations, within 50 feet of any railroad 

property and affecting any railroad bridge or trestle, tracks, roadbeds, tunnel, underpass or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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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at indemnifies an architect, engineer or surveyor for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a) Preparing, approving, or failing to prepare or approve, maps, shop drawings, opinions, reports, surveys, field orders, change orders or drawings and 

specifications; or  

(b) Giving directions or instructions, or failing to give them, if that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injury or damage; or  

(3) Under which the insured, if an architect, engineer or surveyor, assumes liability for an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insured's rendering or failure 

to rend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those listed in (2) above and supervisory, inspection, architectural or engineering activities.  

10. "Leased worker" means a person leased to you by a labor leasing firm under an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the labor leasing firm, to perform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Leased worker" does not include a "temporary worker".  

11. "Loading or unloading" means the handling of property:  

a. After it is moved from the place where it is accepted for movement into or onto an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b. While it is in or on an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or  

c. While it is being moved from an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to the place where it is finally delivered;  

but "loading or unloading" does not include the movement of property by means of a mechanical device, other than a hand truck, that is not attached to the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12. "Mobile equipment"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land vehicles, including any attached machinery or equipment:  

a. Bulldozers, farm machinery, forklifts and other vehicles designed for use principally off public roads;  

b. Vehicles maintained for use solely on or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c. Vehicles that travel on crawler treads;  

d. Vehicles, whether self-propelled or not, maintai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mobility to permanently mounted:  

(1) Power cranes, shovels, loaders, diggers or drills; or  

(2) Road construction or resurfacing equipment such as graders, scrapers or rollers;  

e. Vehicles not described in a., b., c. or d. above that are not self-propelled and are maintai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mobility to permanently attached 

equipment of the following types:  

(1) Air compressors, pumps and generators, including spraying, welding, building clean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lighting and well servicing equipment; 

or  

(2) Cherry pickers and similar devices used to raise or lower workers;  

f. Vehicles not described in a., b., c. or d. above maintained primarily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the transportation of persons or cargo.  

However, self-propelled vehicles with the following types of permanently attached equipment are not "mobile equipment" but will be considered "autos":  

(1) Equipment designed primarily for:  

(a)Snow removal;  

(b)Road maintenance, but not construction or resurfacing; or  

(c)Street cleaning;  

(2) Cherry pickers and similar devices mounted on automobile or truck chassis and used to raise or lower workers; and  

(3) Air compressors, pumps and generators, including spraying, welding, building clean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lighting and well servicing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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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ccurrence" means an accident, including continuous or repeated exposure to substantially the same general harmful conditions.  

14.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means injury,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bodily injury", arising out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offenses:  

a. False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b. Malicious prosecution;  

c. The wrongful eviction from, wrongful entry into, or invas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te occupancy of a room, dwelling or premises that a person occupies,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its owner, landlord or lessor;  

d.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in any manner, of material that slanders or libels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r disparages a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e.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in any manner, of material that violates a person's right of privacy; f. The use of another's advertising idea in your 

"advertisement"; or  

g. Infringing upon another's copyright, trade dress or slogan in your "advertisement".  

15. "Pollutants" mean any solid, liquid, gaseous or thermal irritant or contaminant, including smoke, vapor, soot, fumes, acids, alkalis, chemicals and waste. 

Waste includes materials to be recycled, reconditioned or reclaimed.  

16.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a. Includes all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occurring away from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and arising out of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except:  

(1) Products that are still in your physical possession; or  

(2) Work that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d or abandoned. However, "your work" will be deemed completed at the earliest of the following times:  

(a) When all of the work called for in your contract has been completed.  

(b) When all of the work to be done at the job site has been completed if your contract calls for work at more than one job site.  

(c) When that part of the work done at a job site has been put to its intended use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ther than another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working on the same project. 

Work that may need service, maintenance, correction, repair or replacement, but which is otherwise complete, will be treated as completed.  

b. Does not includ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1) The transportation of property, unless the injury or damage arises out of a condition in or on a vehicle not owned or operated by you, and that condition 

was created by the "loading or unloading" of that vehicle by any insured;  

(2) The existence of tools, uninstalled equipment or abandoned or unused materials; or  

(3) Products or operations for which the classification, listed in the Declarations or in a policy schedule, states that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are 

subject to the General Aggregate Limit.  

17. "Property damage" means:  

a. Physical injury to 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all resulting loss of use of that property. All such loss of use shall be deemed to occur at the time of the 

physical injury that caused it; or  

b. Loss of use of tangible property that is not physically injured. All such loss of use shall be deemed to occur at the time of the "occurrence" that caused i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urance, electronic data is not tangibl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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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used in this definition, electronic data means information, facts or programs stored as or on, created or used on, or transmitted to or from computer 

software, includ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software, hard or floppy disks, CD-ROMS, tapes, drives, cells, data processing devices or any other media 

which are used with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equipment. 

18. "Suit" means a civil proceeding in which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are alleged. "Suit" includes:  

a.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 in which such damages are claimed and to which the insured must submit or does submit with our consent; or  

b. Any othe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in which such damages are claimed and to which the insured submits with our consent.  

19. "Temporary worker" means a person who is furnished to you to substitute for a permanent "employee" on leave or to meet seasonal or short-term 

workload conditions.  

20. "Volunteer worker" means a person who is not your "employee", and who donates his or her work and acts at the direction of and within the scope of 

duties determined by you, and is not paid a fee, salary or other compensation by you or anyone else for their work performed for you.  

21. "Your product":  

a. Means:  

(1) Any goods or products, other than real property, manufactured, sold, handled, distributed or disposed of by:  

(a) You;  

(b) Others trading under your name; or  

(c)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ose business or assets you have acquired; and  

(2) Containers (other than vehicles), 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furn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goods or products.  

b. Includes  

(1)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made at any time with respect to the fitness, quality, durability, performance or use of "your product"; and  

(2) The providing of or failure to provide warnings or instructions.  

c. Does not include vending machines or other property rented to or located for the use of others but not sold.  

22. "Your work":  

a. Means:  

(1) Work or operations performed by you or on your behalf; and  

(2) 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furn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work or operations.  

b. Includes  

(1)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made at any time with respect to the fitness, quality, durability, performance or use of "your work", and  

(2) The providing of or failure to provide warnings or instructions.  

COMMON POLICY CONDITIONS 

All Coverage Parts included in this policy ar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Cancellation  

1.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mailing or delivering to us advance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2. We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mailing or delivering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at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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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days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if we cancel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 or  

b. 30 days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if we cancel for any other reason.  

3. We will mail or deliver our notice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s last mailing address known to us.  

4. Notice of cancellation will state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The policy period will end on that date.  

5. If this policy is cancelled, we will send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any premium refund due. If we cancel, the refund will be pro rata. If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cancels, the refund may be less than pro rata. The cancellation will be effective even if we have not made or offered a refund.  

6. If notice is mailed, proof of mailing will be sufficient proof of notice.  

B. Changes  

This policy contains all the agreements between you and us concerning the insurance afforded.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is 

authorized to make changes in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with our consent. This policy’s terms can be amended or waived only by endorsement issued by us 

and made a part of this policy.  

C. Examination Of Your Books And Records  

We may examine and audit your books and records as they relate to this polic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up to three years afterward.  

D. Inspections And Surveys  

1. We have the right to:  

a. Make inspections and surveys at any time;  

b. Give you reports on the conditions we find; and  

c. Recommend changes.  

2. We are not obligated to make any inspections, surveys, reports or recommendations and any such actions we do not undertake relate only to insurability 

and the premiums to be charged. We do not make safety inspections We do not undertake to perform the duty of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 provide for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workers or the public. And we do not warrant that conditions: a. Are safe or healthful; or b. Comply with laws, regulations, codes or 

standards.  

3. Paragraphs 1.and 2.of this condition apply not only to us, but also to any rating, advisory, rate service or similar organization which makes insurance 

inspections, surveys, reports or recommendations.  

4. Paragraphs 2. of this condi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inspections, surveys, reports or recommendations we may make relative to certification, under state 

or municipal statutes, ordinances or regulations, of boilers, pressure vessels or elevators.  

E. Premiums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1.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ayment of all premiums; and  

2. Will be the payee for any return premiums we pay.  

F. Transfer Of You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Policy  

You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policy may not be transferred without our written consent except in the case of death of an individual named insured.  

If you die, your rights and dutie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but only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duties as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Until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is appointed, anyone having proper temporary custody of your property will have your rights and duties but only with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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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at proper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Occurrence FORM) 

Various provisions in this policy restrict coverage. Read the entire policy carefully to determine rights, duties and what is and is not covered. 

Throughout this policy the words "you" and "your" refer to the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qualifying 

as a Named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words "we", "us " and "our" refer to the company providing this insurance. 

The word "insured" means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qualifying as such under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Other words and phrases that appear in quotation m arks have special meaning. Refer to Section V –  Definitions. 

SECTION I – COV ERAGES 

COV ERAGE A BODILY INJURY AND PROP ERTY DAMAGE LIABILITY 

1. Insuring Agreement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ccurrenc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 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and 

(2)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s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only if: 

(1)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2)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ccu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3)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no insured listed under Paragraph 1. Of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and no “employee” authorized by you to give or 

receive notice of an “occurrence” or claim, knew that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ad occurred, in whole or in part. If such a listed insured 

or authorized “employee” knew,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that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ccurred, then any continuation, change or 

resumption of  such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during or after the policy period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known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c.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which occu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was not,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known to have occurred by any 

insured listed under Paragraph 1. of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or any “employee” authorized by you to give or receive notice of an “occurrence” or 

claim, includes any continuation, change or resumption of tha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d.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known to have occurred at the earliest time when any insured listed under Paragraph 

1. of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or any “employee” authorized by you to give or receive notice of an “occurrence” or claim : 

(1) Reports all, or any part, o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 age” to us or any other insurer; 

(2) Receives a written or verbal demand or claim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r 



 

第 180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3) Becomes aware by any other means tha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as occurred or has begun to occur. 

e.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include damages claimed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care, loss of services or death resulting at any time from 

the “bodily injury”. 

2. Exclusions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 Expected Or Intended Injur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expected or intend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insured.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reasonable force to protect persons or property. 

b. Contractual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obligated to pay damages by reason of the assumption of liability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1) Tha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or 

(2) Assumed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at is an "insured contract", provided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ccurs subsequent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liability assumed in an "insured contract", reasonable attorney fees and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by or for a party other than an insured are deemed to be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 age", provided: 

(a) Liability to such party for, or for the cost of, that party's defense has also been assumed in the same "insured contract"; and 

(b) Such attorney fees and litigation expenses are for defense of that party against a civil 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in which dam ages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are alleged. 

c. Liquor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any insured may be held liable by reason of: 

(1) Causing or contributing to the intoxication of any person; 

(2) The furnishing of alcoholic beverages  to a person under the legal drinking age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or 

(3) Any statute, ordinance or regulation relating to the sale, gift, distribution or use of alcoholic beverages. 

This exclusion applies only if you are in the business of manufacturing, distributing, selling, serving or furnishing alcoholic beverages .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Any obligation of the insured under a workers' compensation, disability benefits or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law or any similar law. 

e. Employer's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to: 

(1) An "employee" of the insured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a) Employment by the Insured; or 

(b)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the insured's business; or 

(2) The spouse, child, parent, brother or sister of that "employee" as a consequence of Paragraph (1) above.  

This exclusion applies: 

(1) Whether the insured may be liable as an employer or in any other capac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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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any obligation to share damages with or repay some one else who must pay damages because of the injury.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 "insured contract". 

f. Pollution 

(1)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 

(a)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which is or was at any time owned or occupi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However, this 

sub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i) "Bodily injury" if sustained within a building and caused by smoke, fumes, vapor or soot from equipment used to heat that building; 

(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you may be held liable, if you are a contractor and the owner or lessee of such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has been added to your policy as an additional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your ongoing operations performed for that additional insured at that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and such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is not and never was owned or occupi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other than that 

additional insured; or 

(i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heat, smoke or fumes from a "hostile fire"; 

(b)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 site or location which is or was at any time used by or for any insured or others  for the handling, storage, disposal , 

processing or treatment of waste; 

(c) Which are or were at any time trans ported, handled, stored, treated, disposed of, or processed as waste by or for: 

(i) Any insured; or 

(ii)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whom you may be legally responsible; or 

(d)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on which any insured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any insured's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if the "pollutants" are brought on or to the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operations by such insured,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However, this sub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escape of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which are needed to perform the normal 

electrical, hydraulic or mechanical functions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or its parts, if such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escape from a vehicle part designed to hold, store or   receive them. This except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e intentional discharge, dispersal or release of the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or if such fuels, lubricants or other operating 

fluids are brought on or to the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with the intent that they be discharged, dispersed or released as part of the operations being 

performed by such insured,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sustained within a building and caused by the release of gases, fumes or vapors from materials brought into  

that building in connection with  operations being performed by you or on your behalf by a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or 

(iii)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 age" arising out of heat, smoke or fumes from a "hostile fire". 

(e) At or from any premises, site or location on which any insured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any insured's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if the operations are to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or in an y way res pond to, or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 

(2)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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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quest, demand, order or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any insured or others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or in an y way respond to,  or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 or 

(b) Claim or "suit" by or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esting for, monitoring, cleaning up, removing, containing, treating, 

detoxifying or neutralizing, or in any way responding to, 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 

However, this paragraph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roperty damage" tha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request, 

demand,  order or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or such claim or "suit" by or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uthority. 

g.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use or entrustment to others of any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owned or 

operat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Use includes operation and "loading or unloading". 

This exclusion applies even if the claims against any insured allege negligence or other wrongdoing in the supervision, hiring, employment, training or 

monitoring of others by that insured, if the "occurrence" which caused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 age" involved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use or entrustment to others of any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that is owned or operat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1) A watercraft while ashore 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 A watercraft you do not own that is :  

(a) Less than 26 feet long; and 

(b) Not being used to carry persons or property for a charge; 

(3) Parking an "auto" on, or on the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provided the "auto" is not own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you or the insured; 

(4)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any "insured contract" for the owners hip, maintenance or use of aircraft or watercraft; or 

(5)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 of any of the equipment listed in Paragraph f.(2) or f.(3) of the defini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h. Mobile Equipmen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 age" arising out of:  

(1) The transportation of "mobile equipment" by an "auto" owned or operated by or rented or loaned to any insured; or 

(2) The use of "mobile equipment" in, or while in practice for, or while being prepared for, any prearranged racing, s peed, demolition, or stunting 

activity. 

i. Wa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owever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1) War, including undeclared or civil war; 

(2) Warlike action by a military force, including action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 actual or expected attack, by any government, sovereign or 

other authority using military personnel or other agents; or 

(3)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y of these. 

j. Damage To Property 

"Property dam a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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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perty you own, rent, or occupy, including any costs or expenses incurred by you, or any other person, organization or entity, for repair, replacement, 

enhancement,  restoration or maintenance of such property for any reason, including prevention of injury to a person or damage to another's property; 

(2) Premises you sell, give away or abandon, if the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any part of those premises; 

(3) Property loaned to you; 

(4) Personal property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5) That particular part of real property on which you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your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 if the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ose operations; or 

(6) That particular part of any property that must be restored, repaired or replaced because "your work" was incorrectly performed on it. 

Paragraphs (1), (3) and (4) of this exclusion do not apply to "property damage" (other than damage by fire) to premises, including the contents of such 

premises, rented to you for a period of 7 or fewer consecutive days. A separate limit of insurance applies to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Paragraph (2) of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premises are "your work" and were never occupied, 

rented or held for rental by you. 

Paragraphs (3), (4), (5) and (6) of this exclusion do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a sidetrack agreement. 

Paragraph (6) of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k. Damage To Your Product 

"Property damage" to "your product" arising out of it or any part of it. 

l. Damage To Your Work 

"Property damage" to "your work" arising out of it or any part of it and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damaged work or the work out of which the damage arises was performed on your behalf by a subcontractor. 

 m. Damage To Impaired Property Or Property Not Physically Injured 

"Property damage" to "impaired property" or property that has not been physically injured, arising out of: 

(1) A defect, deficiency, inadequacy or dangerous condition in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or 

(2) A delay or failure by you or anyone acting on your behalf to perform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the loss of use of other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sudden and accidental physical injury to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after 

it has been put to its intended use. 

n.  Recall Of Products, Work Or Impaired Property 

Damages claimed for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incurred by you or others for the loss of use, withdrawal, recall, inspection, repair, replacement, adjustment, 

removal or disposal of: 

(1) "Your product";  

(2) "Your work"; or  

(3) "Impaired property"; 

if such product, work, or property is withdrawn or recalled from the market or from use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a known or suspected 

defect, deficiency, inadequacy or dangerous condition in it. 

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第 184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Bodily injury" arising out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Exclusions c. through n. do not apply to damage by fire to premises while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A 

separate limit of insurance applies to this coverage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 its Of Insurance. 

COV ERAGE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 URY LIABILITY 

1. Insuring Agreement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ffens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 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 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 and 

(2)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ffense arising out of your business, but only if the offense was committed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Exclusions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 Knowing Violation Of Rights Of Anothe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the act would violate the rights of another and would 

inflic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b. Material Published With Knowledge Of Falsity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if done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with knowledge of its 

falsity. 

c. Material Published Prior To Policy Perio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whose first publication took plac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 

period. 

d. Criminal Act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 criminal act committed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e. Contractual Liability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assumed liability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tha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f. Breach Of Contrac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an implied contract to use another's advertising idea in your "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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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Quality Or Performance Of Goods – Failure To Conform To Statement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failure of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conform with any statement of quality or performance made in 

your "advertisement". 

h. Wrong Description Of Price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wrong description of the price of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stated in your "advertisement". 

i.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Or Trade Secre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trade secre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However,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infringement, in your "advertisement", of copyright, trade dress or slogan. 

j. Insureds In Media And Internet Type Businesse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mmitted by an insured whose business is : 

(1) Advertising, broadcasting, publishing or telecasting; 

(2) Designing or determining content of websites for others ; or 

(3)An Internet search, access , content or service provider. 

However,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Paragraphs 14.a., b. and c.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under the Definitions Sec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the placing of frames, borders or links, or advertising, for you or others anywhere on the Internet, is not by itself, 

considered the business of advertising, broadcasting, publishing or telecasting. 

k. Electronic Chatrooms Or Bulletin Boards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n electronic chatroom or bulletin board the insured hosts, owns, or over which the insured exercises 

control. 

l. Unauthorized Use Of Another's Name Or Product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another's name or product in your e-mail address, domain name or metatag, or any 

other similar tactics to mislead another's potential customers . 

m. Pollution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 at any time. 

n. Pollution- Related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1) Request, demand or order that any insured or others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or in any way respond to, 

or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 or 

(2) Claim or suit by or on behalf of a 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dam ages because of testing for, monitoring, cleaning up, removing, containing, treating, 

detoxifying or neutralizing, or in any way responding to, 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s ". 

COV ERAGE C M EDICAL PAYM ENTS 

1. Insuring Agreement 

a. We will pay medical expenses as described below f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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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 On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or 

(3) Because of your operations ; 

provided that: 

(1)  The accid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The expenses are incurred and reported to u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and 

(3) The injured person submits to examination, at our expense, by physicians of our choice as often as we reasonably require. 

b. We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fault.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1) First aid administered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2)  Necessary medical, surgical,  x-ray and dental services , including prosthetic devices ; and 

(3)  Necessary ambulance, hospital, professional nursing and funeral services. 

2.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expenses for "bodily injury": 

a. Any Insured 

To any insured, except "volunteer workers ". 

b. Hired Person 

To a person hired to do work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or a tenant of any insured. 

c. Injury On Normally Occupied Premises 

To a person injured on that part of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that the person normally occupi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To a person, whether or not an "employee" of any insured, if benefits for the "bodily injury" are payable or must be provided under a workers' compensation 

or disability benefits law or a similar law. 

e. Athletics Activit ies 

To a person injured while taking part in athletics . 

f.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Included within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g. Coverage A Exclusions 

Excluded under Coverage A. 

h. Wa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owever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1) War, including undeclared or civil war; 

(2) Warlike action by a military force, including action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 actual or expected attack, by any government, sovereign or 

other authority using military personnel or other agents; or 

(3)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hinder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y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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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 ENTARY PAYM ENTS  –  COV ERAGES A AND B 

1. We will pay,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we investigate or settle, or any "suit" against an insured we defend: 

a. All expenses we incur. 

b. Up to $250 for cost of bail bonds required because of accidents or traffic law viola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any vehicle to which the Bodily Injury 

Liability Coverage applies. We do not have to furnish these bonds . 

c. The cost of bonds to release attachments, but only for bond amounts within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do not have to furnish these bonds. 

d. All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at our request to assist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defense of the claim or "suit", including actual loss of 

earnings up to $250 a day because of time off from work. 

e. All costs taxed against the insured in the "suit"  

f. Prejudgment interest awarded against the insured on that part of the judgment we pay. If we make an offer to pay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not pay any prejudgment interest based on that period of time after the offer. 

g. All interest on the full amount of any judgment that accrues after entry of the judgment and before we have paid, offered to pay, or deposited in court the 

part of the judgment that is within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reduc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2. If we defend an insured against a "suit" and an indemnitee of the insured is also named as a party to the "suit", we will defend that indemnitee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a. The "suit" against the indemnitee seeks damages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assumed the liability of the indemnitee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at is an 

"insured contract";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such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c. The obligation to defend, or the cost of the defense of, that indemnitee, has also been assumed by the insured in the same "insured contract"; 

d. The allegations in the "suit" and the information we know about the "occurrence" are such that no conflict appears to exist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emnitee; 

e. The indemnitee and the insured ask us to conduct and control the defense of that indemnitee against such "suit" and agree that we can assign the same 

counsel to defend the insured and the indemnitee; and 

f. The indemnitee:  

(1) Agrees in writing to: 

(a)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settlement or defense of the "suit"; 

(b) Immediately send us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summonses or legal papers re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uit"; 

(c) Notify any other insurer whose coverage is available to the indemnitee; and 

(d) Cooperate with us with respect to coordinating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available to the indemnitee; and 

(2) Provides us with written authorization to: 

(a) Obtain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uit"; and 

(b) Conduct and control the defense of the indemnitee in such "suit". 

So long as the above conditions are met, attorneys' fees incurred by us in the defense of that indemnitee,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by 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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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demnitee at our request will be paid as Supplementary Payments.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2.b.(2) of Section I – Coverage A –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such payments will not be deemed to be damages for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and will not reduc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Our obligation to defend an insured's indemnitee and to pay for attorneys' fees and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as Supplementary Payments ends when: 

a.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 or 

b. 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above, or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f. above, are no longer met.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 URED 

1. If you are design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as : 

a. An individual, you and your spouse are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a business of which you are the s ole owner. 

b. A partnership or joint venture,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members, your partners, and their spouse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c.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 hares,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member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Your managers are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as your managers. 

d. An organization other than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executiv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as your officers or directors. Your stockholder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liability as stockholders. 

e. A trust, you are an insured. Your trustees are also insured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ir duties as trustees. 

2. Each of the following is also an insured: 

a. Your "volunteer workers " only while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or  your  "employees ", other than either your 

"executive officers " (if you are an organization other than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 or your 

managers (if you are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 but only for act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by you or while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However, none of these "employees " or "volunteer workers" are insureds for: 

(1) "Bodily injury"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 To you, to your partners or members (if you are a partners hip or joint venture), to your members (if you are a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 to a co-"employee" while in the course of his or her employment or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or to your other 

"volunteer workers " while performing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 

(b) To the spouse, child, parent, brother or sister of that co-"employee" or "volunteer worker" as a consequence of Paragraph (1)(a) above; 

(c) For which there is any obligation to s hare damages with or repay someone else who must pay damages because of the injury described in Paragraphs 

(1)(a) or (b) above; or 

(d) Arising out of his or her providing or failing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health care services . 

(2) "Property dam age" to property:  

(a) Owned, occupied or used by, 

(b) Rented to,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or over which  physical control is being exercised for any purpose by you, any of your "employees", 

"volunteer workers", any partner or member (if you are a partnership or joint venture), or any member (if you are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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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y person (other than your "employee" or "volunteer worker"), or any organization while acting as your real estate manager. 

c.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having proper temporary custody of your property if you die, but only: 

(1) With respect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maintenance or use of that property; and 

(2) Until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has been appointed. 

d.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if you die,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duties as such. That representative will have all you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3. With respect to "mobile equipment" registered in your name under any motor vehicle registration law, any person is an insured while driving such 

equipment along a public highway with your permission.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conduct of such person is also an 

insured,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equipment, and only if no other insurance of any kind is available to that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this liability. However, no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s an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a. "Bodily injury" to a co-"employee" of the person driving the equipment; or 

b. "Property damage" to property owned by, rented to, in the charge of or occupied by you or the employer of any person who is an insured under this 

provision. 

4. Any organization you newly acquire or form, other than a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and over which 

you maintain ownership or majority interest, will qualify as a Named Insured if there is no other similar insurance available to that organization. 

However: 

a. Coverage under this provision is afforded only until the 90th day after you acquire or form the organization o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whichever is 

earlier; 

b. Coverage A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hat occurred before you acquired or formed the organization; and 

c. Coverage B does not apply t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out of an offense committed before you acquired or formed the organization. 

No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s an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any current or past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limited company o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that is not shown as a Named Insured in the Declarations.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1.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the rules below fix the most we will pay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a. Insureds ; 

b. Claims made or "suits " brought; or 

c.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making claims or bringing "suits ". 

2. The General Aggregate Lim 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for the sum of: 

a.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b. Damages under Coverage A, except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and 

c. Damages under Coverage B. 

3. The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Aggregat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A for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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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bject to 2. above, th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B for the sum of all damages because of all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sustained by any on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5. Subject to 2. or 3. above, whichever applies , the Each Occurrenc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for the sum of: 

a. Damages under Coverage A; and 

b.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because of all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any one "occurrence". 

6. Subject to 5. above, the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A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roperty 

damage" to any one premises, while rented to you,  or in the case of damage by fire, while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7. Subject to 5. above, the Medical Expense Limit is the most we will pay under Coverage C for all medical expens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sustained 

by any one person.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of this Coverage Part apply separately to each consecutive annual period and to any remaining period of less than 12 months, 

starting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 perio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unless the policy period is extended after issuance for an additional period of 

less than 12 months. In that case, the additional period will be deemed part of the last preceding period for   purposes o f determining the Lim its of 

Insurance. 

SECTION IV –COMM 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NDITIONS 

1. Bankruptcy 

Bankruptcy or insolvency of the insured or of the insured's estate will not relieve us of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2.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a. You must see to it that we are notifi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of an "occurrence" or an offense which may result in a claim. To the extent possible, notice 

should include: 

(1) How, when and where the "occurrence" or offense took place; 

(2)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any injured persons and witnesses; and 

(3)  Th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any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ccurrence" or offense. 

b. If a claim is made or "suit" is brought against any insured, you must: 

(1) Immediately record the specifics of the claim or "suit" and the date received; and 

(2) Notify u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You must see to it that we receive written notice of the claim or "suit" as soon as practicable. 

c. You and any other involved insured m us t: 

(1)Immediately send us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summonses or legal papers re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laim or "suit"; 

(2) Authorize us to obtain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3)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settlement of the claim or defense against the "suit"; and 

(4) Assist us, upon our request, in the enforcement of any right against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ich may be liable to the insured because of injury or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may also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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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o insured will, except at that insured's own cost, voluntarily make a payment, assume any obligation, or incur any expense, other than for first aid, 

without our consent. 

3. Legal Action Against Us 

No person or organization has a right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a. To join us as a party or otherwise bring us into a "suit" asking for damages from an insured; or 

b. To sue us on this Coverage Part unless all of its terms have been fully complied with.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may sue us to recover on an agreed settlement or on a final judgment against an insured; but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damages that 

are not pay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Coverage Part or that are in excess of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An agreed settlement means a settlement 

and release of liability signed by us, the insured and the claimant or the claimant's legal representative. 

4. Other Insurance 

If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is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for a loss we cover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f this Coverage Part, our obligations are 

limited as follows : 

a. Primary Insurance 

This insurance is primary except when b. below applies. If this insurance is primary, our obligations are not affected unless any of the other insurance is also 

primary. Then, we will share with all that other insurance by the method described in c. below. 

b. Excess Insurance 

This insurance is excess over: 

(1) Any of the other insurance, whether primary, excess, contingent or on any other bas is:  

(a) That is Fire, Extended Coverage, Builders' Risk, Installation Risk or similar coverage for "your work";  

(b) That is Fire insurance for premises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c) That is insurance purchased by you to cover your liability as a tenant for "property damage" to  premises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or 

(d) If the loss arises out of the maintenance or use of aircraft, "autos" or watercraft to the extent not subject to Exclusion g. of Section I – Coverage A –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2) Any other primary insurance available to you covering liability for damages arising out of the premises or operations for which you have been added as 

an additional insured by attachment of an endorsement. 

When this insurance is excess, we will have no duty under Coverages A or B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if any other insurer has a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that "suit". If no other insurer defends, we will undertake to do so, but we will be entitled to the insured's rights against all 

those other insurers. 

When this insurance is excess over other insurance, we will pay only our s hare of the amount of the loss, if any, that exceeds the sum of: 

(1) The total amount that all such other insurance would pay for the loss in the absence of this insurance; and 

(2) The total of all deductible and self-insured amounts under all that other insurance. 

We will share the remaining loss, if any, with any other insurance that is not described in this Excess   Insurance provision and was not bought specifically 

to apply in excess of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Coverag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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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ethod Of Sharing 

If all of the other insurance perm its contribution by equal shares, we will follow this method also. Under this approach each insurer contributes equal 

amounts until it has paid its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or none of the loss remains, whichever comes first. 

If any of the other insurance does not permit contribution by equal shares, we will contribute by limits. Under this method, each insurer's share is based on 

the ratio of its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to the total applicable limits of insurance of all insurers. 

5. Premium Audit 

a. We will compute all premiums for this Coverage Par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ules and rates. 

b. Premium shown in this Coverage Part as advance premium is a deposit premium only. At the close of each audit period we will compute the earned 

premium for that period and send notice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The due date for audit and retrospective premiums is the date shown as the due date 

on the bill. If the sum of the advance and audit premiums paid for the policy period is greater than the earned premium, we will return the excess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c.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must keep records of the information we need for premium computation, and send us copies at such times as we may request. 

6. Representations 

By accepting this policy, you agree: 

a. The statements in the Declarations are accurate and complete; 

b. Those statements are based upon representations you made to us; and 

c. We have issued this policy in reliance upon your representations . 

7. Separation Of Insureds 

Except with respect to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and any rights or duties specifically assigned in this Coverage Part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this insurance 

applies: 

a. As if each Named Insured were the only Named Insured; and 

b. Separately to each insured against whom claim is made or "suit" is brought. 

8. Transfer Of Rights Of Recover y Against Others To Us 

If the insured has rights to recover all or part of any payment we have made under this Coverage Part, those rights are transferred to us. The insured must do 

nothing after loss to impair them. At our request, the insured will bring "suit" or transfer those rights to us and help us enforce them. 

9. When We Do Not Renew 

If we decide not to renew this Coverage Part, we will mail or deliver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written notice of the nonrenewal 

not less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expiration date. 

If notice is mailed, proof of mailing will be sufficient proof of notice. 

SECTION V – DEFINITIONS 

1. "Advertisement" means a notice that is broadcast or publish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specific market segments about you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for 

the purpose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or supporter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a. Notices that are published include material placed on the Internet or on similar electron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b. Regarding websites, only that part of a website that is about you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s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or supporter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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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an advertisement. 

2. "Auto" means a land motor vehicle, trailer or semitrailer designed for travel on public roads, including any attached machinery or equipment. But “auto” 

does not include “mobile equipment”. 

3. "Bodily injury" means bodily injury, sickness or disease sustained by a person, including death resulting from any of these at any time. 

4. "Coverage territory" means: 

a. Taiwan and Surrounding Island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its territories and possessions); 

b. International waters or airs pace, but only if the injury or damage occurs in the course of travel or transportation between any places included in a. above; 

or 

c. All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f the injury or damage arises out of: 

(1) Goods or products made or sold by you in the territory described in a. above; 

(2) The activities of a person whose home is in the territory described in a. above, but is away for a short time on your business ; or 

(3)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ffenses that take place through the Internet or similar electron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provided the insured's 

responsibility to pay damages is determined in a "suit" on the merits, in the territory described in a. above or in a settlement we agree to. 

5. "Employee" includes a "leased worker". "Employee" does not include a "temporary worker". 

6. "Executive officer" means a person holding any of the officer positions created by your charter, constitution, by-laws or any other similar governing 

document. 

7. "Hostile fire" means one which becomes uncontrollable or breaks out from where it was intended to be. 

8. "Impaired property" means tangible property, other than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that cannot be used or is less useful because: 

a. It incorporates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that is known or thought to be defective, deficient, inadequate or dangerous; or 

b. You have failed to fulfill the terms of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if such property can be restored to use by: 

a. The repair, replacement, adjustment or removal of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or 

b. Your fulfilling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9. "Insured contract" means : 

a. A contract for a lease of premises. However, that por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a lease of premises   that indemnifies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damage 

by fire to premises while rented to you or temporarily occupied by you with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is  not an "insured contract"; 

b. sidetrack agreement; 

c. Any easement or license agreement,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construction or demolition operations on or within 50 feet of a railroad; 

d. An obligation, as required by ordinance, to indemnify a municipality,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work for a municipality; 

e. An elevator maintenance agreement; 

f. That part of any other contract or agreement pertaining to your business (including an indemnification of a municipality in connection with work 

performed for a municipality) under which you assume the tort liability of another party to pay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a thir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rt liability means a liability that would be imposed by law in the absence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Paragraph f. does not include that part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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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at indemnifies a railroad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construction or demolition operations, within 50 feet of any railroad 

property and affecting any railroad  bridge or trestle, tracks, roadbeds, tunnel, underpass or crossing; 

(2) That indemnifies an architect, engineer or surveyor for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a) Preparing, approving, or failing to prepare or approve, maps, shop drawings, opinions, reports, surveys, field orders, change orders or drawings and 

specifications ; or 

(b) Giving directions or instructions, or failing to give them, if that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injury or damage; or 

(3) Under which the insured, if an architect, engineer or surveyor, assumes liability for an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insured's rendering or failure 

to rend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those listed in (2) above and supervisory, inspection, architectural or engineering activities . 

10. "Leased worker" means a person leased to you by a labor leasing firm under an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the labor leasing firm, to perform duties 

related to the conduct of your business. "Leased worker" does not include a "temporary worker". 

11. "Loading or unloading" means the handling of property: 

a. After it is moved from the place where it is accepted for movement into or onto an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b. While it is in or on an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or 

c. While it is being moved from an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to the place where it is finally delivered; 

but "loading or unloading" does not include the movement of property by means of a mechanical device, other than a hand truck, that is not attached to the 

aircraft, watercraft or "auto". 

12. "Mobile equipment" means any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land vehicles, including any attached machinery or equipment: 

a. Bulldozers, farm machinery, forklifts and other vehicles designed for use principally off public roads; 

b. Vehicles maintained for use solely on or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c. Vehicles that travel on crawler treads ; 

d. Vehicles, whether self-propelled or not, maintai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mobility to permanently mounted: 

(1) Power cranes, shovels, loaders, diggers or drills; or 

(2) Road construction or resurfacing equipment such as graders, scrapers or rollers; 

e. Vehicles not described in a., b., c. or d. above that are not self-propelled and are maintained primarily to pro vide mobility to permanently attached 

equipment of the following types: 

(1) Air compressors, pumps and generators, including spraying, welding, building clean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lighting and well servicing equipment; 

or  

(2) Cherry pickers and similar devices used to raise or lower workers; 

f. Vehicles not described in a., b., c. or d. above maintained primarily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the transportation of persons or cargo. However, self-propelled 

vehicles with the following types of permanently attached equipment are not "mobile equipment" but will be considered "autos ":  

(1) Equipment designed primarily for: 

(a) Snow removal; 

(b) Road maintenance, but not construction or resurfacing; or 

(c) Street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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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rry pickers and similar devices mounted on automobile or truck chassis and used to raise or lower workers; and 

(3) Air compressors, pumps and generators, including spraying, welding, building clean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lighting and well servicing equipment. 

13. "Occurrence" means an accident, including continuous or repeated exposure to substantially  the same general harmful conditions. 

14.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means injury,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bodily injury", arising out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offenses: 

a. False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b. Malicious prosecution; 

c. The wrongful eviction from, wrongful entry into, or invas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te occupancy of a room, dwelling or premises that a person occupies,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its owner, landlord or lessor; 

d.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in any manner, of material that slanders or libels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r disparages a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e. Oral or written publication, in any manner, of material that violates a person's right of privacy; 

f. The use of another's advertising idea in your "advertisement"; or 

g. Infringing upon another's copyright, trade dress or slogan in your "advertisement". 

15. "Pollutants" mean any solid, liquid, gaseous or thermal irritant or contaminant, including smoke, vapor, soot, fumes, acids, alkalis, chemicals and waste. 

Waste includes materials to be recycled, reconditioned or reclaimed. 

16.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a. Includes all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occurring away from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and arising out of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except: 

(1) Products that are s till in your physical possess ion; or 

(2) Work that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d or abandoned. However, "your work" will be deemed completed at the earliest of the following times: 

(a) When all of the work called for in your contract has been completed. 

(b) When all of the work to be done at the job site has been completed if your contract calls for work at m ore than one job site. 

(c) When that part of the work done at a job site has been put to its intended use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ther than another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working on the same project. 

Work that may need service, maintenance, correction, repair or replacement, but which is otherwise complete, will be treated as completed. 

b. Does not includ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1) The transportation of property, unless the injury or damage arises out of a condition in or on a vehicle not owned or operated by you, and that condition 

was created by the "loading or unloading" of that vehicle by any insured; 

(2) The existence of tools, uninstalled equipment or abandoned or unused materials ; or 

(3) Products or operations for which the classification, listed in the Declarations or in a policy schedule, states that products –completed operations are 

subject to the General Aggregate Limit. 

17. "Property dam age" means : 

a. Physical injury to 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all resulting loss of use of that property. All such loss of use shall be deemed to occur at the time of the 

physical injury that caused i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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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oss of use of tangible property that is not physically injured. All such loss of use shall be deemed to occur at the time of the "occurrence" that caused i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urance, electronic data is not tangible property. 

As used in this definition, electronic data means information, facts or programs stored as or on, created or used on, or transmitted to or from computer 

software, includ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software, hard or floppy disks, CD-ROMS, tapes, drives, cells, data processing devices or any other 

media which are used with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equipment. 

18. "Suit" means a civil proceeding in which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are alleged. "Suit" includes : 

a.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 in which such damages are claimed and to which the insured must submit or does  submit with our consent; or 

b. Any othe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 in which such damages are claimed and to which the insured submits with our consent. 

19. "Temporary worker" means a person who is furnished to you to substitute for a permanent "employee" on leave or to meet seasonal or short-term 

workload conditions. 

20. "Volunteer worker" means a person who is not your "employee", and who donates his or her work and acts at the direction of and within the scope of 

duties determined by you, and is not paid a fee, salary or other compensation by you or anyone else for their work performed for you. 

21. "Your product": 

a. Means: 

(1) Any goods or products, other than real property, manufactured, sold, handled, distributed or disposed of by: 

(a) You; 

(b) Others trading under your name; or 

(c)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ose business or assets you have acquired; and 

(2) Containers (other than vehicles), 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furn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goods or products. 

b. Includes 

(1)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made at any time with respect to the fitness, quality, durability, performance or use of "your product"; and 

(2) The providing of or failure to provide warnings or instructions. 

c. Does not include vending machines or other property rented to or located for the use of others but not sold. 

22. "Your work": 

a. Means: 

(1) Work or operations performed by you or on your behalf; and 

(2) 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furn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work or operations. 

b. Includes 

(1)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made at any time with respect to the fitness, quality, durability, performance or use of "your work", and 

(2) The providing of or failure to provide warnings or instructions. 

COMMON P OLICY CONDITIONS 

All Coverage Parts included in this policy ar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 Cancellation 



 

第 197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1.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mailing or delivering to us advance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2. We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mailing or delivering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at least: 

a. 10 days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if we cancel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 or 

b. 30 days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if we cancel for any other reason. 

3. We will mail or deliver our notice to the first Named Insured’s last mailing address known to us. 

4. Notice of cancellation will state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The policy period will end on that date. 

5. If this policy is cancelled, we will send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any premium refund due. If we cancel, the refund will be pro rata. If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cancels, the refund may be less than pro rata. The cancellation will be effective even if we have not made or offered a refund. 

6. If notice is mailed, proof of mailing will be sufficient proof of notice. 

B. Changes 

This policy contains all the agreements between you and us concerning the insurance afforded.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is 

authorized to make changes in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with our consent. This policy’s terms can be amended or waived only by endorsement issued by 

us and made a part of this policy. 

C. Examination Of Your Books And Records 

We may examine and audit your books and records as they relate to this polic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up to three years afterward. 

D. Inspections And Surveys 

1. We have the right to: 

a. Make inspections and surveys at any time; 

b. Give you reports on the conditions we find; and  

c. Recommend changes. 

2. We are not obligated to make any inspections, surveys, reports or recommendations and any such actions we do not undertake relate only to insurability 

and the premiums to be charged. We do not make safety inspections. We do not undertake to perform the duty of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 provide 

for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workers or the public. And we do not warrant that conditions: 

a. Are safe or healthful; or 

b. Comply with laws, regulations, codes or standards. 

3. Paragraphs1.and 2.of this condition apply not only to us, but also to any rating, advisory, rate service or similar organization which makes insurance 

inspections, surveys, reports or recommendations . 

4. Paragraphs 2. of  this condi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inspections, surveys, reports or recommendations   we may make relative to certification, under 

state or municipal statutes, ordinances or regulations, of boilers, pressure vessels or elevators. 

E. Premiums 

The first Named Insured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 

1.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ayment of all premiums ; and 

2. Will be the payee for any return premiums we pay. 

F.  Transfer Of You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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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this policy may not be transferred without our written consent except in the case of death of an individual named insured. 

If you die, your rights and dutie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but only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duties as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Until your legal representative is appointed,    anyone having proper temporary custody of your property will have your rights and duties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that proper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esignated Operations, 

Product, Work or All 

Recalled Products 

Exclusion Clause 

The following is added to this policy: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liability of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which arising out of any 

operations, product or work shown in the Schedule. 

SCHEDULE 

Description of Your Operations, Product or Work: 

 

ALL RECALLED PRODUCTS 

No coverage is afforded for any liability or claim that arises out of, is related to, or connected with the recalled product, no matter if the recall 

announcement occurred before the policy inception or within the policy period. 

“Recalled products” means that product which is withdrawn or recalled from the market or from use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a known or 

suspected defect, deficiency, inadequacy or dangerous condition in or related to i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those claims which were made or reported in an official written claim notice to us before the product recall announcement. 

All other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Mad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1.  Our obligation to pay damages on behalf of you applies only to the amount of damages in excess of any deductible amoun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which also applies down to any legal defense and costs. 

2.  The deductible amount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applies on a “per claim” basis unde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Coverage Combined, to all damages and expenses (as stipulated in “Supplementary Payment”) because of: 

(a) “Bodily injury”; 

(b) “Property damage”; 

(c)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d)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s”,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mbined; 

as the result of any one “occurrenc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who sustain damages because of that “occurrence”. 

3.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including those with respect to: 

(a)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any “suits” which is seeking those damages; and 

(b) Your duties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apply irrespectiv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4.  We may pay any part or all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to effect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and, upon notification of the action taken, you shall 

promptly reimburse us for such part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as has been paid by u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This endorsement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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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Vendors Clause 

SCHEDULE 

Name of Person or Organization (Vendor): 

Your Products: As per the declarations of the policy. 

(If no entry appears abov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complete this endorsement will b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is endorsement.) 

WHO IS AN INSURED (Section II) is amended to include as an insured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referred to below as vendor) shown in the Schedule,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your products” shown in the Schedule which are distributed or sold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the vendor’s busines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exclusions: 

1. the insurance afforded the vendor does not apply to: 

(a)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the vendor is obligated to pay damages by reason of the assumption of liability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that the vendor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b) Any express warranty unauthorized by you; 

(c) Any physical or chemical change in the product made intentionally by the vendor; 

(d) Repackaging, unless unpack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inspection, demonstration, testing, or the substitution of parts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n repackaged in the original container; 

(e) Any failure to make such inspections, adjustments, tests or servicing as the vendor has agreed to make or normally undertakes to make in the usual 

course of busines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r sale of the products; 

(f) Demonstration, installation, servicing or repair operations, except such operations performed at the vendors’ premis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 

the product; 

(g) Products which, after distribution or sale by you, have been labeled or relabeled or used as a container, part or ingredient of any other thing or 

substance by or for the vendor. 

2.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insur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rom whom you have acquired such products, or any ingredient, part or 

container, entering into, accompanying or containing such product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elf-Insured Retention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POLICY  

Ⅰ. LIMITS OF INSURANC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as set forth in Item 4 of the Declarations shall apply excess of a Self-Insured Retentio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tained 

Limit) in the amount of: ______ per claim.  

And you agree to assume the Retained Limit. The Retained Limit, or any part of it, shall not be insured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approval.  

Ⅱ. DEFENSE AND SETTLEMENT – COVERAGES A AND B  

The defense and settlement obligations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I – Coverages A and B ar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defense and settlement 

obligation:  

A.  WITHIN THE RETAINED LIMIT:  

“We” do not have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or defend any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unless and until the Retained Limit is exhausted with respect to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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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and expense, participate with you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any such “occurrence” and the defense of any such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 IN EXCESS OF THE RETAINED LIMIT: 

1.  Once the Retained Limit is exhausted, with respect to any specific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we shall thereafter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2.  When we have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and/or defend pursuant to B.1. above, we may, at our sole discretion, settle any such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C.  If you refuse to agree to a settlement we recommend and the resulting judgment or settlement exceeds our recommended settlement, our liability for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subject to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will not exceed our recommended settlement amount (less any amount of the 

Retained Limit remaining). In such event we wi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 with respect to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 subsequent to the 

date of such refusal.  

In addition, if you do not pay in full any settlement we recommend for any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which is less than the Retained Limit, we 

wi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 under this policy for either defense or settlement of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D.  In no event shall you agree to a settlement in excess of the Retained Limit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approval.  

E.  There will be no reduction of the Retained Limit because of payment of claims or “suits” arising from claims or “suits” for which coverage is not 

afforded by the policy.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ection Ⅲ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Ⅲ.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 COVERAGES A AND B  

SECTION 1 – COVERAGES, DEFENSE COSTS AND CLAIM EXPENSES –  

COVERAGES A AND B is deleted in its entirety and replaced with the following: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 COVERAGES A AND B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according to your election as indicated by an “X” below. If no election is indicated, election 

i. shall apply.  

 i. All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up to the Retained Limit. However, the mos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with respect to damages and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combined shall not exceed the Retained Limit.  

 ii. A part of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That part will be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smaller of the Retained Limit or the damages by the 

damages. If we pay no damage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iii. All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Your duty to pay for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applies separately to each “claim”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r to each offense 

f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Ⅳ. INSOLVENCY  

Your bankruptcy, insolvency, inability to pay, failure to pay, or refusal to pay the Retained Limit will not increase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e policy. In the 

event there is insurance, whether or not applicable to an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within the Retained Limit, you will continu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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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amount of the Retained Limit befor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under this policy apply. In no case will we be required to pay the Retained Limit or any 

portion thereof.  

Ⅴ. NOTICE PROVISIONS  

A.  You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us in writing of any claim which:  

1.  involves serious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urns, spinal cord injury, amputation, brain damage, loss of eyesight or hearing, a 

fatality, or any claim which is likely to exceed 50% of the Retained Limit, or for which you have established a reserve (including Indemnity and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 at or more than 50% of the Retained Limit;  

2.  you receive notice of a “suit” in which the damage demand exceeds the Retained Limit and/or of a “suit” or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B.  On a quarterly basis, “you” must provide us with a written summary (loss run) of all “occurrences”, offenses, claims, or “suits” which have or may 

result in payments within the Retained Limit.  

This written summary must show:  

1.  The date of the “occurrence”, offenses, claims or “suits”; and  

2.  The name(s) of the injured person(s) 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damaged property; and  

3.  A description of the injury or damage; and  

4.  The amount paid or reserved, including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 resulting from the “occurrence”, offenses, claim or “suit”.  

Ⅵ. SPECIAL CONDITION  

A. You must employ a claim service provider acceptable to u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claim services for the adjusting or settlement of losses within 

the Retained Limit. The fees and costs of the claim service provider will apply towards the Retained Limit. Your obligation to provide for its own 

defense and investigation is terminated upon the exhaustion of the Retained Limit. You will provide evidence of its own payments of the Retained 

Limit upon requested of us.  

B. You shall pay the amount that the claim service provider requests you to pay within the Retained Limit based on the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claim 

service provider. If you does not pay in timely manner and causes delay to us handling that defense or settlement of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we wi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 under this policy for either defense or settlement of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And this policy will become 

void and null of that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C. Alternatively, you, can authorize us to take over handling or settlement of any such “occurrence”, offenses, claims or “suits”., you, at our request, shall 

pay deposit with us the Retained Limit as specified, to be applied by us as payment toward any damages,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or 

expenses incurred by us in the handling or settlement of any such “occurrence”, offenses, claims or “suits”. W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negotiate a 

reasonable settlement which is more than,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Retained Limit. Payment of the Retained Limit is due within 15 days upon receipt of 

our request.  

D. In the event of a “Suit”, w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elect defense counsel, even if the amount claimed in the suit is unspecified or less than the Retained 

Limit. If you select your own counsel, then such fees will not apply towards the Retained Limit unless the counsel and rates are approval by us.  

Ⅶ. ADDITIONAL DEFINITIONS  

Definitions Section of the policy is amend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definition: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means all fees for service of process and court costs and court expenses; pre- and post-judgment interest; attorn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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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s; cost of undercover operative and detective services; costs of employing experts; costs for legal transcripts, copies of any public records, and costs of 

depositions and court reported or recorded statements; costs and expenses of subrogation; and any similar fee, cost or expense reasonably chargeable to the 

investigation, negotiation, settlement or defense of a loss or a claim or “suit” against you, or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erfection of your or our subrogation 

rights.  

“Allocate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shall not include your or our general overhead, the salary and employee benefits of any of our employees, nor the 

fees of any attorney who is our employee or under our permanent retainer; nor the fees of any attorney we retain to provide counsel to us about our 

obligations, if any, under any policy issued by us or our affiliated company (ies), with respect to a claim or “suit” against  you.  

All other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ccurrenc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1.  Our obligation to pay damages on behalf of you applies only to the amount of damages in excess of any deductible amoun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per occurrence, which also applies down to any legal defense and costs. 

2.  The deductible amount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applies on a "per occurrence" basis unde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Coverage Combined, to all damages and expenses (as stipulated in “Supplementary Payment”) because of: 

(a) "Bodily injury"; 

(b) "Property damage"; 

(c) "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d)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s",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mbined; as the result of any one "occurrenc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who sustain damages because of that "occurrence". 

3.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including those with respect to: 

(a)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any "suits" which is seeking those damages; and 

(b) Your duties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apply irrespectiv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4.  We may pay any part or all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to effect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and, upon notification of the action taken, you shall 

promptly reimburse us for such part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as has been paid by u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lectrical/Electromagnet

ic Field/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EFL/EMF/RFR) 

Exclusion Clause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d we shall have no duty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any injury, damage, expense, cost, loss, liability or legal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or allegedl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RFR),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ectrical fields (EFL) and/or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ectrical fields (EFL) and/or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means the 50/60 Hertz power mains 

frequency 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 or invisible lines of force that occur wherever electricity is present. 

This exclusion appli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ny injury, damage, expense, cost, loss, liability or legal obligation to test for, monitor, abate, weaken, control 

or take any other remedial action with respect to EMF's , EFL's or RFR's. 

The addition of this endorsement does not imply that other policy provis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pollution exclusion, do not otherwise preclude 

or exclude coverage for EFL/EMF/RFR related injury, damage, expense, cost, loss, liability or legal obligation.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is policy remains unaltered. 

Taiwan Fire & Marin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of this policy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ance, we shall retain a Minimum 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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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Clause 

Premium of ____________. 

It is further agreed that the provision regarding cancellation by you is amended to read: 

“If you cancels this policy, earned premium will be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ary short-term rate table and procedure, or th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stated herein, whichever is greater.”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І.  The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A. Under any Liability Coverage,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1) With respect to which an insured under the policy is also an insured under a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policy issued by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Insurance Association, Mutual Atomic Energy Liability Underwriters, Nuclear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Canada or any of their successors, or 

would be an insured under any such policy but for its termination upon exhaustion of its limit of liability; or 

(2) Resulting from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Nuclear Material and with respect to which (a)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s required to maintain 

financial protection pursuant to the 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or any law amendatory thereof, or (b) the insured is; or had this policy not been 

issued would be, entitled to indemnit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any agency thereof, under any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any agency thereof, with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 Under any Medical Payments coverage, to expenses incurred with respect to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Nuclear 

Material and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 of a Nuclear Facility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 Under any Liability Coverage,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Nuclear Material, if: 

(1)  The Nuclear Material (a) is at any Nuclear Facility owned by, or opera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sured or (b) has been discharged or dispersed 

therefrom; 

(2)  The Nuclear Material is contained in Spend Fuel or Waste at any time possessed, handled, used, processed, stored, transported or disposed of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sured; or 

(3)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e furnishing by an insured of services 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operation or use of any Nuclear Facility, but if such facility is locat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territories or possessions or Canada, this exclusion (3) applies only to Property Damage to such Nuclear Facility and any property thereat. 

П. As used in this endorsement: 

Hazardous Properties include radioactive, toxic or explosive properties. 

Nuclear Material means Source Material, Special Nuclear Material or By-Product Material. 

Source Material, Special Nuclear Material and By-Product Material have the meanings given them in the 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or in any law 

amendatory thereof; Spent Fuel means any fuel element or fuel component, solid or liquid, which has been used or exposed to radiation a Nuclear 

Reactor. 

Waste means any waste material (a) containing By-Product Material other than the tailings or wastes produced by the extraction or concentration of 

uranium or thorium from any one processed primarily for its Source Material content, and (b) resulting from the operation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f any Nuclear Facility included under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of the definition of Nuclear Facility. 

Nuclear Facilit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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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y Nuclear Reactor 

(b)  Any equipment or device designed or used for (1) separating the isotopes of uranium or plutonium, (2) processing or utilizing Spent Fuel, or (3) 

handling, processing or packaging Waste; 

(c)  Any equipment or device used for the processing, fabricating or alloying of Special Nuclear Material if at any time the total amount of such material 

in the custody of the Insured at the premises where such equipment or device is located consists of or contains more than 25 grams of plutonium or 

uranium 233 or any combination thereof, or more than 250 grams of uranium 235; 

(d)  Any structure, basin, excavation, premises or place prepared or used for the storage or disposal of Waste, and includes the site on which any of the 

foregoing is located, all operations conducted on such site and all premises used for such operations； 

Nuclear Reactor means any apparatus designed or used to sustain nuclear fission in a self-supporting chain reaction or to contain a critical mass of 

fissionable material; 

Property Damage includes all forms of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f proper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ollution 

Exclusion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shall not apply: 

1. to any personal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2. to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governmental direction or request that you,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est for, 

monitor, clean-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pollutants; 

3. to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sts of investigation or attorneys' fees, incurred by a governmental unit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 test for, monitor, clean-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pollutants.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we shall not be obligated to defend any suit or claim seeking to impose such costs, expenses, liability for such 

damages, or any other relief.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mendment of 

Supplementary 

Payments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supplementary payments of SECTION I in this policy will reduce the policy limit.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tent Infringement 

Exclusion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claims based upon or arising out of any actual or alleged infringement of any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service mark, trade dress or trade nam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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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ead 

Exclusion Clause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r any other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the 

presence, ingestion, inhalation, or absorption of or exposure to lead in any form or products containing lea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loss, demand, claim or suit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in any way to asbestos or asbestos-containing materials. 

We shall have no duty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any such loss, demand, claim or suit. 

This endorsement applies to all coverage under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Liability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for death and bodily injury to third party persons and damage to 

third party property arising dur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unitive and Exemplary 

Damage Exclusion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will exclude all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It is further agreed that this condition 

will apply irrespective of any possible coverage existing in any policy listed in the schedule of underlying insuranc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r 

and Terrorism Exclusion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loss, damage, injury,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cause or event contributing concurrently or in any other sequence to the loss; 

(1) 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assuming the proportions of or amounting to a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2) any 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an act of terrorism means an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nd/or the threat thereof, of any 

person or group(s) of persons, whether acting alone or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s) or government(s), committed for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similar purpose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and/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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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lause also excludes loss, damage, injury,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way relating to (1) and/or (2) above. 

If we allege that by reason of this exclusion, any loss, damage, injury, cost or expense is not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ontrary 

should be upon the insured. 

In the event any portion of this clause is found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the remainder should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fe 

Deposit Box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damage to or loss of guest’s private belonging kept in the safe 

deposit box in reception and in the guest room at the insured premises.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al Payment 

of Injury Treatment and 

Death Consolation Fee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any visit or consolation to whom suffers “bodily Injury” due to any occurrence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expense paid by the insured for such visit or consolation shall be compensated by us within the scope of insurance am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1. Injury Treatment Consolation Fee: 

The injury treatment consolation fee paid by the insured when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insured suffers injury and receives treatment by a registered and 

qualified hospital or clinic. However, we will compensate no more than one incident for the same person. 

2. Death Consolation Fee: 

The death consolation fee paid by the insured upon the death of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insured. 

This clause does not apply to: 

1. Injury as a result of crime, willful act, suicide or participation in fighting. 

2. Loss of mental capacity, anesthesia, alcohol abuse or drug influence. Alcohol abuse referred to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means when the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exceeds the standard provided under road traffic legislation. 

3. His or her own illness. 

In seeking any compensation under this clause, the insured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1. Insurance Claim Application Form (format to be provided by us). 

2. Payment justification or voucher related to the consolation fee.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s a result of the insured’s 

contingent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work or operation by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engaged by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sured’s 

business. Provided that if the claim so submitted is covered by any more specific insurance, then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sure the same except only as regards 

any exceed beyon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covered by such more specific insurance. 

This coverage will be applied subject to the per contract valu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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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Clause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nanc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It is here 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excludes all liability for financial loss where 

such loss is not consequent upon bodily injury or physical damage to tangible property.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nkeeper’s Liability and 

Safe Deposit Box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damage to or loss of guest’s private belonging kept in the safe 

deposit box in reception and in the guest room at the insured premises.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fts, Elevators and 

Escalators Liability 

Clause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confirmed that,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this insurance will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or caused by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lift or 

elevator or escalator operated or maintained by the Insured within the insured’s premises. 

Warrant that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injury or damage caused whilst any lift or elevator or escalator is carrying a load in excess of the 

capacity specified by the manufacturer.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shall be carried out regularly by authorized contractor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lica Exclusion Clause 

All liability of this policy is excluded fo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lleged to be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in whole or in part, by or arising out of the presence, ingestion, inhalation or 

absorption of or exposure to silica products, silica fibers, silica dust or silica in any form, or to any obligation of the insured to indemnify any party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presence, ingestion, inhalation or absorption of or exposure to silica products, silica fibers, silica dust 

or silica in any form.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lusion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cove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actual or alleged publication, utterance, oral or written statements which are claimed as an infringement, violation or defence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rights or laws: 

- Invas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 Copyright, other tha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ed advertising materials; 

-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or common law property rights in literary or musical materials, plagiarism, unfair competition or piracy; 

- Patent; 

- Libel, slander or other forms of def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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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authorized use of titles, slogan, formats, ideas, characters, plots or other program material; 

- Trade secrets; 

- Trade dress; or 

- Trademark, service mark, certification mark, collective mark or trade name, other than trademarked or service marked titles or slogan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nction Exclusion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s for liability under any coverage sections of this policy or make any 

payments under any extension: 

For any loss of claim arising in, or where the insured or any beneficiary under the policy is a citizen or instrumental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any 

country(ies) against which any laws and/o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is policy and/or the insurer, its parent company or its ultimate controlling entity have 

established an embargo or other form of economic sanction which have the effect of prohibiting the insurer to provide insurance coverage, transacting 

business with or otherwise offer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beneficiary under the policy.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no benefits or payments will be made to any beneficiary(ies) who is/are declared unable to receive economic benefits 

under the laws and/o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is policy and/or the insurer, its parent company or its ultimate controlling enti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ood and Drink 

Poisoning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claims made in respect of poisoning of any kind arising from food or drink sold or supplied or due to 

the presence of deleterious matter in such food and drink.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ehicles, Watercrafts, 

Aircrafts and/or Parts 

Exclusion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ducts applied to vehicles, watercraft, aircrafts (including satellites) and / or such parts, components or equipment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edical Payments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medical expenses as described below f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1) 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 On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or 

(3) Because of your operations; 

provided that: 

(1) The accid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The expenses are incurred and reported to u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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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injured person submits to examination, at our expense, by physicians of our choice as often as we reasonably require. 

We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fault.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1) First aid administered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2) Necessary medical, surgical, x-ray and dental services, including prosthetic devices; and 

(3) Necessary ambulance, hospital, professional nursing and funeral services. 

Exclusions: 

This policy will not pay expenses for "bodily injury": 

a. Any Insured 

To any insured, except "volunteer workers". 

b. Hired Person 

To a person hired to do work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or a tenant of any insured. 

c. Injury On Normally Occupied Premises 

To a person injured on that part of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that the person normally occupi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To a person, whether or not an "employee" of any insured, if benefits for the "bodily injury" are payable or must be provided under a workers' 

compensation or disability benefits law or a similar law. 

e. Athletics Activities 

To a person injured while taking part in athletics. 

f.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Included within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g. Coverage A Exclusions 

Excluded under Coverage A. 

h. War 

Due to war, whether or not declared , or any act or condition incident to war. War includes civil war, insurrection, rebellion or revolu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re Legal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such insurance as is afforded by the Policy for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applies with respect to injury to or 

destruction of, including loss of use of, real property rented to or occupied by the Insured at the locations designated in this endorsement, if such injury or 

destruction is caused by accident and arises out of fir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2.  The limit of liability stated herein applies [insert: separately, if applicable] to the insurance under this endorsement. 

Location           Limit of Liability            Premium 

[insert Location]    [insert Sub-Limit amount]    [insert amount]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caused by or inconnection with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or any derivative thereof. 



 

第 210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CBs Exclus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dden and Accidental 

Pollution Damage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________________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dden and accidental discharge, emission, spillage or leakage upon or into the seas, waters, land or air.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Insured establishes that the discharge, emission, spillage or leakage giving rise to liability hereunder meets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it was sudden and was unintended and unexpected by the Insured; 

b) it first commenced at a specific time and dat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c) it became known to the Insured within _____ hours of its commencement; and 

d) it was repo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tice requirement of this Policy within _____ days after having become known to the Insured. 

But under no circumstanc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 Any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howsoever described or the cost of removing, nullifying or cleaning-up pollutants. 

-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gradual pollution and/or contamination and/or seepage and/or leakage. 

If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should disagree to when a discharge, dispersal or other release became evident,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all four enumerated 

conditions are met rests with the Insured, at the Insured’s own expense. Until such proof is accepted by the Insurer, the Insurer may, but is not obliged to, 

defend any claim.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 Payment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premium of the total premium at inception shall be payable XXXXX installments as follows: 

Installment Premium Payment Date 

1st installment   

2nd installment   

.   

XXX installment   

If the insured fails to pay the premium within XXXXX days from the due date stated in the table above, the insur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policy 

immediately, and then the insured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pay the premium for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insurer has been on risk.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road Form Property 

Damage Clause (Car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property damage to the following, provided such property damage 

takes place within the insured’s premises： 

1.The personal belonging of the third party entrusted to the insured on the counter for storage or safekeeping； 

2.Equipments for office administration rented by the insured in performing the insured’s operations； 

However, this clause shall be excess insurance over any valid and collectible property insurance (including any deductible portion thereof) availabl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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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dy and Control 

Extension) 

insured,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Fire or Extended coverage, and the Other Insurance of the policy is amended accordingly.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 Park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accidents resulting in loss of or damage to motor vehicles (including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thereof) left in any garage or parking place owned by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provided that the Insured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precautions to prevent loss of or damage to any property and/or motor vehicles. 

This extens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loss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burglary and/or theft.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is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 Series Clause 

All losses occurring during the validity of the insurance and arising from the same cause, e.g. from the same fault in design, manufacture, instructions for 

use or labeling or attributable to the supply of the same products showing the same defect shall be deemed as one occurrence and as having occurred during 

that policy year in which the first loss occurr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herein contained to the contrary, the underlying Insured shall, 

（a） upon knowledge of any loss(es) or occurrence(s)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recoverable hereunder advise Insurer hereon thereof as soon as 

possible. 

（b） Furnish Insurer hereon with all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specting such loss(es) or occurrence(s) and co-operate with Insurer hereon in the appointment 

of Adjusters, Assessors and/or Surveyors and in all negotiations, adjustments and settlements. 

（c）Make payment of legal Retainer and/or other investigation expense within 15 working days from the date of receiving payment notice issued by the 

Insurer and/or 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sequent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the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liability claims for any consequential loss of any kind resulting from any defect or damage 

in insured’s Produc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oss of profit, loss of use, and/or loss of produc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Liability Clause 

The inclusion of more than one corporation, person, organization, firm or entity as a Named Insured in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rights of 

any such corporation, person, organization, firm or entity either as respects any claims, demand, suit or judgment made or brought by, or in favor of any 

other Named Insured, or by, or in favor of any employee of such other Insured. This policy shall insure each corporation,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irm or 

entity in this same manner as though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bu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operate to increase the company's liability 

as set forth elsewhere in this policy beyond the amount or amounts for which the company would have been liable if only one person or interest had been 

named as Insure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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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Exclusion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er shall have no obligation to defend or indemnify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alleging or asserting in any respect 

loss, injury, or damage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bodily injury) in connection with Wrongful Termination of the Insured’s employees and/or Discrimination 

involving the Insured’s employees and/or Sexual Harassment of the Insured’s employees.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pply to the following: 

Wrongful Termination means termination of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a manner which is against the law and wrongful or in breach of an implied 

agreement to continu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means termination of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or a demotion or a failure or refusal to hire or promote any individual because of race, 

color, religion, age, sex, disability, pregnancy or natural origin. 

Sexual Harassment means unwelcome sexual advances and/or requests for sexual favors and/or other verbal or physical 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 that (1) 

are made a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and/or (2) are used as a basis for employment decisions and/or (3) create a work environment that interferes with 

performanc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excludes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rendering of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s for a fee 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connected therewith.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means the performance of work by any Insured for any service or advice provided for a fee or 

remune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signing, consulting, predesign, specifica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feasibility studies, surveying, project 

management,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under the direct instruction of an architect or engineer, misstatements, misleading statements, defamation, breach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uch as copyright, trademark, patent), breach of contract,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or similar activiti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sections of the Insured’s leases for 

tenancy of the Insured premises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provided tha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hall apply inclusive of this clause. 

Sub-limit： US$ any one occurrence and in aggregat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iver Subrogation 

Clause 

The company hereby waives its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ll vendors in connect with their business with the insured except that such waiver shall not 

extend to cover losses caused by acts of such vendors which are not connected with the operations being conducted by the named insured an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vertising Sign and 

Decorations Liability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s compensation for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or caused by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sured’s advertising signs and decorations and the lik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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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bsolute Carcinogen 

Exclusion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im, “suit”,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from, resulting from, caused by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or based upon any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exposure to “Carcinogens”. 

“Carcinogens” shall mean any substance or agent producing or inciting cancer.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under the policy are applicable to this Endorsement and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Suits Exclusion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e coverage afforded by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 claim for damages arising out of “personal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s defined, 

initiated, alleged, or caused to be brought about by a Named Insured or Additional Named Insure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against any other Named Insured 

or Additional Named Insure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old and Fungi 

Exclusion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apply to: 

a. Any sums which any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r Medical Paymen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ing to the actual, potenti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mold, mildew or fungi of any kind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 containing them at any time. 

b.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i. Any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may incur in testing for, monitoring, removing, treating or in any way responding to the actual, 

potenti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mold, mildew or fungi of any kind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s containing them, whether as a result of a 

request, demand,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or otherwise; or 

ii. Any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may incu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laim or “suit” on behalf of any government authority or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relating to the actual, potenti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mold, mildew or fungi of any kind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s 

containing them. 

c. We will have no duty or obligation to defend any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or “suit” seeking any such damag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ending and Prior 

Litigation Exclusion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claim or “suit” arising from any litigation either prior to or pending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policy 

period stated in Item 2. Of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policy, nor does this policy apply to any future claim or “suit” arising out of the afore said pending or 

prior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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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ducts Warranty 

Clause 

It is warranted, and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recovery hereunder, that all products insured are complied with the mandatory and/or voluntary safety 

standards of importing countries. 

The Company may rescind this Policy upon the Insured’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is warran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llennium Exclusion 

Clause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cluded in the "products hazard" definition an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A.  Any actual or alleged failure, malfunction or inadequacy of: 

(1)  Any of the following, whether belonging to any insured or to others: 

(a) Computer hardware, including micro-processors; 

(b) Computer application software; 

(c)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s and related software; 

(d) Computer networks; 

(e) Microprocessors (computer chips) not part of any computer system; or 

(f) Any other computerized or electronic equipment or components; or 

(2)  Any other products, and any services, data or function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use or rely upon, in any manner, any of the items listed in 

Paragraph A.(1) of this endorsement 

Due to the inability or failure to proces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lculating, comparing, recording, retrieving, sequencing, reading, storing, 

manipulating, writing to media, determining, distinguishing, converting, transferring or executing "Date/Time Material". 

"Date/Time Material", as used herein, means dates, times or data or information that in any manner includes, depends upon, is contingent upon, is 

derived from, or incorporates any date or time, irrespective of the manner or medium of storage or recordation. 

B.  Any advice, consultation, design, evaluation, inspection,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repair, replacement or supervision provided or done by the Insured 

or for the Insured to determine, rectify or test for, any potential or actual problem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A. of this endorsement.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Jurisdiction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demnity provided under this policy should apply in respect of judgments which a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delivered by or obtained from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failure of any Product to fulfill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intended 

function or meet a particular level of performance, where you have expressly or impliedly warranted or represented that the Product will fulfill such purpose 

or function (including purposes such as curing, alleviating, preventing, monitoring, detecting, eliminating or retarding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r 

meet such level o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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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Exclus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cess Primary 

Coverage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excess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any Primary Coverage. 

Whether Primary Coverage existing or not, we only indemnify the insured over the amount of each liability stated as below: 

Primary Coverage： 

This policy shall always apply excess over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irrespective of the amount thereof and whether 

or not such policy is actually maintained by the Insure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atch Clause 

If merchandise or products from one prepared or acquired lot or processing method shall, after sale, cause injury to more than one person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of more than one person, all such injury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common caus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resulting from one occurrence and 

therefore falling in the policy year in which the first intimation comes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d's representativ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Insurance Clause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named herein, each for itself, severally but not jointly, do obligate themselve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to the extent of the 

percentage set opposite their names.  

Companies                                         Percentage assumed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Inserted Percentage]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as leading company shall attend to all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is polic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ttlement of claims and 

any agreement or decision which may be made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the other co-insurer.  

Any notice which may be given by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in writing or otherwise shall be deemed to be given to the other co-insurer as well.  

Companies: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Percentage Insured: [Inserted Percentage]  

Policy No.: [Inserted Policy Number]  

Premium: [Inserted Amount]  

Authorized Signature  

Companies: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Percentage Insured: [Inserted Percentage]  

Policy No.: [Inserted Policy Number]  

Premium: [Inserted Amount]  

Authorized Signatur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coverages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is insurance should be subject to Taiwan R.O.C. law and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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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Insurance 

Dispute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Exclusion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claim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caused by,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The addition of this clause does not imply that other policy provision do not otherwise preclude or excluded coverage for any such claims, suits or 

proceeding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ose 

Coverage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Coverage hereunder is extended to include claims which are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within the period 

from_________________ to_______________ , and which arise solely out of occurrences occurring between the Dates of 

___________________to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t is also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clusion of such Coverage as is provided by this Clause shall not increase or extend the aggregate limit of the 

Company's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beyond that which i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The word "Claim" as used in the Clause shall mean a written demand made on the Insured by a third party for monetary damages. Claims are subject to the 

Deductible or Self Insured Retention applicab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is Policy.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and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ngle Limit Liability 

Clause 

The total annual aggregate limit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one combined limit of            for all coverage afforded as a result of all occurrences occurring 

during this policy perio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and Landlord’s 

Liability Claus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mium charged,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sections of the Insured's leases for tenancy /or ownership of the Insured premises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provided tha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hall 

apply inclusive of this clause.  

Sub-limit: __________________per occurrence and_________________ in the aggregat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ata 

Risk & Cyber Liability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in respect of any loss, damage, liability, claim,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Data Risk  

the modification, corruption, loss, destruction, theft, misuse, illegitimate access, or unlawful or unauthorised processing or disclosure of Data or the loss, 

destruction or theft of any computer, electronic device, hardware or component thereof which contains Data.  

Cy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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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on Clause i) unauthorised access (including access by Malware) to;  

ii) the presence of Malware on; 

iii) the spread of Malware by; 

iv) the unauthorised use of; 

v) the malicious use of; or 

vi) malicious interference wit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against); 

any Computer System:  

a) owned, operated, controlled, leased or used; or 

b) sold, supplied, altered, constructed, repaired, serviced, designed, tested, installed or processed; 

by or on behalf of Insured .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only:  

Computer System means  

any computer hardware, software, firmware, electronic device, electronic data storage device, electronic data backup facility, networking device, or any 

components thereof or any associated input and output devices, including those tha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be linked together through the internet or internal 

network or that are connected through data storage or other devices.  

Data means  

any corporate o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ny format and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records, reports, designs, plans, formulas, processes, trade secrets, 

patents, financial information, medical or healthcare informa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account numbers, account histories, passwords or credit or debit card 

details, whether or not in electronic form, and whether or not belonging to the Insured.  

Malware means  

programmes, files or instructions of a malicious nature which may disrupt, harm, impede access to, or in any way corrupt the operation of or Data within, 

any software or Computer System,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alicious code, ransomware, cryptoware, virus, trojans, worms and logic or time bomb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hibition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through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or at any exhibition, trade fairor demonstration anywhere with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 including legal 

liability for damage to the premises / venue housing such exhibition, trade fare, demonstration, or sales promotion.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alet 

Parking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covers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damage to the motor vehicle (excluding accessories, valuables and luggage 

therein) which is occupied or driven by the insured whilst the valet parking service is provide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a) any damage to the motor vehicle arising out of the accident occurred when the motor vehicle is driven by the owner or the user;  

b) any damage to the motor vehicle arising out of the accident occurred when the motor vehicle has been parked;  

c) an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the third party except the motor vehicle which is occupied or driven by the insured whilst the valet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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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s provided.  

Sublimi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quor Liability Clause 

This clause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PART Exclusion c. – Liquor Liability of COVERAGE A –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Section I) – Coverages does not apply.  

Sublimit:_____________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Coverage Clause 

The definition of bodily injury is amended to includ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injury.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injury means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rendering of or failure to rende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the following services:  

(A) Medical, surgical, dental, x-ray or nursing service or treatment or the furnishing of food or beverag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or  

(B) The furnishing or dispensing of drugs or medical, dental or surgical supplies or appliances.  

This coverage does not apply to:  

(1)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for first-aid to others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and the 'supplementary payments' provision and the 'Insured's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2) Any insured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r occupation of providing any of the services described under (A) and (B) above;  

(3) Injury caused by any employee or other individual if such person is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r occupation of providing any of the services described 

under (A) and (B) abov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ssenger Car-Transfer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f the passengers during 

car-transfer between designated places and Insured’s premises arranged/picked up by the insured. 

The coverage afforded by this clause shall be in excess of any valid and collectible Auto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lause 

This clause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Schedule  

Designated Name of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nsert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nsert We or the Company] will only indemnify [insert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gainst claims which are made against [insert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the Insured’s li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Insured’s service or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The above indemnity shall include the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with [insert our or the Company’s] prior consent 

in defending.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subject to the Insuring Agreement and all other terms, exclus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Polic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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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rrorism Clause 

[ The Company or We]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s Compensation as a result of any 

Act of Terrorism occurring within the Policy Territory on or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provided that: 

(a) this coverage applies only in respect of claim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notified to u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within 30 days from expiry of the Policy Period; 

(b) all claims arising out of the same or a continuing Act of Terrorism, including Acts of Terrorism which have or appear to have a related purpose or 

common leadership, within a period of 72 hours, shall be considered a single claim and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on the date when the first of such 

claims was made; 

(c) multiple Acts of Terrorism which occur within a period of 72 consecutive hours and which have or appear to have a related purposes or common 

leadership are deemed to constitute one Occurrence; 

(d) this Policy does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for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i) any Act of Terrorism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or by any director partner or Employee of the Insured; 

(ii) any fund, scheme, pool, policy of insurance, or self-insurance pursuant to or required by an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terrorism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RIA Legislation) whether or not such fund, scheme, pool, or insurance has been effected; or 

(iii) any Act of Terrorism involving actual or threatened 

(1) use of pathogenic, poisonous, biological, or chemical materials; 

(2)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seepage, migration,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into or upon land, the atmosphere, any water course, or body of 

water; 

(3)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seepage, migration, escape, or use of nuclear material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direct or indirect results 

of nuclear reaction,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4) use or operation, as a means for inflicting harm, of any computer, computer system,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mer, computer virus or 

process, or any other electronic system other than detonation of any explosive bomb or missile by remote controlled devices or launch, 

guidance, or firing systems of such bomb or missile. 

(e) The Policy Liability for any cover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is [ sublimit : ___  __per occurrence and aggregate ].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use,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re added to this Policy: 

Act(s) of Terrorism means an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or threat thereof, of any person, people or group of persons, 

whether acting alone or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or government which from its nature or context is done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similar purposes or reason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Retroactive Date means [Policy Inception Date] 

TRIA Legislation mean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 of 2002, amendments and re-enactments there of and any regulations 

made thereunder.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is Policy remains unaltered. 

Taiwan Fire & Marine By way of Clause to this policy, it is hereby agreed the policy extends to provide coverage as follows (subject otherwise to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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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rrors & Omissions 

Clause (Claims-Made 

Form) 

of insurance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1. Errors and Omissions Insuring Agreement 

We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s Damages in respect of financial loss solely 

and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omission committed or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product” specified in [insert Item number] of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and provided that: 

(f) such act, error or omission occurs: 

I.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Item 6.2 of the Schedule forming part of this Clause; and 

II. with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III. in connection with Business Description as specified in [insert Item number] of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and 

(g) the Claim i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and notified to u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and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policy period. 

2. Limit of Insurance 

The most we will pay for all Claims under this Clause is the amount set out in Item 6.3 of the Schedule forming part of this Clause. 

Nothing in this Clause shall extend the General Aggregate Limit (Incl.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set out in [insert Item number] of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3. Exclusions 

The Errors and Omissions Insuring Agreement does not cover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3.1. any Claim made or threatened or in any way intimated against the insured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3.2. any matter not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to us or any other insurer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3.3. any Claim arising from circumstances existing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and which the insured knew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known were likely to give rise to a Claim against the insured. 

3.4. any alleged or actual breach of a duty owed in the capacity of a director, secretary or officer of a body corporate. 

3.5. the issuance by an insured of any prospectus or any other form of public offering. 

3.6. the insolvency, bankruptcy or liquidation of an insured. 

3.7. any failure or omission to effect or maintain insurance. 

3.8.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which is covered by the policy to which this Clause applies. 

3.9. any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unless such liability would otherwise exist at law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3.10. any Claim brought or maintained by or on behalf of: 

(a) any insured or parent company of any insured; or 

(b) any entity within the same group of companies as the insured. 

3.11. the rendering of or failure to render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 given for a fee. 

3.12. any Claim arising from delay in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s, including any delay in 

delivery or failure to deliver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3.13. any Claim arising from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servic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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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dress, trade name, trade secre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3.14. any Claim for adjustment, disposal, inspection, recall, removal, repair, replacement or 

withdrawal of “your product”, “your work or “impaired property”. 

4. Deductible 

The deductible is the amount specified in Item 6.4 of the Schedule forming part of this Clause payable by the insured. The deductible applies to each 

Claim and is payable by the insured at such time required by us. Our liability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under this Clause is over and above the 

deductible. 

5. Additional/Amended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use only,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pply: 

5.1. Claim means 

5.1.1.1. written demand against the insured for Damages; or 

5.1.1.2. originating process for recovery of Damages issued against the insured. 

All Claims that arise from one source or original cause are deemed to constitute one Claim. 

5.2. Damages means 

Monies paid or payable by judgement or settlement together with any liability on the insured’s part to pay legal costs and expenses for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omiss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is Clause applies. 

5.3. Effective Date means 

The date specified in Item 6.1 in the Schedule forming part of this Clause 

5.4. Retroactive Date means 

The date specified in Item 6.2 in the Schedule forming part of this Clause. 

6. Schedule 

6.1. Effective Date 

6.2. Retroactive Date 

6.3. Limit of Insurance           $ 

6.4. Deductible           $           each and every Claim 

7. Conditions 

Where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to which this Clause attaches refer to an “occurrence”, the same policy conditions are applicable in respect of a Claim 

as defined in this Clause. 

8. Important Notice 

Claims Made Insurance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Clause is provided on a claims made basis. This means that it only covers claims made against you and notified in writing to 

us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is policy remains unaltered. 

Taiwan Fire & Marine 1.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within this policy,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ll actual or alleged loss, liability, damag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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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mmunicable Disease 

Exclusion LMA5396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death, medical payment, defence cost, cost, expense or any other amou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d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cause contributing concurrently or in any sequence, originating from,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contributed to by, resulting from, or otherwise in 

connection with a Communicable Disease or the fear or threat (whether actual or perceived) of a Communicable Disease. 

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ndorsement, loss, liability, damage, compensation,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death, medical payment, defence cost, cost, 

expense or any other amoun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ny cost to clean-up, detoxify, remove, monitor or test for a Communicable Disease. 

3. As used herein, a Communicable Disease means any disease which can be transmitted by means of any substance or agent from any organism to 

another organism where: 

3.1. the substance or agen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 virus, bacterium, parasite or other organism or any variation thereof, whether deemed living 

or not, and 

3.2. the method of transmission, whether direct or indirec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irborne transmission, bodily fluid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from or to any surface or object, solid, liquid or gas or between organisms, and 

3.3. the disease, substance or agent can cause or threaten bodily injury, illness, 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 to human health, human welfare or property 

damag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imary and 

Non-Contributory 

Insurance Clause 

It is hereby noted and agreed that the coverage afforded under this Policy is primary, non-contributory and not be excess coverage with regard to any other 

available insurance to the “Designated Person and/or Organization” (shown as below).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verseas Business Visit 

Liability Clause 

It'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the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your legal liability for death and bodily injury to third party persons and damage to third 

party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your executive traveling on business trips oversea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ocial and/ 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claims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property occurring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and happening in connection with activities sponsored or organized by the insured.  

Provided that  

A. such activities excludes sports events or any athletics competitions.  

B. all performers are excluded  

C. such activities shall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insured observe, fulfill and b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so far as they can 

apply;  

D.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hall apply inclusive of this clause.  

It is further agreed that this endorsement is extended to cover annual party/ year-end party of the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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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surance will be in excess of any valid and collectible policies taken by the organizers of the event.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Coverage Clause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legal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against accidental or damage to third-party property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or as to which the Insured is for any purpose exercising physical control, subject to the sub-limit : ____________ per occurrence and _________ in 

the aggregate. 

The insurance afforded by this clause shall be excess insurance over any valid and collectible property insurance (including any deductible portion thereof)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Fire and Extended coverage, Builder’s Risk coverage or Installation Risk coverag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

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索賠及報告制】 

本保險契約僅承保在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之情事，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而第三人於保險期間內就該

情事初次對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且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期限及方式通知本公司者。 

一、承保事項 

（一）個人資料保護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資料使用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致第三人依法提出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賠償，負保險給付之責。 

（二）委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所委託之外包廠商於執行被保險人所委託之業務，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致第三人依法提出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賠償，

負保險給付之責。 

（三）個人資料安全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違反資料安全導致下列結果，致第三人依法提出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賠償，負保險給付之責。 

1. 因第三人資料所附惡意程式碼所致之感染。 

2. 不適當或錯誤地拒絕經授權之第三人存取資料。 

3. 儲存於電腦系統之資料遭破壞、修改、毀損、損害或刪除。 

4. 個人資料之洩露。 

（四）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為抗辯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所發生之抗辯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二、擴大承保事項  

（一）調查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調查所生之調查費用，負保險給付之責。但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調查費用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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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自負額適用於本擴大承保事項之約定。 

（二）違反資料安全之通知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違反資料安全所生之通知費用，負保險給付之責。但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違反資料安全之通知費用之分

項保險金額為限。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三）危機處理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處理危機事件所支出之危機處理費用，負保險給付之責，但以該危機事件被初次發現後六十日內所生者為限。 

本擴大承保事項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危機處理費用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且以本公司於危機處理費用發生後經本公司事前書面

同意且於三十日內已收受要保人之書面請求者為限。 

本保險契約保單險首頁所載自負額適用於本擴大承保事項之約定。 

（四）預付抗辯費用 

倘抗辯費用係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本公司應於各該承保事項之理賠給付前，先行支付抗辯費用。 

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自負額適用於本擴大承保事項之約定。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違反資料安全  

指任何人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使用或存取任何電腦系統之行為，或逾越資料使用者授權範圍而使用或存取任何電腦系統之行為。 

二、法令遵循主管  

指任何過去或現在擔任資料使用者之法令遵循主管或職位、權責與之相當之人，其職責在於執行、監控、監督、報告、訂定與揭露資料使用者之

規範遵循標準。 

三、賠償請求  

指任何下列情形之ㄧ者：  

（一） 書面賠償請求。 

（二） 要求依法賠償而進行之民事或刑事訴訟程序，或要求遵循法令或其他處分而進行之主管機關的行政程序。 

賠償請求不包括任何個人資料使用說明之請求。 

四、電腦系統  

指電腦硬體、軟體、韌體及相關配備。  

五、危機事件  

指資料使用者於下列最早發生之事件所發現任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之情事，但就該事件係以於保險期間內初次發生者為限：  

（一） 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初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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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保險人之初次發現。 

（三） 任何媒體所為之公開報導或聲明。 

（四） 被保險人對本公司所為之通知。 

六、危機處理費用  

指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通知之合理且必要之下列費用： 

（一） 與危機事件有關之法律費用，但不包含抗辯費用。 

（二） 調查危機事件起因所生之費用。 

（三） 向資料所有人寄送致歉書函之製作費用及其郵資。 

（四） 於媒體刊登道歉啟事之費用。 

（五） 召開記者會之費用。 

但危機管理費用不包含任何被保險人之報酬、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之間接費用或時間成本。 

七、損失賠償 

指被保險人因受判決確定、仲裁判斷確定或經本公司同意其與第三人達成和解，依法應給付予第三人之賠償金額。但若該賠償金額包含下列項目

時，本公司就各該項目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 非補償性之損害賠償，包含懲罰性、特定倍數、或預定性之損害賠償。 

（二） 罰金或罰鍰。 

（三） 依據命令、授權或協議提供假處分或其他非金錢性賠償所產生之支出及費用。 

（四） 依本保險契約準據法認定或依提出賠償請求之管轄地法律認定，屬於不可保事項者。 

（五） 被保險人之報酬、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之間接費用或時間成本。 

八、個人資料 

指由資料使用者基於合法目的蒐集、處理或利用而持有與個人資料當事人相關且得直接或間接辨識個人資料當事人之任何個人資料。 

九、個人資料蒐集  

指合法蒐集或取得與個人資料當事人相關之資訊，其目的在於使資料使用者之相關登錄系統得以涵蓋此資料。 

十、資料使用者 

指要保人或任何進行個人資料蒐集或資料處理與利用之從屬公司。 

十一、個人資料處理與利用 

指合法儲存處理或使用與個人資料當事人相關之資訊，前述資訊以資料使用者之相關登錄系統所涵蓋之資料為限。 

十二、個人資料保護 

指遵守與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處理與利用或委託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相關之下列法令標準： 

（一） 由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或行為時所在國家之其他類似法律或對資料使用者有拘束力之法令規章所制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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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資料使用者基於官方認可之行為準則所公布或宣傳之標準。 

十三、個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 

指於資料使用者之個人資料保護範疇內，被授權依法得調查被保險人之政府機關。 

十四、個人資料保護主管 

指任何過去或現在擔任資料保護之主管或職位、權責與之相當之人，其職責在於實行、監控、監督、報告、訂定與布達資料使用者對個人資料蒐

集、個人資料處理與利用及委託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相關之規範遵循標準。 

十五、個人資料當事人  

指其個人資料被資料使用者或其代理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任何自然人。 

十六、個人資料使用說明之請求 

指個人資料當事人以書面向資料使用者要求就下列事項提出說明： 

（一） 其所持有得以辨識個人資料當事人之個人資料類別。 

（二） 該個人資料被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目的。 

（三） 該個人資料之實際或潛在接收者或接收群。 

（四） 該個人資料之來源。 

十七、抗辯費用 

指對任何賠償請求所為調查、抗辯、理算、和解或上訴而由被保險人或代被保險人支出之合理費用，但以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為限。該等費

用並不包括下列項目： 

（一） 被保險人之報酬、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之間接費用或時間成本。 

（二） 非補償性之損害賠償，包含懲罰性、特定倍數、或預定性之損害賠償。 

十八、委託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 

指資料使用者為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處理與利用而委託外包廠商，並與其簽訂委任書面合約。 

十九、董事 

指過去、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受任為資料使用者之董事或經理人之任何自然人。董事亦指依據任何管轄權境內法律之規定，與董事或經理人職位

相當之人。 

二十、員工 

指任何過去、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受僱於資料使用者或被派遣為資料使用者工作並受其監督之自然人。 

二十一、主管機關之要求 

指個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對資料使用者配合下列任一行為所為之要求: 

（一） 確認是否已遵循應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權相關法令。 

（二） 採取必要措施以遵循應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權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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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限制或禁止對某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 

（四） 刪除經處理之個人資料檔案。 

二十二、企業內部法務 

指任何過去、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受僱於資料使用者，特別針對個人資料保護事項提供資料使用者法律服務之自然人。 

二十三、被保險人  

指下列各目所列之人:  

（一） 資料使用者。 

（二） 任何過去、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成為資料使用者之董事、負責人或合夥人之自然人。 

（三） 任何法令遵循主管、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內部法務。 

（四） 任何員工。 

本用詞定義所示上述第（二）、（三）及（四）目之被保險人之遺產管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但僅限於與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有關者。 

二十四、調查 

指個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對資料使用者為個人資料蒐集、個人資料處理與利用或委託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之程序所為之正式調查或查

核。但就該相關之調查或查核係以於保險期間內初次發生並通知本公司者為限，且不包括任何針對產業，非涉及特定公司特定事項之檢查或行動。 

二十五、調查費用 

指資料使用者因調查所需之法律諮詢及委任律師所支出合理且必要之費用，該費用以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為限。但不包含對被保險人之報

酬、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之間接費用或時間成本。 

二十六、合法 

指符合相關法規所規定之方式及目的，進行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 

二十七、損失 

指損失賠償、抗辯費用、調查費用、危機處理費用及通知費用。但不包含對被保險人之報酬、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之間接費用或時間成

本。 

二十八、惡意程式碼 

指經特別設計用以損害電腦系統之任何未經授權之軟體、電腦程式或病毒。 

二十九、通知費用 

指資料使用者依法令規定應向相關之個人資料當事人揭露有關違反資料安全之情事所支出或由他人代為支出之合理且必要費用，該揭露之情事係

以於保險期間內初次發生並通知本公司者為限。但不包含對被保險人之報酬、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之間接費用或時間成本。 

三十、外包廠商 

指依合約或法令要求代資料使用者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自然人或法人。 

三十一、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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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要保人」欄所載之法人。 

三十二、相關登錄系統 

指資料使用者依相關個人資料保護或隱私權法令所設置之資料儲存及索引系統。 

三十三、從屬公司 

指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直接或間接控制或持有他公司，且要保人符合下列任一事項或情形者，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一） 持有他公司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二）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三） 要保人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四） 要保人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本保險契約對任一從屬公司或任一被保險人之保障，僅以其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之保險事故時為要保人之從屬公司為限。 

三十四、第三人 

指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但第三人不包括： 

（一） 任何員工以外之被保險人。 

（二）  任何對資料使用者之營運具有重大經濟利益(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達百分之十五以上)或對資料使用者有經營管理

權能之其他自然人或法人。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或以下列事項為基礎或原因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任何實際發生或遭指控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或情形。 

二、身體傷害 

身體傷害、疾病或死亡，及因其所致之精神受創、情緒悲痛、心理創痛或精神傷害。但非因故意行為或不法行為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規

範所致之心理創痛或精神傷害，不在此限。 

三、契約責任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所提供之保證或擔保。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產品瑕疵  

由資料使用者、其他代表或代理資料使用者之自然人或法人所出售、供給、修復、變更、製造、裝配或維護之商品、勞務或產品之缺陷、瑕疵或

故障。 

五、聘僱/歧視行為 

事實上發生或遭指控與個人資料保護事項無關之之聘僱相關行為、或任何騷擾或歧視行為。 

六、未能維護電腦系統安全 

資料使用者或外包廠商就電腦系統安全之維護事實上未達合理之業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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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能配合主管機關之要求 

未依個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所要求之限期內配合或遵守主管機關之要求。 

八、無清償能力 

資料使用者發生喪失清償能力、受破產宣告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清理之情形。 

九、智慧財產權  

任何關於營業秘密之剽竊、抄襲或侵害，或對於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或服務表徵、商號或商品名稱、服務標章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侵

害。 

十、故意行為  

因為或基於可合理預期會導致被保險人遭受賠償請求的故意、蓄意或恣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本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員工單獨所為之前述行

為。 

十一、不法行為  

被保險人經司法判決確定、仲裁判斷確定、或被保險人自己承認之犯罪、不誠實或詐欺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係肇因或基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資料使用者之董事、法令遵循主管、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內部法務單獨或與他人(包含員工及外包廠商)共謀。 

（二） 資料使用者之員工或外包廠商與任何資料使用者之董事、法令遵循主管、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內部法務共謀之行為。 

前述行為經確定後，被保險人應返還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為之任何給付。 

十二、生效前之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  

任何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經發生或仍懸而未決之賠償請求或調查，或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時，已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或調查之任何

危險情事。 

十三、財產損害 

除個人資料以外之有形財產之損害、損失、毀損或不能使用。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法  

被保險人在美國屬地或領土事實上或遭指控違反美國 1970 年組織犯罪防制法暨其修正，以及任何類似之法令。 

十五、違反有價證券相關法令之行為  

被保險人事實上或遭指控有違反任何與有價證券所有權、買入、賣出、買入或賣出之要約或要約引誘有關之法令之行為。 

十六、社會計畫  

除針對資料使用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所致之賠償請求者外，被保險人事實上或遭指控有違反任何保護或規範下列事項之職責、義務或責任之行為:  

（一） 任何員工退休金計畫、員工福利計畫、員工退休儲蓄計畫、員工利潤分享或員工福利給付計畫。 

（二） 社會安全給付。 

（三） 工作場所健康或安全。 

十七、戰爭及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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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恐怖主義、軍事行動、恐怖份子或游擊份子行動、破壞行動、武力、敵對行動（不論宣佈與否）、叛亂、革命、

民眾騷動、暴動、篡權或政府、公共或地方當局或其他政治或恐怖組織對財產所為或依其命令對財產所為之沒收、收歸國有、破壞或損害。 

十八、特定主管之賠償請求 

由董事、法令遵循主管、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法務提出或代其提出之賠償請求相關者。 

十九、任何來自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承保地區」欄所載之地區以外的賠償請求或調查。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兩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保

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但以被保險人在終止前，未受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亦未曾通知任何危險情事者為限。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保險金額者，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保險金額 

本保險契約對於承保事項、擴大承保事項及抗辯費用合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以保險金額為限。分項保險金額亦為保險金額之一部分，應併入計算於

保險金額中。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不因有多數被保險人而增加。 

若被保險人因裁判或和解結果導致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負有保險給付之責時，應先扣除因法律抗辯而產生之抗辯費用後，再以扣除後之餘額進行

給付。 

第十一條 自負額 

就任何損失，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為理賠。單一自負額應適用於源於主張相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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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二條賠償請求之通知 

被保險人遭受第三人提出賠償請求或調查時，應從初次得知此賠償請求或調查時起三十日內(但最遲不得逾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但本公司僅就保險期間內對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或調查，始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關聯性賠償請求之通知 

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如已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方式及條件通知本公司，則下列後續之賠償請求，應以初次通知之時間，視為對

被保險人提出並向本公司通知之時間： 

（一） 後續賠償請求是主張或基於先前已通知之賠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 

（二） 後續賠償請求所主張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與先前已通知賠償請求所主張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相同或

有所關聯。 

如數個賠償請求係肇因或基於下列情形之ㄧ時，應視為單一賠償請求： 

（一） 同一原因。 

（二） 單一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 

（三） 一連串具繼續性、重覆性或相關性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 

第十四條 危險情事之通知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知悉可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或調查之危險情事，應儘速將該危險情事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為前項危險情事之通知時，應提供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或調查之理由、發生日期、相關行為及相關人員等詳細資料。 

被保險人為危險情事通知後，若有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是主張或基於第一項已通知之危險情事，或此後續賠償請求或調查所主張之不當行為，與

第一項已通知之危險情事中所主張或敘述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相同或有所關聯，且本公司已同意受理此後續賠償請求者，則應以

該危險情事初次通知之時間，視為該後續賠償請求初次對被保險人提出並向本公司通知之時間。 

第十五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

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 

第十六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

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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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被保險人之同意 

本公司得於其認為有利時就任一與被保險人相關之賠償請求為和解，但須先行取得該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除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雙方同意之律

師建議可合理期待有成功抗辯或減少損失賠償至原可達成和解金額之情形外，若被保險人拒絕同意上述和解，本公司對由該賠償請求所生之所有

損失之給付責任，以本公司對該賠償請求原可達成和解之金額，加計截至本公司以書面提議和解當日時已發生之抗辯費用，扣除被保險人應自行

負擔之金額。 

前項所稱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之金額係指自負額及本保險契約另行約定被保險人應自行承擔之合力保險責任。 

第十八條 被保險人之合作 

被保險人應盡最大努力協助並配合下列事項：  

一、 就賠償請求進行抗辯，並提出相關權利之主張，向本公司提供一切合理必要之協助與配合。 

二、 採取一切合理可行之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提供本公司合理要求之資訊及協助，以便本公司得對損失進行調查，或藉以確定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應負擔之給付責任。 

第十九條 責任分攤 

若有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同時涉及本保險契約承保及非承保事項，本公司應就其法律及財務風險，於各被保險人與本公司間，就其相關抗辯費用、

損失賠償、裁判金額或和解金額，定出公平適當之分攤比例。 

第二十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二十一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 

第二十二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委託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三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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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五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

責任保險基礎設施故障

/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基礎設施故障/

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因「基礎設施

故障/安全錯誤」所致之損失或以「基礎設施故障/安全錯誤」為基礎或原因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上項所述之「基礎設施故障/安全錯誤」係指因為或基於下列任一情事所致之賠償請求：  

（一）機械故障。  

（二）電力故障，包含電力中斷、突波、電壓下降或停電。  

（三）通訊系統或衛星系統故障。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

責任保險交易損失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交易損失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因「交易損失」所致之損失或

以「交易損失」為基礎或原因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上項所述之「交易損失」係指因為或基於交易損失或交易責任、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因處理電子資金轉帳或交易時於帳戶轉出、轉入或互轉過程

中導致貨幣價值遺失、減少或受損所致之賠償請求；或票券帳面價值、價格貼現、獎金、獎賞或任何其他有價報酬超過總契約或預期金額所致之

賠償請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

專業責任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被保險人直接因執行本保險單所載業務之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本保險單有

效期間內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並於保險期間或延長報案期間內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對於每一賠償案件，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單所訂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賠款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被控訴或受賠償請求時，經本公司要求，被保險人有義務進行抗辯；本公司認為必要時亦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為進行抗辯。 

凡有關賠償請求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另行賠付之，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如被保險之實際賠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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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本保險單所訂明之「每一賠償請求案件之保險金額」時，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費用按保險金額對於被保險人實際賠償金額之比例賠付之。 

第二章 不保事項 

四、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單所載「追溯日」以前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台灣、金門、馬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單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致其家屬或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六）因被保險人之譭謗、中傷或抄襲、竊取或洩漏業務機密、侵害版權、商標、專利；圖說、文書資料或證件之毀損或滅失及其所致之賠償責

任。 

（七）被保險人因製造、銷售、供應或維護之產品或貨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擔任工程施工承攬人或次承攬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或使用之動產或不動產，包括各型車輛、船隻、航空器及營業處所等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被保險人安排或提供財務、金融、保證或保險之資訊，或對上述事項提供諮詢或意見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一）被保險人未於約定期間內完成圖說、規範或其他文件資料或因工程費用或成本之估計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破產或無法償還債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三）被保險人與他人合營或合夥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載明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十四）下列損失或賠償責任。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1.罰款或違約金。 

2.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五）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1.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為(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戰、強力霸占、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 

2.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第三章 一般事項 

五、本保險單基本條款及附加之特約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係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六、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

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

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七、有關本保險契約之通知事項，除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以書面為之。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本公

司。上述變更須經本公司簽批後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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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當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返還被保險人。本公

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最後所留之通訊處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日數比例退還。 

第四章 理賠事項 

九、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電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十日內將詳細情形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於五日內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十、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之約定： 

（一）除必須之急救費用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但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

限。 

（二）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或法院確定判決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償金額之給

付。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對於本保險契約請求賠償，如有任何詐欺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或設計詭計情事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即

告喪失，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十一、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重複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

金額之比例為限。 

十二、本保險單之被保險人不衹一人時，本公司對於全體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單所訂明之保險金額為限。 

十三、在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如本公司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單所載明之「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單即告失效，其未滿

期間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五章 其他事項 

十四、本保險單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

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通

知附加條款 

第一條 定作人通知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

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

專業責任保險特別不保

事項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別不保事項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特別不

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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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之疏漏、錯誤或過失所致之重新規劃設計、監造費用。 

二、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 任何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四、 因污染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 因選擇或建議之地點錯誤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 任何特約保證或擔保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 含有石綿或鉛之物質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專業責任保險 

第一章  契約之構成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係指依據保險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登記並領有執業證書之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被保險人為法人者，並包括其股東、公司負

責人、董事及公司之員工。 

二、追溯日：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契約內之日期。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屆

滿日前。 

三、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係指在保險期間內，第三人就相同之「一次事故賠償請求」，向被保險人初次表達因被保險人執行保險代理人或保

險經紀人業務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受有損失之意思表示，或被保險人未收到上述意思表示而經送達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稱之。 

四、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係指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 

五、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七、保險代理人業務：係指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保險業務之行為。 

八、保險經紀人業務：係指基於第三人之利益，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或依法得提供相關服務之行為。 

第三章  承保及不保事項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



 

第 237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

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非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三、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之行為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所代理或洽訂業務之保險業之破產、清算或無法履行債務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及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或對第三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被撤銷執業證書、受停業處分或未依規定於執業證書之有效期間期滿前辦妥換發執業證書而仍繼續執行業務所致者。 

七、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八、對於第三人之要保及索賠資料、帳冊、報表及其他文件資料之毀損或滅失所致者。 

九、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者。 

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故所致者：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

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一、因違反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者。 

十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所致者，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三、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者。 

十四、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

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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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之預估營業收入總金額計算預收。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將保險期間內之實

際營業收入總金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補繳之；預收

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由本公司退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他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取得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後事先通知隨時終止之，本公司應按短期費率計算方式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基本發現期間與延長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三十日

之基本發現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基本發現期間內受賠償

請求者，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延長發現

期間，經本公司同意延長發現期間並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保

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延長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亦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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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二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判決書、仲裁判斷書，以及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之和解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如該法院

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之作成有本保險契約第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者，本公司僅按該和解金額負賠償之責。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

用及其他規費，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

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第十三條  賠償請求之和解及抗辯 

被保險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

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或賠款金額在自負額以下或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為其進行抗辯、和解或賠償。倘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與第三人同意之和解金額有異議，而繼續進行抗辯或訴訟時，本

公司對於因此所增加之賠償責任與抗辯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本保險契約約定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

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五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十五日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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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六章   爭議處理及法令之適用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保險公證人專

業責任保險 

第一章 契約之構成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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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被保險人：係指依據保險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登記並領有執業證書之保險公證人，被保險人為法人者，並包括其股東、公司負責人、董事

及公司之員工。 

二、 追溯日：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契約內之日期。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

屆滿日前。 

三、 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係指在保險期間內，第三人就相同之「一次事故賠償請求」，向被保險人初次表達因被保險人執行保險公證人業務

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受有損失之意思表示，或被保險人未收到上述意思表示而經送達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稱之。 

四、 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係指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 

五、 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七、 保險公證人業務：係指向委託人收取費用，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洽商，而予證明之行為。 
第三章 承保及不保事項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保險公證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

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

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非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所致者。 

二、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三、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之行為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及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或對第三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被撤銷執業證書、受停業處分或未依規定於執業證書之有效期間期滿前辦妥換發執業證書而仍繼續執行業務所致者。 

六、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七、 對於第三人之要保及索賠資料、帳冊、報表及其他文件資料之毀損或滅失所致者。 

八、 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者。 

九、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故所致者：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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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

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 因違反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所致者，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二、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者。 

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

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之預估營業收入總金額計算預收。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將保險期間內之實

際營業收入總金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補繳之；預收

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由本公司退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他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取得主管機關書面同意後事先通知隨時終止之，本公司應按短期費率計算方式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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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基本發現期間與延長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三十日

之基本發現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保險公證人業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基本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本公

司亦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延長發現

期間，經本公司同意延長發現期間並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保

險公證人業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延長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亦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二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判決書、仲裁判斷書，以及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之和解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如該法院

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之作成有本保險契約第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者，本公司僅按該和解金額負賠償之責。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保險公證人業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費，

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

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第十三條 賠償請求之和解及抗辯 

被保險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

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或賠款金額在自負額以下或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為其進行抗辯、和解或賠償。倘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與第三人同意之和解金額有異議，而繼續進行抗辯或訴訟時，本

公司對於因此所增加之賠償責任與抗辯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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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本保險契約約定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

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五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十五日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六章 爭議處理及法令之適用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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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醫師業務責任

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之日，因執行醫師業務，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首次受

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第三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醫療行為所生者，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僅就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一次事故

保險金額」負賠償之責。在本保險期間內因不同醫療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就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

金額」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不保事項-除外原因 

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任何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毒品或麻醉劑之影響。 

三、被保險人非基於診斷上或治療上之理由提供醫療服務。 

四、任何與人工流產手術、結紮或與不孕症有關之治療手術。 

五、被保險人為達到第三人減肥之目的而建議或使用減肥藥物。 

六、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後天免疫力缺乏症（AIDS）、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或其病原體有關者。 

七、因基因受損或操縱基因所致。 

八、被保險人因牙醫業務行為所為之全身性麻醉，或在全身性麻醉下所為之牙醫業務行為。 

九、被保險人由於不正當治療、濫用鴉片、嗎啡等毒劑藥品所致者。 

第四條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違反保密義務而引起之賠償責任。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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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血庫之經營所引發之賠償請求；但因本保單所載之業務行為而供血或提供血製品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因承諾醫療效果或包醫之後果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者。 

七、被保險人被撤銷醫師資格、被撤銷開業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醫師業務。 

八、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賠償請求，但因使用本保險單載明之放射器材者，不在此限。 

九、被保險人因具有醫院、療養院、診所、實驗所或其他事業機構之所有人、合夥人、監督人或經理人之身份，而非直接醫療行為所致者。 

十、被保險人之僱用醫師獨立執行醫師業務。 

十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致死亡或受有體傷。 

十三、被保險人違反醫師法所規定之強制診療義務。 

十四、被保險人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其他非法行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五、各種型態之污染所致者。 

十六、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

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

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領有醫師證書，經主管機關發給執業執照或服務執照並加入所在地醫師公會執業或服務於公私立醫院、診所、衛生所執行醫療

業務之醫師，及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實習醫院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科學生。 

二、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指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三、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指在本保險期間內，因不同醫療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四、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五、追溯日：指被保險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單內之日期，被保險人執行醫師業務之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除契約

另有約定外，連續投保時，以第一年保險契約之始日，作為後續各年度續保契約之追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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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獨立執行醫師業務：指該受僱醫師非在被保險人的指示監督下協助被保險人進行醫療行為，而係依其獨立意志單獨執行醫療行為。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

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基本發現期間與延長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三十日

之基本發現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醫師業務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而於基本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本公

司亦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延長發現

期間，經本公司同意延長發現期間並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醫

師業務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而於延長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亦負賠償之責。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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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三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

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醫療過失而遭致刑事責任控訴時，其因刑事訴訟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負擔之。但應

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五、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之醫療過失而遭恐嚇、侮辱及誹謗等騷擾情事時，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協助被保險人進行刑事訴訟，關

於刑事訴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第十五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六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七條 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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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八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九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二十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ㄧ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三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醫療機構綜合

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指符合醫療法之規定，得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包括公、私立醫療機構及醫療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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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承保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四、每一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承保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每一個人

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五、每一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承保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本保險契約公共意外責任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對於公共意外責任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七、本保險契約醫療過失責任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對於醫療過失責任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八、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九、追溯日：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內之日期，被保險人之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行為或公共意外事故須發生於追溯日後

至保險期間屆滿前。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連續投保時，以第一年保險契約之始日，作為後續各年度續保契約之追溯日。 

十、醫事人員：指領有行政院衛生署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藥劑生、護士、

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十一、外派：指被保險人之醫事人員受被保險人指示於非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進行不特定之臨時支援性醫療服務，不包括為期三個月(含)

以上定點之外派醫療服務。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於營業處所內發生下列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在

保險期間內初次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公共意外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醫療過失責任： 

被保險人之醫事人員在營業處所或外派執行醫療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責任，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之事

故。 

第四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一、公共意外責任： 

對於第三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所生者，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一事故體傷責

任之保險金額」或「每一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負賠償之責。 

在本保險期間內因不同意外事故所致之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就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本保險契約公共意外責任之最高賠償金額」負賠

償之責。 

二、醫療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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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三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醫療行為所生者，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一事故體

傷責任之保險金額」負賠償之責。在本保險期間內因不同醫療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就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醫療過失責任

之最高賠償金額」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所謂恐怖

主義行為，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因使用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放射器材治療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不在此限。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與石棉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責任，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十、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指承保事故直接導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十一、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十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十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售出或供應之商品或貨物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六、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時，於營業處所內，在施工期間因施工發生之震動或支撐設施薄弱或移動，致第三人之建築物、土地或財物遭受毀損

滅失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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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十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電梯（包括電扶梯、升降機）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十九、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毒品或麻醉劑之影響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十、被保險人非基於診斷上或治療上之理由提供醫療服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十一、被保險人為達到第三人減肥之目的而建議或使用減肥藥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十二、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後群（SARS）、後天免疫力缺乏症（AIDS）、禽流感，或其病原體有關之賠償責任。 

二十三、被保險人違反保密義務而引起之賠償責任。 

二十四、被保險人或其醫事人員被撤銷醫師資格、被撤銷開業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醫療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十五、非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被保險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對營業處所或施工處所之建築物、通道、設施、儀器或其他工作物，應定期檢查，注意修護，

對意外事故之發生，予以防免。 

第八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九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公共意外責任之最高賠償金額」及「本保險契約醫療過失責任

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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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二條 基本發現期間與延長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契約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三

十日之基本發現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而於基本發現

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延長發現

期間，經本公司同意延長發現期間並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本保

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而於延長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亦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四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

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之義務。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

之比例分攤之。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

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醫療過失而遭致刑事責任控訴時，其因刑事訴訟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負擔之。但應

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五、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之醫療過失而遭恐嚇、侮辱及誹謗等騷擾情事時，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協助被保險人進行刑事訴訟，關

於刑事訴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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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

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七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公共意外責任部分：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二、醫療過失責任部分：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病歷記錄。 

(三)受害病人之傷害或身故證明文件。 

(四)請求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五)和解書、調解書或法院判決。  

(六)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八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九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二十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二十一條 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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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二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四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HEALTHCARE 

INSTITU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AND PUBLIC 

LIABILITY POLICY 

I. COVERAGES 

A.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CLAIMS-MADE) 

1.  Professional Liability Coverage 

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resulting from any 

Claim for Bodily Injury: (a) to a Patient resulting from a Medical Incident; or (b) to a person resulting from a Good Samaritan Act, provided always that:  

(i) the Medical Incident first takes place, or the Good Samaritan Act was first performed, on or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and  

(ii)  the Claim i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is report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of this Policy; and  

(iii)  the tota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in respect of such Claim exceed the Excess.  

Insuring Agreement A. 1. includes coverage fo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to a Patient.  

Insuring Agreement A. 1.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Claim that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except as stat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2. Inquest Coverage  

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Defence Cost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resulting from any Inquest of an 

Insured resulting from a Medical Incident or a Good Samaritan Act, provided always that:  

(i) the Medical Incident first takes place, or the Good Samaritan Act was first performed, on or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and  

(ii)  the Inquest is first commenced as respects an In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is report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of this 

Policy;  

(iii) the Defence Costs in respect of such Inquest exceed the Excess; and  

(iv)  a Claim is brought against the Insured that is based upon or arises out of the facts or circumstances of the Inquest and such Claim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1. of this Policy.  

Insuring Agreement A. 2.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Claim that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B. PUBLIC LIABILITY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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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resulting from any 

Claim fo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provided always that: 

1. the Occurrence first takes plac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2.  the Claim is report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of this Policy; and  

3.  the tota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in respect of such Claim exceed the Excess. 

Insuring Agreement B. does not include coverage fo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to a Patient.  

Insuring Agreement B.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Claim or Inquest that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II. DEFINITIONS 

A.  Advertisement means a notice that is broadcast or publish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or specific market segments about the Insured’s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or supporters. For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A.: 

1.  Notice that is broadcast or published includes material placed on the Internet or similar mean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2.  With regard to websites, only that part of a website that is about the Insured’s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or supporters, will be considered an Advertisement. 

B.   Advertising Injury means injury that arises out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offenses and is caused by an Advertisement: 

1.  oral, written 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that slanders, libels or defames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r disparages a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2.  oral, written 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that violates a person’s right of privacy;  

3.  misappropriation of advertising ideas under an implied contract; or  

4.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s, title or slogan. 

C. Application means: 

1.  all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provid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to the Insurer whether as part of an application and/or proposal form or 

otherwise for the issue, renewal or amendment of, or to, this Policy; and  

2.  all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obtained by the Insurer, prior to the inception of the Policy Period, regarding the Insured that is publically 

available, including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contained on any Internet websites maintained by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D. Bodily Injury means any physical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or death sustained by a person, and shall include mental injury, mental anguish and shock 

resulting from these at any time. 

E. Claim means any:  

1.  suit served upon or issued against the Insured;  

2.  arbitration, mediation or any other form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Insured;  

3.  monetary demand made upon or issued against the Insured; or  

4.  oral or written allegation communicated to the Insured or any or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from a Patient and/or a request by or on behalf of 

such Patient for medical records or copies of such records.  

Claim shall not include an Inquest. 

F. Claim Jurisdiction means any country set forth in Item 10 of th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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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overage Territory means any country set forth in Item 9 of the Schedule. 

H. Damages means all compensatory monetary amounts in respect of any judgment, award or settlement in relation to a Claim, including any claimant’s 

fees, costs and expenses,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legally liable.  

Damages shall not include:  

1.  punitive, exemplary or aggravated damages or the multiple portion of multiplied damages;  

2.  salaries, remuneration, overhead, fees or benefit expenses of the Insured;  

3.  fines, penalties, sanctions or taxes levied against the Insured;  

4.  non-monetary, injunctive, declaratory or administrative relief, or the costs of complying with such;  

5.  the return, restitution, refund, off-set or disgorgement of fees, profits or amounts allegedly wrongfully held and/or retained by an Insured;  

6.  matters which are uninsur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7.  amounts incurred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Insurer,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consent is required under this Policy;  

8.  the payment, satisfaction or “writing off” of any medical bills or charges by an Insured;  

9.  such amounts that are within the Excess; or  

10.  Defence Costs. 

I. Defence Costs means the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costs, fee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experts’ fees and expenses, incur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and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legally liable to pay, in the:  

1.  investigation, adjustment, defence, negotiation and/or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against the Insured including any appeal of any such matter; or  

2.  representation and attendance at any Inquest involving the Insured.  

Defence Costs shall not include any:  

(a)  salaries, remuneration, overhead, fees or benefit expenses of the Insured;  

(b) fines, penalties, sanctions or taxes levied against the Insured;  

(c)  such costs, fees or expenses incurred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Insurer,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consent is required under this Policy;  

(d)  such costs, fees or expenses in an amount within the Excess; or  

(e)  Damages.  

J. Employee means any:  

1.  full-time or part-time employee of an Insured entity, including any surgeon, physician, intern, resident(medical student undergoing training), 

dentist, physicians assistant, pharmacist, nurse, midwife, podiatrist or chiropractor;  

2.  agency nurse, student, volunteer or locum; or  

3.  member of the clergy and other religious personnel,  

but only while such persons ar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duties for the Insured.  

Employee does not include any independent contractor. 

K. Excess means the amounts set forth in Item 4 of the Schedule which the Insured must incur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Claim or Inquest and for 

which the Insurer is not liable and in excess of which this Policy shall apply. 

L. Good Samaritan Act means those services performed by the Insured in rendering, or failing to render, without remuneration, emergency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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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at the scene of an accident, medical crisis or disaster. Good Samaritan Act shall not include any such services that are performed on the 

Insured’s premises or property. 

M. Inquest means any coroner’s inquest or inquiry commenced in the exercise of the coroner’s powers over any Insured in relation to a Medical Incident 

or a Good Samaritan Act.  

Inquest shall not include a Claim.   

N. Insured means:  

1.  the Named Insured and any Subsidiary;  

2.  any Employee;  

3.  any principals, partners, directors, members, managers, or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Named Insured and or any Subsidiary,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duties as such; and  

4.  the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estate of any natural person, as defined in 2. or 3. above, who would otherwise be indemnified under this 

Policy.   

O. Insurer mean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 Medical Incident means any act, error or omission by the Insured in the rendering or failing to render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Q. Named Insured means the entity designated in Item 1 of the Schedule. 

R. Occurrence means: 

1.  with respect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n accident, including continuous or repeated exposure to substantially the same general 

harmful conditions, which results in injury neither expected nor intended by the Insured;  

2.  with respect to Advertising Injury, any offence as set forth in Definition B.; and  

3.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Injury, any offence as set forth in Definition U. 

S. Organisational Change means:  

1.  the Named Insured consolidates with, merges into, or sells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of its assets to any other person or entity or group of persons or 

entities acting in concert; or  

2.  any person or entity or group of persons or entities acting in concert acquires more than fifty percent (50%) of the assets or voting rights of the 

Named Insured.  

T. Patient means any person receiving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from the Insured whether before, during or after registration for such services. 

U.  Personal Injury means injury, other than Bodily Injury, arising out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offenses: 

1.  false arrest, false imprisonment, wrongful eviction, wrongful entry, wrongful detention or malicious prosecution; or  

2. oral, written 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that slanders, libels or defames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disparages thei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or violates their right of privacy. 

V. Policy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set forth in Item 2 of the Schedule. 

W. Pollutants means any solid, liquid, gaseous or thermal irritant or contamina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moke, vapour, soot, fumes, acids, alkalis, 

chemicals and waste. Waste includes materials to be recycled, reconditioned or reclaimed. 

X. Products means goods or products manufactured, sold, handled, utilised or distributed by the Insured, including containers (other than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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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furn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goods or products. Products also means any waste resulting from, or generated by, 

such goods or product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medical, infectious or pathological waste. 

Y.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means:  

1.  Medical, nursing, dental and therapeutic care, advice or services rendered by the Insured to a Patient, including the furnishing or utilisation of 

food, beverages, medication, medical devices, appliances or any other products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care or services and the handling of, or 

the performance of post-mortem examinations on, human bodies.  

2.  The work of the Named Insured’s forma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review or equivalent professional board or committee, as respects any Insured 

while: (a) evaluating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r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any provider of any care or services as described in 1. above; or 

(b) promo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any care or services as described in 1. above.  

3.  The execution, or failure to execute, a decision or directive of the Named Insured’s forma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review or equivalent 

professional board or committee.  

4.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nducted by any Employee.  

5.  Clinical trials conducted by the Insured, but only in respect to Bodily Injury to a Patient of the Insured.  

Such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may be rendered by the Insured over the Internet or via a computer or an electronic system accessible outside 

the Insured’s premises. 

Z. Property Damage means: 

1.  Physical injury to or destruction of 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all resulting loss of use thereof; or  

2.  Loss of use of tangible property that is not physically injured. 

All such loss of use will be deemed to occur at the time of the Occurrence that caused i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Z., electronic data is not tangible property. 

AA. Retroactive Date means:  

1.  as respects all Insured entities, the date set forth in Item 5 of the Schedule;  

2.  as respects any Employee, the later of the date set forth in Item 5 of the Schedule or the date such person commenced employment with an 

Insured entity; and  

3.  as respects any natural person Insured, as defined in Definition O. 3., the later of the date set forth in Item 5 of the Schedule or the date such 

person commenced to ac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duties for an Insured entity.  

BB. Subsidiary means:  

1. any entity of which the Named Insured has majority ownership or majority control before the inception date of this Policy; and  

2.  any entity deemed to be a Subsidiary pursuant to Condition L. 

CC. Terrorist Act means the actual or threatened:  

1.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or property;  

2.  commission of an act dangerous to human life or property; or  

3.  commission of an act that interferes with or disrupts an electronic or communication system undertaken by any person or group whether or not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 government power, authority or military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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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reasonably apparent intent or effect is:  

(a)  to intimidate or coerce a government or business or to disrupt any segment of the economy; or  

(b) to cause alarm, fright, fear of danger or apprehension of public safety in one or more distinct segmen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or to intimidate or 

coerce one or more such segments; or  

(c)  to further political, ideological, religious or cultural objectives or to express support for, or opposition to, a philosophy, ideology, religion or 

culture.  

III. EXCLUSIONS 

A.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Insuring Agreements A. and B. 

The Insurer wi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Damages or Defence Costs based upon,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1. Alcohol/Narcotics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Insured be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y type of 

alcohol, narcotic, hallucinogenic agent or any other type of intoxicant.  

2. Asbestos  

Any asbestos, asbestos fibres or any derivatives of asbestos, whether airborne as a fibre or carried or transmitted on clothing or inhaled or ingest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other means, contained in or forming part of any building, building material or insulating material including any product containing 

asbestos, asbestos fibres or any derivatives of asbestos.  

3. Automobile/Aircraft/Watercraft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ownership, maintenance, use, operation, or entrustment to others of any aircraft, automobile, watercraft, motor vehicle 

or semi-trailer, or the loading or unloading thereof;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the loading or unloading of a Patient.  

4. Clinical Trials  

Any liability arising from any clinical trials conduc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Bodily Injury as described in Definition Y. 5.  

5. Contractual Liability  

Any liability under any oral or written contract or agreem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xpress warranties or guarantees and any liability of any 

party assumed by an Insured under any oral or written contract or agreement;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the extent the 

Insured would have been liabl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contract or agreement.  

6. Criminal Acts / Fraud / Dishonesty  

Any actual criminal act, criminal omission, fraudulent, dishonest and/or malicious or reckless abuse, act or omission by an Insur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unless a final judgment or adjudication or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 commenced pursuant to Condition V. herein or a 

guilty plea or other written admission under oath of an Insured establishes that such conduct was committed by the Insured. Defence Costs shall be 

indemnified until such point that any conviction, judgment or refusal of relief by the relevant court of law. In the event of such conviction, judgement 

or refusal of relief, the Insured shall refund any and all Defense Costs reimbursed, paid or indemnified by the Insurer. 

7. Defamatio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y defamation or malicious falsehood or any breach, infringement or misappropri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patents, copyright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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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marks;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Advertising Injury. 

8. Directors & Officers  

Any Claim against any director or officer of the Insur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any unlawful, 

wrongful or negligent act, error or omission or breach of trust, breach of warranty of authority, or breach of duty, whether actual or alleged, committed, 

permitted or attempted by such director or officer where such Claim is made solely by reason of such person holding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or officer 

and having acted in that capacity. 

9. Employers’ Duties or Obligations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ising out of any Claim for breach of any duties or obligations owed by the Insured as an employer to any 

Employees, former Employees or any applicant for employment, including any such duties or obligations under any workers’ compensation scheme, 

disability benefits, or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law, or any similar law or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10. Employers’ Liability  

Any Bodily Injury to any Employe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ir employment by the Insured or any Bodily Injury to the spouse, child, parent, brother or 

sister of such Employees arising out of such Bodily Injury. This Exclusion applies whether the Insured may be liable as an employer or in any other 

capacity.  

11. Employment Practices  

Any refusal to employ,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or coercion, demotion, evaluation, reassignment, discipline, defamation, harassment, humiliation, 

discrimination, or other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policies, acts or omissions. This Exclusion applies: (a) to any Claim f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injury brought by the spouse, child, parent, brother or sister of that person at whom any of the preceding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policies, acts 

or omissions is directed; and (b) whether any Insured may be liable as an employer or in any other capacity.  

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y liability arising from:  

(a)  the failure of any program, instruction or data for use in any computer or other electronic processing device, equipment or system to function in 

the manner expected or intended;  

(b) the transmission or receipt of any virus, program or code that causes loss or damages to any computer system and /or prevents or impairs its 

proper function or performance; or  

(c)  the unauthorized access to any computer system.  

13. Insolvency  

Any trading or other debt of any Insured, including the insolvency or bankruptcy of any Insured.  

14. Insured vs. Insured  

Any Claim made by one Insured against another Insur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the rendering of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or the performing of a Good Samaritan Act.  

15. Mould/Mildew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ising out of, relating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exposure to or the manifestation, releas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discharge, appearance, presence, reproduction or growth of mould, mildew, spores, mycotoxins, fungi, organic pathogens or other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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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ms of any type, nature or description.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im or Inques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ising out of, relating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sured’s use 

of mold, mildew, spores, mycotoxins, fungi, or other micro organisms of any type, nature or descrip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ndering of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16. Nuclear 

Any nuclear fission, nuclear fus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use of nuclear medicine or radiation therapy as part of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but does apply to liability arising from nuclear waste or 

by-product material which is created by the rendering of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17. Pollution  

(a)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or  

(b)  any liability to test for, monitor, clean-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se Pollutants, whether or not any of the foregoing are or 

should be performed by the Insured or by others.  

18. Prior Notice/Prior Knowledge  

(a)  any circumstance, fact, matter, claim,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notified under any other insurance or indemnity or other form of 

compensation or payment provided by any medical defence organisation or similar scheme, club, association or arrangement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o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notified if the notic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in this Policy were otherwise applicable; or  

(b) any circumstance, fact, matter, claim,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which was or ought to have been known to the Insured prior to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19. Privacy  

The actual or alleged misappropriation or disclosure of any medical, financial or personal data 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a Patient;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Advertising Injury. 

20. Products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a)  any Product;  

(b) any defect, deficiency, inadequacy, or dangerous condition of any Product;  

(c)  the loss of use, withdrawal, recall, inspection, repair, replacement, adjustment, removal or disposal of any Product, if such Product is withdrawn 

or recalled from the market or from use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or  

(d)  the loss to, or destruction of, any Product or any part thereof and any pure financial loss arising therefrom.  

However, Exclusion 21. (a)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urnishing or utilisation of food, beverages, medication, medical devices, appliances or any other 

Products by the Insured in rendering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to a Patient, except any waste resulting from, or generated by, such medication, 

medical devices, appliances or other Products.  

21.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y Clai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rendering, or failing to render, any professional service, 

other than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or a Good Samarita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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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exual Abuse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a)  the actual, threatened or alleged sexual abuse, sexual molestation, sexual assault, sexual victimisation, physical abuse, physical assault, any 

resulting mental or emotional injury or any coercion to engage in sexual activities on the part of any employee, assistant, volunteer or member of 

any facility owned, operated or maintained by the Insured; or  

(b)  the negligent employment,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reporting to the proper authorities or failure to so report or retention of any employee, 

assistant, volunteer or member of any facility owned operated or maintained by the Insured whose conduct would be excluded by Exclusion 

23(a).  

23. Terrorism & War  

Any Terrorist Act or 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confiscation or nationalisation, requisition,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24. Unlicensed/Unapproved Products  

Any Clai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any Product that is:  

(a)  not license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 Executive Yuan, R.O.C.(Taiwan)(“DOH”);  

(b)  not approved for marketing by the DOH to the extent such prior approval is required; or  

(c)  not exempt from any requirement for a license or marketing by the DOH. 

B.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Insuring Agreement B. 

The Insurer wi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Damages or Defence Costs based upon,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1.  Advertising Injury 

Advertising Injury resulting from:  

(a)  the failure of performance of any contract or breach of any contract, other than misappropriation of ideas under an implied contract; 

(b)  the infringement of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copyright, service mark, or trade name, other than titles or slogans, by use 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goods and services sold, offered for sale or advertised;  

(c)  the incorrect description of any goods, services, articles or commodities;  

(d)  a mistake or incorrect description in advertised price; or  

(e)  any written, oral 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if done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an Insured with knowledge of its falsity.  

2.  Expected or Intended Injury or Damage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expected or intend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Insured. 

3.  Liquor Liabilit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any Insured may be held liable by reason of: 

(a)  causing or contributing to the intoxication of any person;  

(b) the furnishing of alcoholic beverages to a person under the legal drinking age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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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y statute, ordinance or regulation relating to the sale, gift, distribution or use of alcoholic beverages. 

4.  Owned/Controlled Property 

Property Damage to: 

(a) any property the Insured owns, rents, or occupies, including any costs or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organization or 

entity, for repair, replacement, enhancement, restoration or maintenance of such property for any reason, including prevention of injury to a 

person or damage to another’s property;  

(b)  any premises sold, given away, or abandoned by the Insured;  

(c)  any property loaned to the Insured;  

(d)  any personal property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e)  any Products, arising out of such products or any part thereof; or  

(f)  that particular part of real property on which the Insured or any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work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the Insured’s 

behalf are performing operations, if the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ose operations. 

5.  Personal Injury 

Any Personal Injury: 

(a)  caused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the act would violate the rights of another and would inflict such injury;  

(b)  arising out of oral, written 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in any manner, of material if done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any Insured with knowledge of its 

falsity; or  

(c)  arising out of oral, written or electronic publication, in any manner, of material whose first publication took plac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 Period. 

6.  Property Damage to Property Not Physically Injured 

Property Damage to property that has not been physically injured, arising out of a delay or failure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in performing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or the failure of a Product to meet the level of performance, quality, fitness or durability promised or warranted by the Insured. 

IV. CONDITIONS 

A. Representations 

1.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r’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all statements and information supplied to the Insurer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olicy, including the statements and information set forth in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truthful and complete.  

2.  Any concealment, misrepresentation, non-disclosure or fraud in the procurement of this Policy shall entitle the Insurer to deem such concealment, 

misrepresentation, non-disclosure or fraud as material and which if known by the Insurer would have led the Insurer to either refuse to enter into 

this contract or to provide coverage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set forth herein.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void this Policy from inception. 

B. Notice Provisions 

1.  Notice of a Claim or Inquest  

(a)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r’s obligations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the Insured shall give immediate written notice to the 

Insurer of any Claim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or any Inquest involving the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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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r’s obligations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the Insured shall give immediate written notice to the 

Insurer of any Claim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2.  Notice of a Medical Incident , Occurrence or Circumstance  

(a)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r’s obligations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the Insured shall give immediate written notice to the 

Insurer of any Medical Incident that involves injury to a Patient, or a Good Samaritan Act that involves injury to a person, that 

substantially affects or limits that Patient’s or person’s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care for him or herself or manage the daily affairs of lif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  unexpected fatality;  

(ii)  birth defect or injury;  

(iii)  paralysis, quadriplegia or paraplegia;  

(iv)  serious burns, disfiguring or scarring;  

(v)  brain injury or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vi)  amputation;  

(vii) loss of sensory capacity;  

(viii)  stage IV decubitus;  

(ix)  wrong site surgery;  

(x)  healthcare acquired infection resulting in serious injury, disability or death; or  

(xi)  infant abductions.  

Such notice under this Condition B. 2. (a) shall be given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Insured reasonably expects such Medical 

Incident or Good Samaritan Act to give rise to a Claim. 

(b)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A. (except in the event that Condition B. 2. (a) above applies) and Insuring Agreement B., if the Insured 

becomes aware of any incident, allegation, event, circumstance,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that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give 

rise to a Claim against the Insured, or an Inquest involving the Insured, written notice shall be given by the Insur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to the Insurer. Such notice shall include all of the following:  

(i)  the date on which the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takes place or the allegation is made against an Insured;  

(ii) the time and place (location, division, facility, etc.) of the incident, event, circumstance,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iii)  the full names, dates of birth (if known) and addresses of all potential claimants;  

(iv)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location, division, facility, etc.) of all involved Insureds, including any natural person Insured;  

(v)  details of what happened and the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that the Insured was performing at the relevant time;  

(vi)  the nature of any actual or possible Bodily Injury or Damages;  

(vii)  any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doctors, suppliers, etc.,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involved in the allegation, incident, event, 

circumstance,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viii)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sured first became aware of the incident, allegation, event, circumstance,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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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the extent and type of Claim or Inquest anticipated to arise from the incident, allegation, event, circumstance, Medical Incident or 

Occurrence.  

Solely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A., any Claim that is subsequently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or any Inquest that is subsequently 

commenced involving the Insured, that arises out of any incident, allegation, event or circumstance that has been notifi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ondition B. 2. (b)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on the date the Insurer first received written notice of the 

incident, allegation, event or circumstance.  

3.  Notice to Insurer 

All notices to the Insurer under this Condition B. shall be sent to the postal address or e-mail address set forth in Item 8A. of the Schedule. 

C. Cooperation  

1.  Each and every Insured shall, at the Insured’s own expense, give the Insurer, its legal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Insurer full cooperation and such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as they may reasonably require relating to the defence, settlement and investigation of any Claim, the represent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any Inquest and the prosecution of any counterclaim, cross-claim or third-party claim,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assertion of an Insured’s indemnification or contribution rights.  

2.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d’s right to be indemnified under this Policy that the Insured shall not grant a waiver of its right of recourse 

without obtaining the Insur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3.  The Insured shall not admit or assume any liability as respects any Claim, incur any costs or expenses including Defence Costs as respects any 

Claim or Inquest, consent to any judgement or award, agree to any settlement or make any settlement offer which is reasonably likely to involve 

this Policy without first obtaining the Insurer’s written consent.  

4.  If the Insured refuses to consent to any settlement recommended by the Insurer or its legal representative, then the Insurer’s liability shall not 

exceed the total amount for which the Claim could have been settled, plus the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the Insurer’s consent up to the date of 

the refusal.  

5.  The Insurer’s consent, as set forth in Condition C. 3. above, is not required as respects: (a) any costs or expenses, including Defence Cost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that are within the Excess; (b) the full and final settlement of a Claim by the Insured for an amount within the Excess.  

6. The Insured shall at all times:  

(a) maintain accurate descriptive records of all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equipment used in procedures which shall b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and use by the Insurer or its duly appointed representatives insofar as they pertain to any Claim or Inquest hereunder;  

(b) retain the records referred to in (a) above for a period of at least 7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reatment and, in the case of a minor, for a period 

of at least 7 years after that minor attains majority; and  

D. Defence of Claims/Representation at Inquests/Relinquishment 

1.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a) defend any and all Claims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and (b) represent the Insureds at any and all Inquests involving 

the Insureds.  

2.  The Insurer does not assume any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s respects any Claim or represent the Insureds at any Inquest. However, the 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any time, but not the obligation, to take control of the defence and/or investigation and/or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representation at any Inquest and to prosecute at its own expense and for its own benefit any rights of recovery or subrogation against all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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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es or persons.  

3.  The Insurer shall be entitled, at any time and at its own discretion, to pay to the Insured any remaining Limit of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less any 

Defence Costs incurred, or any lesser amount for which any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can be settled. Upon such payment being made, the Insurer 

shall relinquish the conduct and control of, and be under no further oblig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Claim or associated Defence Costs 

incurred after the date of such relinquishment.  

4.  If the Annual Policy Aggregate Limit set forth in Item 3 C. of the Schedule is exhausted by the payment of Damages and/or Defence Costs, the 

Insurer wi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s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this Policy, and the Premium set forth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will be fully 

earned. 

E. Limits of Liability 

1.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for any one Claim, including al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respect to an Inquest 

that is related to such Claim, shall not exceed the Each Claim Limit as set forth in Item 3 A. (i) of the Schedule.  

2.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for all Claims and Inquests shall not exceed the Aggregate Limit as set forth in Item 

3 A. (ii) of the Schedul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Insureds, Claims, Medical Incidents or circumstances notified or persons or entities making 

Claims or commencing Inquests.  

3.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for any one Occurrence shall not exceed the Each Occurrence Limit as set forth in 

Item 3 B. (i) of the Schedule. 

4.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for all Claims shall not exceed the Aggregate Limit as set forth in Item 3 B. (ii) of 

the Schedul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Insureds, Claims, Occurrences or circumstances notified or persons or entities making Claims. 

5.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for all Claims and Inquests shall not exceed the Annual Policy Aggregate Limit set forth in Item 

3 C. of the Schedul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Insureds, Claims, or Inquests, Occurrences or circumstances notified or persons or entities 

making Claims or commencing Inquests. 

6.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s) or Inquest(s) for which the Insured seeks coverage under both Insuring Agreement A. and Insuring Agreement B.,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applicable to Insuring Agreement A., as set forth in Item 3 of the Schedule, shall apply to such Claim(s) or Inquest(s) and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for such Claim(s) or Inquest(s) shall not exceed any such Limits of Liability. 

7.  Defence Costs are part of, and not in addition to, the applicable Limits of Liability. Any payment of Defence Costs by the Insurer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will reduce the applicable Limits of Liability available for paying: (a)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resulting from any Claim; and (b) 

Defence Costs resulting from any Inquest.  

8.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A.1., all Claims alleging the same or related Medical Incident(s) involving any one Patient shall be treated and 

deemed:  

(a) to be one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and such Claim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ach Claim Limit as set forth in Item 3 A. (i) of the Schedul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Insureds, Claims or circumstances notified or persons or entities making Claims; and  

(b)  to have taken place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such Medical Incident. If any first such Medical Incident takes place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it is agreed that solely in the event that such Medical Incident is a proximate cause of the Bodily Injury alleged in a Claim, such 

Medical Inciden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taken place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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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dition E. 8., the term “one Patient” shall include a mother and her fetus(es) or infant(s). 

9.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B., all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same or related Occurrence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from one Occurrence and such 

Occurrenc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ach Occurrence Limit as set forth in Item 3 B. (i) of the Schedul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claimants or the 

number of Insureds against whom such Claims are brought. 

F.  Coverage Territory & Claims Jurisdiction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1.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rendered only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2.  Good Samaritan Acts perform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3.  Occurrences that take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but only for Claims brought and maintained, or Inquests commenced and maintained, in the Claim Jurisdiction. 

G. Other Insurance 

The Insurer will not indemnify an Insured where there is another insurance eff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such Insured providing an indemnity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If such other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a provision providing that it wi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whole 

or in par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licy (the “Excluding Provision”), then this Policy will only indemnify,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in excess of the indemnity that would have been provided by such other policy, but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Excluding Provision. 

H. Excess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A., the Insured agrees to pay al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as respects any Claim, and any Defence Costs as 

respects any Inquest, that are within the Excess amount applicable to such Claim or Inquest which may be the subject of an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B., the Insured agrees to pay al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as respects any Claim, that are within the Excess amount 

applicable to such Claim which may be the subject of an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s) or Inquest(s) for which the Insured seeks coverage under both Insuring Agreement A. and Insuring Agreement B., the 

Excess amount shall apply to such Claim(s) or Inquest(s) and the Insured agrees to pay al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as respects any such Claim(s), 

and any Defence Costs as respects any such Inquest(s), that are within such Excess amount.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such Claim or Inquest until the applicable Excess has been paid in full by the Insured. 

I.  Subrogation 

The Insurer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of recovery or subrogation of the Insured, or of any person having such rights, against any person 

before or after any payment or indemnity by the Insurer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 agrees not to exercise any such rights against any natural person 

Insured unless the Claim or Inquest is brought about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dishonest, malicious, fraudulent or criminal act or omission of such 

person. If the Insured interferes with or prejudices the Insurer’s ability to exercise any such right of recovery or subrogation, the Insurer shall reduce 

any payments otherwise due under this Policy in an amount equal to the amount the Insurer is unable to recover due to such conduct of the Insured. 

J.  Licensing of Professionals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d’s right to be indemnified under this Policy that the Named Insured keep accurate records of, and ensure 

throughout the Policy Period, that all medical professionals hold valid licenses to practice in their respective specialisations issued by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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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fully established and recognised licensing authority with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K.  Insurance Requirements For Non-Employ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d’s right to be indemnified under this Policy that all surgeons, physicians, interns and residents who are not 

Employees shall obtain and maintain insurance against their own medical malpractice, professional errors or omissions or negligence. Such insurance 

shall provide the coverage and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as required by the Named Insured. 

L. New Subsidiaries 

If,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the Named Insured acquires or creates a new entity of which it has majority ownership or majority control, this Policy 

shall cover such entity from the date it is acquired or created but only if the Named Insured: (a) provides the Insurer with complete underwriting 

information as requested by the Insurer as respects such entity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its creation or acquisition; (b) accepts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additional premium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for such coverage; and (c) pays such additional premium when due.  

Coverage afforded under this Policy for a Claim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relating to any negligent act, error or omission of a Subsidiary, shall only 

apply to such acts, errors or omissions committed or allegedly committed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such entity becomes a Subsidiary an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that such organization ceases to be a Subsidiary. 

M.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d’s right to be indemnified under this Policy that,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the Insured shal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give the Insurer written notice of any event that materially changes the risk insured by this Policy. Following the receipt of such notice, the 

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either: (a) exclude coverage for this additional exposure by issuing an endorsement to this Policy specifically excluding 

such exposure; or (b) offer to provide coverage for this additional exposure by issuing a quote to the Named Insured for such coverage. However, such 

coverage shall be provided only if the Named Insured: (i) provides the Insurer with full particulars of the event, as requested by the Insurer, that 

materially changes the risk insured by this Policy; (ii) accepts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additional premium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for such coverage; 

and (iii) pays such additional premium when due. 

N.  Organisational Change 

If an Organisational Change occu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this Policy shall continue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but only as respect to any Claim or 

Inquest based upon or arising from any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rendered or Good Samaritan Act performed or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ere shall be no coverage afforded by this Policy for any Claim or Inquest based upon or 

arising from any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rendered or Good Samaritan Act performed or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is Policy shall be non-cancellable and the entire premium shall be deemed fully earned up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Organisational Change.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give the Insurer written notice of the Organisational Change as soon as practicable, but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Organisational Change.  

If an Organisational Change occurs,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purchase an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as set forth in Condition Q. 

O.  Premium 

Where the premium is calculated upon estimates furnished by the Named Insured:  

1.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keep an accurate record of all relevant particulars; and  

2.  the Insurer shall be allowed to inspect such records at all reasonabl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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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es, levies and other relevant fiscal charges are payable by the Insured in addition to the premium. 

P.  Cancellation  

This Policy may be canceled by the Named Insured by posting or delivering to the Insurer advance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to, or by surrender of 

this Policy at, the address set forth in Item 8 B. of the Schedule. The Policy Period terminates at the date and hour specified in such notice, or at the 

date and time of surrender of the Policy. In the event of such cancellation, the Insurer shall return the short rate premium, subject to th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set forth in Item 7 of the Schedule.  

The Insurer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sending thirty (30) days notice by recorded delivery post to the Insured at the last known address of the Insured. 

The Policy Period terminates at the date and hour specified in such notice. In the event of such cancellation by the Insurer, the Insured shall be entitled 

either to a pro rata return of premium and tax corresponding to the unexpired Policy Period. 

Q.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the Named Insured or the Insurer refuse to renew this Policy or if an Organisational Change occurs, the Insurer shall provide an automat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hich expires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The automat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apply solely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A. The Insurer shall not provide an automat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the Insurer cancels this Policy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 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Policy’s terms and conditions or if the Insured cancels this Policy. An additional premium shall 

not be charged for this automat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the Named Insured or the Insurer refuse to renew this Policy or if an Organisational Change occurs, the Insurer shall offer the Named Insured the 

right to purchase an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of twelve (12) months following the effective date of such non-renewal or Organisational 

Change, upon payment of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Premium of 150% of the Premium set forth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The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apply solely as respects Insuring Agreement A. The right to elect an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terminate unless 

written notice of election of an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s received by the Insurer no later than sixty (60) days subsequent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on-renewal or Organisational Change and the Named Insured pays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Premium when due. The Insurer shall 

not offer an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the Insurer cancels this Policy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 or noncompliance with the Policy’s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Premium shall be fully earned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The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s not cancellable.  

During any applicabl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the Insured may give the Insurer written notice pursuant to Condition B. of Claims made against an 

Insured or Inquests involving an Insured, but solely with respect to any Medical Incident that takes place, or any Good Samaritan Act performed,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otherwise covered by this Policy. Such Claim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provided that notification of each Claim is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The coverage provided by any applicabl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not increase or reinstate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set forth in Item 3 of the 

Schedule. 

R.  Authorisation and Notices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act on behalf of all Insureds with respect to all matters as respects this Policy including:  

1.  giving of notice of any Claim, Inquest or circumstance;  

2.  the defence or settlement of a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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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ving and receiving of all correspondence and information;  

4. giving and receiving notice of cancellation of this Policy;  

5.  payment of premiums;  

6.  receiving of any return premiums;  

7.  receiving and accepting of any endorsements issued to form a part of this Policy; and  

8.  the exercising of any right to purchase an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 Changes 

1.  This Policy contains all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all Insureds concerning this insurance.  

2.  Except as respects any notice to the Insurer as set forth in Condition B., notice to any of the Insurer’s agents, or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y such 

agent or any other person, shall not constitute notice to the Insurer.  

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olicy will be not be waived, amended or modified except by written endorsement issued by the Insurer and made a part of 

this Policy. 

T.  Assignment of Policy 

This Policy and any and all rights hereunder are not assignabl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Insurer. 

U.  Mediation 

Any dispute or differenc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olicy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by agreement shall first be referred to mediation 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revailing mediation rules. If that dispute remains unresolved for 28 days 

following the final mediation meeting,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 accept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Republic of China to determine the 

dispute. 

V.  Choice of Law 

This Policy is governed by and shall be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Insuranc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lated law.  

W.  Headings 

The description in the headings and subheadings of this Policy (including any titles given to any endorsement attached hereto) is solely for convenience, and 

forms no part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overage. 

臺灣產物意外污染責任

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本保險單對於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在煉製、生產、鑽探等作業過程中;或各項產品、原料在儲存中或經由內陸運輸工具、輸送管線在

運輸、輸送途中，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污染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受有傷害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夫，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因前項保險事故所發生之必要清除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意外污染事故賠款，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單所訂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於超過該自負額部份之賠款負賠償之責。 

三、依據本保險單之規定，應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單「保險金額」欄所載各項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倘被保險人能以較少金額解

決者，應依該較少金額賠償之。 

四、因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之意外污染事故，致被保險人被控訴或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為抗辯或進行和解。 



 

第 272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凡有關賠償請求之民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另行給付之，不扣除自負額。倘實際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時，前項費用按

實際賠償金額與保險金額之比例由被保險與本公司分攤之。 

第二章 不保事項 

五、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在海上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在陸上發生而延伸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事先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他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依法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四）本保險單生效前即已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任何違反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有關法令之罰款或罰金。 

（七）因使用設備或運輸工具發生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而引起意外污染事故者不在此限。 

（八）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控制或租用之任何財產之損失。 

（九）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與被保險人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因執行職務而其身體受有傷害或其財物受有損失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1.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動(不論宣戰與否)、判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征用。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或惡意行為。 

3.火災、閃電或爆炸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火災、閃電或爆炸引起意外污染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4.颱風、地震、洪水或其他氣象上之異常現象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颱風、地震、洪水或其他氣象上之異常現象引起意外污染事故所

致者不在此限。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本保險單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第三人」係指下列以外之人： 

1.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 

所謂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係指受僱於被保險人，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受薪資之人，或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 

上班時間外非執行職務之受僱人視為第三人。 

2.為被保險人執行承包業務之承包商及其受僱人。 

所謂執行承包業務係指在承包工作地點執行承包工作及往返該地點途中而言。 

（二）「身體傷害」係指因意外污染事故所致第三人之體傷、疾病或死亡。 

（三）「財物損失」係指因意外污染事故所致第三人財產之毀損或滅夫，包括不能使用之損夫以及農、林、漁、牧之毀損或滅夫及其預期收益之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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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一個人身體傷害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污染事故，對一個人之身體傷害所負之賠償限額。如在同一次意外污染事故，有二人

以上遭受身體傷害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害之保險金額」為限。 

（五）「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及清除費用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污染事故對所有第三人財物損失以及必要清除費用所負之賠償限額。 

（六）「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保險單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之累計賠償總限額。 

七、被保險人對其受僱人之選任，應盡相當之注意，並應督導受僱人切實依照作業規範作業。 

八、被保險人應參照各種有關之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法規之規定，對各廠、礦區、設備或運輸工具、輸送管線作定期檢查維護，以防止意外污染

事故之發生。 

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

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十、本保險單所記載事，遇有任何變更，被保險人應於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經本公司業務主管部門簽批後始生效力。 

十一、本保險單得經被保險人或本公司以書面通知對方而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按全年保險費之日數比例退還。 

十二、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單所載及簽批之事項或其他約定，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四章 理賠事項 

十三、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之意外污染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知悉後立即以電話通知本公司，並於十五日內將事故發生情形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合理必要措施以防止損失之擴大並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盡可能保留發生意外污染事故之現場以接受本公司之勘查或檢驗。 

（四）立即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或有關訴訟文件之副本或影印本送交本公司。 

（五）提供本公司認為必要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其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但被保險人無法自行提拱者，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四、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之約定： 

（一）除必須之急救費用外，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承諾或給付賠款。但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二）在未取得和解書或法院確定判決書以前，不得向本公司要求任何賠償。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依據本保險單請求賠償時，不得有任何詐欺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四）倘對於意外污染事故之發生，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不得向該第三人拋棄追償權。 

十五、本保險單承保之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重複承保時，由其他保險契約優先賠償，本公司僅就超過該其他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部份

負賠償責任。 

第五章 其他事項 

十六、本保險單未規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之條款、要保書、批單、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本保險契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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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係指曾經、現在或即將為被保險公司的董事、監察人、重要職員，且經要保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列名於本保險契約者。但被

保險人並不包括： 

(一)被保險公司之破產管理人或清算人。 

(二)被保險公司外部稽核人員。 

(三)任何退休金或員工福利金計劃之受託人或管理人。 

(四)前三目規定人員之受僱人。 

二、「被保險公司」：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之第一項所載要保公司及其符合本保險契約所定義之從屬公司。 

三、「從屬公司」：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直接或間接控制或持有他公司，且被保險公司符合下列條件者，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一)被保險公司之控制或持有下列任一事項或情形： 

1.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2.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3.被保險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相同者。 

4.被保險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者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二)被保險公司依據本保險契約簽發地之專業會計準則採行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 

四、「非營利組織」：係指任何基於社會公益或慈善事業或工商團體目的而提供服務或福利予其會員，而非以獲取利潤為目的所設立的公司、機構、

協會、信託公司、基金或基金會。 

五、「外部組織」：係指被保險公司以外且於本保險契約上列名之公司或組織。 

六、「外部組織職務」：係指經被保險公司指派具被保險人身份之人擔任外部組織之重要職務。 

七、「保險期間」：係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第二項所記載之期間。 

八、「自負額」: 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之第四項所載金額。請參閱本保險契約第十九條之規定。 

九、「保險費」：係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第五項所記載的保險費及其批單上所記載之額外保險費。 

十、「賠案請求起算日」:係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第六項所記載之日期。請參閱本保險契約第十七條之規定。 

十一、「發現期間」：指於保險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仍可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之特定期間，但以發生於保險期間屆滿前之事故為限。請參閱本

保險契約第十六條之規定。 

十二、「錯誤行為」：係指被保險人於執行被保險公司或外部組織之職務時，所發生或被指控的義務違反、信託違背、過失、錯誤、不實或誤導性

陳述、違反授權的行為或僅因其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其外部組織公司董事、監察人、重要職員或其他職員職務而被提出之賠償請求。 

十三、「賠償請求」：係指被保險人因被指控之錯誤行為而接獲賠償請求通知，並要求被保險人為該行為之結果負賠償責任，包括被保險人被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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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並受金錢或非金錢賠償之要求；或被保險人因被指控之錯誤行為而受到法律、仲裁或行政程序之調查。 

十四、「抗辯費用」：指因遭受本保險契約承保之賠償請求所發生之抗辯及訴訟且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合理必要費用，但不包括被保險人之薪資或

其他任何報酬。 

十五、「僱傭行為賠償責任」：係指賠償請求人與受僱人(包括曾經、現在或即將為受僱之人)有關之下列行為或指控： 

(一)與僱傭有關的性騷擾或其他的不合法騷擾。 

(二)終止僱傭關係之行為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三)與僱傭有關的不合法歧視。 

(四)違反與僱傭有關的公平正義法則。 

(五)對僱傭條件有不實或誤導之陳述。 

(六)與僱傭有關的毀謗。 

(七)不當的不予雇用，升遷或給予任職合約。 

(八)不公平的剝奪工作機會。 

(九)不公平的要求或不公平的工作表現評估。 

(十)未提供或遵行適當的僱傭政策或程序。 

(十一)違反任何用以規範僱傭行為的法令。 

(十二)違反僱傭契約。 

(十三)侵犯與僱傭有關的個人隱私。 

十六、「調查」：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之錯誤行為，有關之調查、詢問、檢查或公開聽證。 

十七、「損失」：係指任何損害賠償金、判決金額、和解金額及本保險契約第七條之相關費用。損失並不包括法律規定之罰金或罰鍰、懲罰性賠償

金、或依法不得承保之任何事故。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如下： 

對於曾經、現在或即將擔任被保險公司的董事、監察人、重要職員（以下稱被保險人），因其在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上開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

之錯誤行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或其後之發現期間內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約定期間內通知本公司時，本公司同意依本保險契約約

定對被保險人所受損失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併購、創立、出售或解散從屬公司，對併購、創立日後或出售、解散日前擔任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重要職員因執

行職務所發生或被指控發生之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亦同意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予以賠償。 

被保險公司如欲加保該從屬公司被併購或創立日前，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得於要求加繳保險費及提供相關文件後，同意

擴大承保。 

對於被保險人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因執行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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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予以賠償。 

如被保險公司依據相關法令或與被保險人之協議，對前項被保險人之損失，亦負支付或補償責任時，就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應賠償金額部分，由

本公司負賠償責任，如被保險公司有所支出，視為代本公司墊付，本公司對被保險公司按其支出金額負償還之責。 

第四條 承保範圍二之特別約定 

本保險契約自動承保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之承保事項。但被保險公司併購或創立之從屬公司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根據被保險公司最近一期年報其總資產未增加逾百分之十。 

二、該從屬公司須於美國或加拿大以外地區登記。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因併購或創立從屬公司致增加其總資產超過百分之十或該從屬公司於美國或加拿大地區登記，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繳

保險費，及為該從屬公司修改承保條件後，本保險契約始擴大承保自該從屬公司被併購或創立日起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第五條 承保範圍三之特別約定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第三條第三款之承保事項。惟被保險人應先提供本公司相關文件，經本公司同意後，始予承保。 

但擴大承保事項不包括下列事項： 

一、外部組織本身與外部組織中其他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責任。 

二、任何由外部組織及其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對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 

三、任何由外部組織之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 

第六條 承保範圍四之特別約定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於： 

一、繼承人、遺產管理人及法定代理人、破產管理人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於被保險人死亡、喪失行為能力或破產時，因被保險人之錯誤行為而對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

提出之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但不包括對於繼承人、遺產管理人及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本身錯誤行為所為之賠償請求。 

二、配偶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於被保險人之配偶(不論此身分是由成文法或普通法或其他法域所賦予)就其身份為被保險人配偶時，因被保險人錯誤行為

而遭受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但不包括對於配偶本身錯誤行為所為之賠償請求。 

第七條 相關費用負擔 

本保險契約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後，在任何賠償請求的賠款或和解未支付或達成前，本公司同意支付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發生後所支出之下列費

用，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代表被保險人先行支付： 

一、抗辯費用。 

二、調查費用，因調查而發生之合理的法律費用及支出。 

被保險人如喪失損失補償的權利或不得享有本保險契約的權益時，前項本公司已支付款須返還本公司。被保險人得依本保險契約受領賠償時，前

項本公司已支付款項，應併計入賠償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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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負賠償責任: 

一、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 

被保險人的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經法院判決確定；或被保險人所獲得之個人利得或利益，經法院判決為不當得利。 

但不得因任何一被保險人之作為、事實或知情的事項違反本項之約定，而推定其他被保險人亦違反本項之約定。 

二、發生於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賠案請求起算日」前的任何法律程序或訴訟。 

三、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向其他保險單就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情形、行為、疏失申請備案或已提出理賠申請。 

四、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悉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情形、行為、疏失。 

五、提出賠償請求者為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但下列賠償請求本公司仍予以承保及依約定理賠： 

(一)基於僱傭行為賠償責任提出之賠償請求。 

(二)由單一股東或股東集體以被保險公司名義主動提出之賠償請求，但以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並無協助或參與者為限。 

(三)由被保險公司監察人以被保險公司名義，或基於單一股東或股東集體權益主動提出之賠償請求，但以其他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並無協助或

參與者為限。 

(四)由被保險公司破產管理人提出之賠償請求，但以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並無協助或參與者為限。 

六、賠償請求係因被保險人擔任下列任一職務所引發： 

(一)任何退休金或員工福利金計劃之受託人或管理人。 

(二)被保險公司外部之稽核人員。 

七、任何可歸因於污染所致之體傷、死亡、疾病、財損、費用支出、損失、法律責任及義務，包括由股東提出或與污染有關之衍生性賠償請求。 

污染包括事實的、被指控的或可能的有污染物質存在於環境中或排放污染物質進入環境。污染物質係指具有或被指控具危害性或危險性使環境遭

受不潔的物質。前述之環境包括空氣、土壤、水道、水、水源、結構體及其內之空氣。 

八、賠償請求係因核能輻射或放射性危險物質所致。 

九、賠償請求原因為下列之一： 

(一)任何人的體傷、疾病、死亡或精神損害，但關於僱傭行為賠償責任之精神損害，不在此限。 

(二)任何實體財物之毀損滅失，包括使用收益損失。 

第九條 保密約定 

被保險公司得透露已支付或同意支付保險費購買本保險契約以保障被保險人之責任。但未經本公司事先的書面同意前，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皆

不得揭露本保險契約及其承保條件內容。但若法律規定須披露承保條件內容時則不在此限。 

第十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一、本公司就承保損失所應賠付之最高賠償責任，悉以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發現期間內之保險金額屬於上述保險期間

內保險金額之一部分，而非額外之保險金額。本保險契約第七條之相關費用亦為損失之一部分且適用上述保險金額賠償責任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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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賠償請求，係因單一錯誤行為或可歸因於該單一錯誤行為之相關行為，而對任一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時，則該兩個

或兩個以上之賠償請求將視為單一賠償請求。此單一賠償請求發生時間之認定以保險期間內首次賠償請求之提出或已有通知可能發生之賠償請

求，以孰者為先而認定之。 

第十一條 合理注意義務 

被保險公司及被保險人應盡合理之注意義務以避免或減少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 

第十二條 不實之陳述詐欺 

訂立契約時，要保公司對於本公司有為隱匿事實或為不實之陳述時，本公司得依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十三條 要保書之陳述及連帶責任適用之排除 

本公司係依據要保書、附件及其他資料之陳述為危險評估及承保與否之依據。 

所有要保之陳述均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但要保書(包括要保書所檢附之陳述及其詳細內容)應視為個別被保險人之個別要保書。任一被保險人

之陳述及明細內容或資訊將不得被引用以對抗其他被保險人應享有之權利。 

第十四條 公司合併及收購 

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公司為他公司合併或收購，或任何其他個人或組織持有被保險公司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時，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將只適用

於該合併或收購交易或其法律行為生效日前承保之錯誤行為。 

因上述之變動，要保公司可選擇下列方式處理：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本公司將依書面通知所載之終止日期按短期費率計算未滿期保費並返還之。 

提供本公司所需之資料並同意繳交增加之保險費時，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仍繼續有效。 

第十五條 通知義務 

本保險契約之賠償責任以賠償請求、事故通知、調查首次在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或最遲於保險期間屆滿後四十五日內，或於發現期間或發現

期間屆滿後四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應與本公司合作並以書面方式提供相關資訊，協助本公司調查及確認本保險契約應負之責任，並確認因賠償請求或可能導

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或情形所應負之責任。 

若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知悉因其錯誤行為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或情形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本保險契約對於任

何事後基於此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而產生的賠償請求，均視同已於上述通知時間通知本公司。錯誤行為的通知應包含與錯誤行為有關之詳細資料。 

第十六條 發現期間 

本公司或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屆滿時如拒絕續保，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為期九十天之發現期間，或繳付全年度保費之百分之五十展延發現期間

為十二個月。 

本公司對保險期間屆滿前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於保險期間及其後之發現期間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發現期間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但本公司對於發現期間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而致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責任。 

發現期間之起算自保險期間屆滿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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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公司若選擇十二個月之發現期間，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第十七條 賠案請求起算日 

本公司擴大給付發生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但在賠案請求起算日以後的首次受賠償請求之任何法律程序或訴訟。 

對於前項之給付，並不增加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且仍適用本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之規定。 

第十八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不負賠

償之責；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證人之義務。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賠償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

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九條 自負額 

針對每一事故的賠償請求，被保險人應先行支付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損失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責任。 

若有本保險契約第十條第二項所約定之情事時，雖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賠償請求，仍適用同一自負額。 

若一損害賠償之提出係對一次以上錯誤行為時，被保險人應就每一錯誤行為所發生之損失負擔自負額。 

第二十條 損失分擔 

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若受請求之對象包括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或牽涉有非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的事故或損失時，本公司與被保險人應以公平

合理方法分擔相關之抗辯，和解及賠償等費用及損失。 

第二十一條 代位權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之求償權利或有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賠償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於受妨害未能求償之金

額範圍內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之。 

被保險人為保全本公司之求償權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賠償金額後即取得被保險人對他人之求償權。被保險人應提供協助與合作保全該項求償權利。 

第二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之應負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應負同一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對該項賠償責任僅負保險金額比例分攤之責。 

第二十三條 承保地區 

除非經雙方特別約定予以限制者外，本保險契約適用發生於世界各地的承保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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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或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公司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公司或被保險人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本公

司台北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重大

情事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重大情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被保險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首次發生之重大情事致被保險公司

遭受重大情事損失時，本公司依據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重大情事」係指： 

（一）任何非被保險人或非代表被保險人之個人或組織，以公開或私下方式向被保險公司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所為敵意或強行購併之出價或要

約，使被保險公司全部或大部分之資產為其他組織、個人、組織團體或個人團體所收購或購買而被合併。 

（二）基於被保險公司財務長合理意見，任何導致或可能合理導致被保險公司股價重大變動之下列事件： 

1.發布被保險公司有債務不履行情事或有意不履行債務之公開訊息。 

2.發布被保險公司進行或有意進行債務重整之公開訊息。 

3.發布被保險公司有延遲給付，或已決定不給付，或有意延遲或不給付預定發放之股利之公開訊息。 

4.發布被保險公司員工過剩或將裁員之公開訊息。 

5.發布被保險公司有一位或一位以上高階經理人員死亡、辭職、中止僱用或解聘之公開訊息。 

6.發布被保險公司或第三人已申請或有意申請結束公司營運之公開訊息。 

7.發布被保險公司已遭遇或可能遭遇訴訟、監理或政府程序之公開訊息。 

8.發布下列情事之公開訊息： 

（1）被保險公司流失重要的客戶或顧客。 

（2）被保險公司喪失其為一方當事人之重要合約。 

（3）被保險公司非預期地喪失商標、著作權或專利權； 

9.發布被保險公司已經或被指控對人身造成體傷、生病、疾病、死亡、精神傷害，或對實體財產造成損害或破壞，包括使其無法使用，而導致或

可能導致對被保險公司提出之集體訴訟或代表訴訟之公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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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發布被保險公司於特定期間之實際或預期收入或營業額遠較下列任一數額為低之公開訊息。 

（1）被保險公司前一年度同期之收入和營業額。 

（2）被保險公司先前就該特定期間之收入或營業額所發布之公開訊息或預測。 

（3）非由被保險公司所僱用、任用或聘用之證券經紀商、基金經理人、投資顧問或其他證券分析師所公布之被保險公司之任何收入或營業額預

測。 

11.發布被保險公司非預期地收回或延遲生產重要產品之公開訊息。 

12.發布被保險公司修正先前提供予相關單位之財務報告之公開訊息。 

13.發布被保險公司已經或有意銷除 20%或 20%以上之資產之公開訊息。 

二、「重大情事損失」係指於重大情事期間或於預期重大情事發生前 90天內所產生之合理必要費用。不論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是否確實因重大

情事受到賠償請求，或於受賠償請求時，不論該費用發生時點係先於或後於任何賠償請求。 

「重大情事損失」係關於下列各項之支出： 

（一）重大情事危機管理人提供被保險公司與重大情事相關之重大情事危機管理服務之酬金及費用。 

（二）因處理承保之重大情事，任何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代理人所需之差旅費用。 

（三）因處理承保之重大情事所產生之廣告文宣、印刷或郵寄之費用。 

三、「重大情事危機管理人」係指由被保險公司所延聘，就重大情事提供重大情事危機管理服務之任何危機管理人、公共關係顧問、律師、會計

師、證券經紀商、投資顧問或其他個人或組織。 

四、「重大情事危機管理服務」係指重大情事危機管理人為避免或減少被保險公司因重大情事所致之任何實質或潛在負面影響或結果，而對被保

險公司所提供之所有諮詢或服務。 

五、「被保險公司股價重大變動」係指被保險公司之股價，依照其掛牌上市之當地國家之證券交易所普通股股價指數為評量標準，其每股股價於

48 小時內跌幅至少超過股價指數變動之 10%。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附加條款對於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於本保險單生效日前發生之任何法律程序或其他程序。 

二、 於本保險單生效日前，任何已依其他現存或已失效之保險單為通知之任何事實、情況、行為、不作為或賠償請求。 

三、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單生效日前己知悉，任何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情況、行為或不作為。 

四、 因污染有關之任何身體傷害、財物損害、費用、成本、損失、責任或法律上責任，包括肇因或可歸因於污染之股東或代位賠償請求所致者。 

五、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第九款不適用而予以刪除。 

第四條 一般事項 

本附加條款，另適用下列一般事項： 

一、 因重大情事而產生之所有重大情事損失，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賠償限額係外加於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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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賠償限額。 

二、 被保險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承保之任何重大情事損失毋須支付任何自負額。 

三、 被保險公司就重大情事損失支出費用毋須事先取得本公司書面同意。 

四、 被保險公司應於重大情事首次發生之日起 30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五、 重大情事開始於被保險公司之任一董監事或重要職員首次知悉重大情事之日起，終止於重大情事賠償限額已耗盡或重大情事危機管理人通

知重大情事已告結束時，兩者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投資

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賠償請求

或調查係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投資銀行業務者，包括但不限於與該等業務相關之任何必要揭露事項，本公司就相關損失不負任何賠償責

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投資銀行業務」係指包含承銷、聯貸、聯合承銷或行銷任何與下述相關之有價證券或合夥利益：任何實際上、被指稱或被威

脅為合併、併購、出脫股權或撤資、公開收購、委託書徵求、融資購併、民營化、自願或非自願重整、資本結構重組、資本重估、分割、初級或

次級市場之有價證券發行(不論為公開發行或私募)、處分或出售某企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資產或股權、為任何企業或組織增資或籌資之行為、任

何證券經紀商或自營商以本身帳戶為購買或出售有價證券、任何被保險人身為有價證券之業務員或為市場造市業務所從事之行為(包含未成功之

造市業務)、或與上述相關之任何必要揭露事項。投資銀行業務亦包括針對任何上述行為所提供提議或建議，或提供書面意見。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洗錢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洗錢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洗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如係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實際或被指控之洗錢或相關金融犯罪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洗錢或相關金融犯罪」其定義與任何法令、法律、規則、法規、國際公約、慣例或協議，針對有關非法現金流通或通貨交易

所為之定義(或針對相同犯罪行為所為之定義)相同。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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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資金

募集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資金募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在保險期間內，任何實際或計畫進行之有價證券之私募

或公開發行有關之賠償請求或調查，本公司就該損失不負任何賠償責任；但本除外不保事項於該等私募或發行之總金額等於或低於本附加條款第

二條約定金額時，不適用之。 

第二條 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限額 

本附加條款所指之約定金額如下： 

一、在美國交易所掛牌之股票：  

二、未在美國交易所掛牌之股票： 

三、在美國交易所掛牌之債券或票券： 

四、未在美國交易所掛牌之債券或票券： 

五、美國境內之私募： 

六、美國境外之私募： 

七、任何地區之初次公開發行：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給付

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第一條 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直接或間接基於、

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下列事由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對任何專職或兼職之國內或國外的公務員、代理人、代表、受僱人、其家族成員或其關係企業所為或為其利益所為之給付、佣金、餽贈、利益、

或任何其他贈與；或 

對任何專職或兼職之國內或國外的公務員、代理人、代表、受僱人、或被保險公司之客戶或潛在客戶、其家族成員或其關係企業（根據被保險公

司所在地之管轄權內規範前開事項之相關法律、章程或其他法規之定義範圍內，包含其任何重要職員、董監事、代理人、所有權人、合夥人、代

表人、主要股東或受僱人) 之成員、或被保險人所為或為其利益所為之給付、佣金、餽贈、利益、或任何其他贈與；或 

國內或國外之政治獻金。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金融

第一條 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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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直接或間接基

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提供或計畫提供專業服務、商品予任何人，或被指控因與下列範圍相關之行為、錯誤或應作為而不

作為所造成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該專業服務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經紀人、自營商、財務顧問、投資顧問、投資銀行、投資經理人、

清算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不動產共同投資發起人所提供之服務；或被保險公司信託部門所提供之服務，或個人、合夥、公司組織或政府組織之

受託管理人、其他受託人或代理人所提供之服務；或任何與上述服務有相同功能者；或任何其他專業服務。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專業

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直接或間接基

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提供或計畫提供專業服務予任何人，或與其相關之行為、錯誤或不作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法人

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法人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一款「被保險人」之

名詞定義擴大包含下述法人董監事： 

「法人董監事」係指法人股東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當選為被保險公司及/或其外部組織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指定自然人

代表其行使於被保險公司及/或其外部組織之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金融

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

保監督疏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疏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

直接或間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提供或計畫提供專業服務、商品予任何人，或被指控因與下列範圍相關之行為、錯誤

或應作為而不作為所造成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該專業服務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經紀人、自營商、財務顧問、投資顧問、投資銀行、

投資經理人、清算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不動產共同投資發起人所提供之服務；或被保險公司信託部門所提供之服務，或個人、合夥、公司組織

或政府組織之受託管理人、其他受託人或代理人所提供之服務；或任何與上述服務有相同功能者；或任何其他專業服務。 

惟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不適用於被保險人被指控對於前開提供或未能提供專業服務者疏於監督管理，所遭受任何股東代位或股東集體訴訟之賠償

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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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特定

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

-無勸誘行為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無勸誘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

就任何直接或間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由持有或控制被保險公司_______％或以上已發行股份之任何人或代其所提出之任何賠償請求之損

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惟上述股東所提出之賠償請求，其提起與持續進行係完全獨立且完全沒有來自任何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之勸誘、協助、積極參與或干預者，本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不適用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智慧

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下列相關之事項，

而對被保險人主張，因其所產生、以其為基礎、以其為原因或與其有任何關連之賠償請求所致相關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對於營業秘密之

剽竊、抄襲或侵害，或對於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或服務表徵、商號或商品名稱、服務標章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侵害。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續約

承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續約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係就本公司先前出具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換約繼續承

保時，本公司同意擴大承保被保險人於先前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應通知而未通知之任何賠償請求或可能會導致賠償請求之任何錯誤行為，但仍

須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提出賠償請求或通知，並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應通知而未通知之日與實際通知日期之間，主保險契約須已銜接本公司先前所出具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險保險契約。 

二、主保險契約之條款、承保內容、保險金額之適用及理賠處理仍依原應通知日所應歸屬之先前保險期間的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險保險契

約之規定辦理。 

三、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二、三、四項之規定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但因詐欺意圖而未揭露者仍不予理賠。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第一條 特定事件除外不保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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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特定

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特定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直接或間接基

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與下列事件相關之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保險

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得因下列事由之ㄧ而終止或解除： 

一、 本公司因被保險公司未支付保險費而立即解除。 

二、 因本公司收到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列第一順位之公司之書面通知而終止。倘主保險契約先前並無任何賠償請求、調查、事實或曾通知本公

司任何可能造成賠償請求之情事，本公司將依短期費率表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三、 由本公司與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列第一順位之公司合意後終止。 

倘主保險契約有任何賠償請求、調查、事實或曾通知本公司任何可能造成賠償請求之情事，則保險費視為已滿期且將不予退還。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公司

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公司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將為被保險公司支付，就被保險公司

在生效日後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如有適用）內，首次被指控有僱傭上錯誤行為而遭受賠償請求之所有損失。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生效日」係指 [填寫日期]。 

二、 「自負額」係指本附加條款條件第四條第二款所列之金額。 

三、 「僱傭行為持續日」係指下列之時間點中較早者： 

〈一〉本附加條款之生效日，或 

〈二〉本公司首次承保被保險公司之僱傭行為之生效日，且至本附加條款之生效日仍持續有效者。 

四、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一款有關被保險人之定義應包含被保險公司在內，惟僅限對該被保險公司因僱傭上錯誤行為之賠償請求者。 

五、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十七款「損失」修改如下： 

〈一〉被保險人就賠償請求，於法律上應負擔之任何損害賠償、裁決金額或和解金額； 

〈二〉抗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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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準據法所允許承保之加重損害賠償及懲罰性或懲戒性之損害賠償，但不包括與僱傭上錯誤行為有關之賠償責任（惟前述但書不包括就誹

謗所提起之賠償請求，即使其涉及僱傭上錯誤行為）； 

損失不包括： 

〈一〉法律規定之罰金或罰鍰或其他依準據法所不得承保之任何事故；或 

〈二〉稅金或與稅金有關之應支付款項；或 

〈三〉損害賠償裁決中加倍賠償的部分；或 

〈四〉任何性質之員工福利，包括但不限於提供長期服務金(包括退休金)、資遣費、紅利金、股票或股票選擇權、公司代步車、旅遊津貼、教育

和訓練補助、住房補助、醫療或牙醫費用、手機或其他電話費用等；或 

〈五〉未來之薪資或工資，包括佣金。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於本附加條款下，與下列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相關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僱傭上錯誤行為，而該行為係發生於僱傭行為持續日或之前者； 

二、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於明示的僱傭契約或協議下應負之賠償責任，除非在該僱傭契約或協議不存在的情況下，被保險公司

亦須負賠償責任者。 

第四條 一般事項 

於本附加條款下，應適用以下條件： 

一、 就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因被保險公司之僱傭上錯誤行為而導致之所有賠償請求，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

屬限額為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賠償限額的一部分。 

二、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僅須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任一在美國或加拿大法院管轄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或在美國或加拿大和解之賠償請求，其自負額為               。 

〈二〉任一在美國或加拿大以外地區之賠償請求，其自負額為               。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公司

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

主保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公司在生效日後，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如有適用）內，首次因其被指控有錯誤行為而遭受任何有價證券賠償請求

之損失，由本公司為被保險公司支付。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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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效日」係指 [填寫日期]。 

二、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一款有關被保險人之定義應包含被保險公司在內，但僅限於有價證券賠償請求。 

三、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十七款「損失」修改如下： 

「損失」係指 

〈一〉被保險人就賠償請求，於在法律上應負擔之任何損害賠償、裁決金額或和解金額；及 

〈二〉抗辯費用；及 

〈三〉適用法律所允許承保之加重損害賠償及懲罰性或懲戒性之損害賠償。 

「損失」不包括： 

〈一〉法律規定之罰金或罰鍰或其他依法不得承保之任何事故；或 

〈二〉稅金或與稅金有關之應支付款項；或 

〈三〉損害賠償裁決中加倍賠償金額的部分；或 

四、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係指於下列情形，被保險公司被指稱違反任何國家之證券法令之賠償請求或遭到任何行政或監理程序以外之調查： 

〈一〉由任何個人或組織指控、肇因於、基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出售、出售之要約或要約之引誘； 或 

〈二〉由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之持有人，直接或代被保險公司提起者。 

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不包括僱傭上錯誤行為被指控或肇因於股票或股票選擇權之損失，或未能收到股票或股票選擇權。 

五、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十二款「錯誤行為」修改如下： 

「錯誤行為」係指 

〈一〉被保險人於擔任被保險公司、其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其他受僱人職務時，任何實際或被指稱有背信、錯誤、不作

為、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過失或違反義務；或 

〈二〉被保險人於擔任以上職務時，任何實際或被指控之僱傭上錯誤行為而被請求；或 

〈三〉被保險人單純因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其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而被請求之情事；或 

〈四〉被保險公司實際或被指控背信、錯誤、不作為、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過失、違反義務或違反被保險公司擔保責任，但僅與有價證券賠

償請求有關者為限。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於本附加條款下，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增訂下列事項： 

一、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外部組織、非營利組織或被保險人所涉及任何繫屬中或先前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民事、刑事、監理、行政程序或官方調查程序），而其發動或開始於生效日之前，或指稱或源於與繫屬中或先前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所被指稱之

原因事實或事件相同或實質相同者。 

二、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曾為、現為或將成為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列公司之執行長、常務董事/執行業務董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

經理或其他相當職位者之任何人之任何行為，經任何法院確定之判決或宣告，認定其係基於故意欺騙，且對於系爭案件之判定有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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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違反任何被保險公司本身或代其提出或提供之擔保、保證或聲明，且倘使被保險公司本身沒有疏失或未

缺乏合理注意，仍然因為該違反行為而被起訴者； 

四、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對被保險公司就任何公司之有價證券給付為不適當或不公平之價格或對價之指控，惟此一除外不保事項並不適

用於抗辯費用。 

第四條 一般事項 

於本附加條款下，應適用以下條件： 

一、主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第三項所列之金額，為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擴大承保或附加條款所承保之所有賠償請求所生之所有損失

應賠償之保險賠償限額（包括對被保險公司之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不因賠償請求或調查之次數、提出請求之被保險人人數、賠償請求或調查之

金額或提出時間，而有不同。 

二、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僅須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任一在美國或加拿大法院管轄範圍內，或在美國或加拿大和解之有價證券賠償請求，其自負額為          。 

〈二〉任一在美國或加拿大以外地區之有價證券賠償請求，其自負額為          。 

三、主保險契約第十三條增訂下列事項： 

為確定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僅有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列公司之執行長、常務董事/執行業務董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其他相

當職位者之任何人所為之聲明或持有之資訊，始能被援引對抗被保險公司。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專業

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

督管理疏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管理疏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

任何直接或間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提供或計畫提供專業服務予任何人，或與其相關之行為、錯誤或不作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

不負賠償責任。 

但單純基於或肇因於任何指控被保險公司疏於監督管理其受僱人所致之損失，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不適用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產品

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產品責任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對於任何產品實際上或被指稱不作用或作

用所直接導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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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調查

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調查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相關費用負擔」修改如下： 

一、 本公司將為被保險人支付與調查相關之法律代理費用，惟不包括被保險公司已實際償付被保險人，且相關法令要求或允許被保險公司補償

被保險人之損失。 

二、 本公司將為被保險公司支付與調查相關之法律代理費用，惟以相關法令要求或允許被保險公司預先支付或補償被保險人，且被保險公司已

實際償付被保險人者為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十六款「調查」修改如下： 

「調查」係指: 

〈一〉在美國境外，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首次被要求出席與被保險公司業務或活動有關之任何官方調查、檢查或詢問。 

〈二〉在美國境內： 

1.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首次被要求出席與被保險公司業務或活動有關之任何民、刑事或行政調查程序，而被保險人係經調查機關以書面通知

將對其展開前述調查程序，包含申訴或其他救濟程序文件之送達、起訴狀或類似文件之回報或告發文件之提出或簽收。 

2.在與證券交易委員會或類似州立之機關或大陪審團就被保險公司之業務或活動有關之調查案中，指傳票首次送達被保險人後之程序。 

二、 「法律代理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調查之法律代理，於法律上有義務支付之合理法律費用，並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但不包括薪資或被

保險公司任何董監事或重要職員或受僱人之其他酬勞），且不超過本附加條款第三條所列之限額；惟以該費用係無法自任何其他保險獲得補償，

或無法從公司補償相關法令或契約規定以外之其他補償機制而獲得預付或補償者為限。 

三、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十七款「損失」修改如下： 

「損失」係指 

〈一〉被保險人就賠償請求，於法律上應負擔之任何損害賠償、裁決金額或和解金額；及 

〈二〉抗辯費用；及 

〈三〉法律代理費用； 

損失不包括： 

〈一〉法律規定之罰金或罰鍰或其他依法不得承保之任何事故；或 

〈二〉稅金或與稅金有關之應支付款項；或 

〈三〉損害賠償裁決中加倍賠償的部分；或 

〈四〉任何性質之員工福利，包括不限於提供長期服務金、資遣費、獎金、股票或股票選擇權、公司代步車、旅遊津貼、教育和訓練補助、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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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醫療或牙醫費用、手機或其他電話費用等。 

第三條  一般事項 

於本附加條款下，應適用以下條件： 

本公司所負之「法律代理費用」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___________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

另外計算。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獨立

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獨立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支付每位獨立董事或為其支付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惟

限於： 

一、責任限額；及 

二、所有獨立董事可自被保險公司、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獲得到的損失補償均已用盡者，且符合下列事項者： 

(一)任何先前或目前由獨立董事投保之其他保險單，其責任限額已用盡 ；或 

(二)任何先前或目前為獨立董事投保或指定其為受益人之保險單（但不包括第（一）目所指之保險單），其責任限額已用盡。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獨立董事」係指任何於被保險公司擔任獨立董事或非執行董事職位之自然人。 

第三條  保險金額 

對於每一位獨立董事之責任附屬限額以___________為上限，該次限額應包含在本條第二項所列之金額內，而非另外計算。 

對於所有獨立董事之責任附屬限額以___________為上限，為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所有獨立董事之所有損失，所應賠償之最高累計責任

限額，不因賠償請求或調查之次數、提出請求之獨立董事人數、賠償請求或調查之金額或提出時間，而有不同。 

本附加條款責任限額為一獨立之限額，不包含在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賠償限額內，應另外計算。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違反

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

案及證管法規除外不保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證管法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被保公司直接或間接肇因於，或可歸因於，或以任何形式，實際上或被指控，違反員工退職安全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1974(USA)或其增修條文的任何規定。 

肇因於，可歸因於或因其而衍生之任何實際或被指稱，由於違反美國 1934 或 1933 證券交易法案或美國聯邦或州法令或其增修條文的任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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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起之賠償請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完全

追溯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完全追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承保範圍完全追溯承保被保險人或被保公司之錯誤行為，不

論實際或被指控之錯誤行為於何時發生。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錯誤

行為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錯誤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十二款「錯誤行為」變更如下： 

一、 被保險人於其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其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其他受僱人職務時，實際或被指稱有背信、錯誤、不作為、

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誹謗、過失或違反義務；或 

二、 被保險人擔任以上職務時實際或被指稱之僱傭上錯誤行為；或 

三、 被保險人單純因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其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而被提出請求之情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

辯費用與股東污染訴訟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辯費用與股東污染訴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擴大承保下列事項： 

一、與污染相關的抗辯費用：對於因污染訴訟所致的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________元；此一限額為承保

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 

二、股東污染訴訟：本公司對於因股東污染訴訟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三、前兩款擴大承保事項以保險期間內或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發現期間內初次向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且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通知方式於

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污染物：指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固體、液體、氣體、生物體、放射性物質或高溫刺激物、毒性或危險物質，或污染物，包含石棉、鉛、煙霧、

蒸氣、灰塵、纖維、黴菌、孢子、真菌、微生物、煤灰、臭氣、酸、鹼、化學物質及廢料(包含回收、再製或再生處理之物質及核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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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訴訟：指因排出、散佈、釋放或洩漏污染物所致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外派董事賠償請求。 

三、股東污染訴訟：指因污染物排出、散佈、釋放或洩漏，而由股東指控董事及/或被保險公司之義務違反，所提出的書面通知、損害賠償或其

他補償的請求。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

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關於抗辯及和解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八條之規定，另約定如下： 

被保險人有權利並有責任對任何賠償請求進行抗辯及爭論。本公司有權完全參與涉及或合理預見將涉及本公司的抗辯或和解協商。被保險人應提

供合理的協助，並配合提供本公司要求提供的相關資訊。 

本公司同意在合理及必要的情況下，各被保險人為避免實質上的利益衝突得分別聘請其法律代理人。 

倘若賠償請求是由被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提出者，本公司並無義務或責任就該賠償請求與任何其他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進行溝通。 

本公司有權利並有責任就下列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非美國地區賠償請求）進行抗辯及爭論： 

一、由被保險公司或其代表人所提起者；或 

二、由被保險人擔任外派董事或任職的外部機構、或該外部機構的代表人所提起者。 

若本公司認為前項一、二兩款之賠償請求有必要委託法律顧問處理，則被保險人應委託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的法律事務所以代替本公司進行抗

辯及爭論之權利與責任。 

非經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本公司不得對任一賠償請求逕行和解。若被保險人拒絕本公司提出的和解建議，則本公司對此一賠償請求之損害賠償

及/或抗辯費用的賠償責任不超過該和解建議提出時之金額及抗辯費用。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

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

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一款「詐欺、

不誠實或犯罪行為」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一、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 

經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下列行為所

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一）不誠實、詐欺的作為或不作為；或 

（二）被保險人不能合法受有的利益或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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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因任何一被保險人之作為、事實或知情的事項違反本項之約定，而推定其他被保險人亦違反本項之約定。 

第二條  一般事項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七條新增內容如下： 

預付抗辯費用： 

於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本公司應預付抗辯費用： 

一、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自負額已用盡； 

二、於本公司收到詳細記載的抗辯費用收據後三十日內且該收據需經本公司認可。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被保險人同意未經本公司事前的書面同意，不得任意支出任何抗辯費用。本公司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此抗辯費

用的支出。對於未經本公司事前的書面同意所產生的抗辯費用，本公司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若發生本保險契約第八條第一款「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所約定之情事，即經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

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或被保險人承認其屬實的情形，本公司將停止支付抗辯費用。基此而言，被保險

人就其個別取得的利益，有責任分別返還本公司所有已支付的抗辯費用。若本保險契約第八條第一款一、二項所述之行為經司法終局判決確定、

仲裁判斷確定，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最終決定，本公司將要求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返還本公司所有已支付的抗辯費用。 

若被保險人就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提起上訴，被保險人應提供必要協助並

配合提供本公司要求之資料。一旦司法終局判決確定、仲裁判斷確定，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最終決定，推翻了先前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

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構成本保險契約第八條第一款「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

法行為」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該上訴程序中所支付的抗辯費用應付保險給付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對於過去、現在或即將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

外部組織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因執行職務被指控錯誤行為之賠償責任。 

前項規定如該外部組織已有其他有效保險且由該外部組織補償者，本擴大承保事項僅對損失超過該部分者負賠償責任，但如該外部組織之有效保

險係由本公司所提供者，則本擴大承保條款所有損失之累積責任限額，應扣除本公司已償付該外部組織及其董監事和重要職員之金額。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外部組織」係指被保險公司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時，持有其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低於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任何由下列外部組織對其董監事，重要職員提出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之責： 

一、保險契約列明之外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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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組織或被保公司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時持有其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低於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一款第三目，「被保險人」之

名詞定義擴大包含被保險公司為員工福利所設置之年金、退休金或員工福利基金之受託人。 

第二條  不保事項 

一、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五款增列第五目，內容如下： 

（五）由任何被保險公司為員工福利所設置之年金、退休金或員工福利基金之受託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 

二、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六款第一目不適用而予以刪除。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

職員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本保險契約未續保亦未被其他董監事暨重要職員

責任保險所取代，且未購買發現期間，本保險契約應依照累積責任限額，擴大承保於未續保日起算_________月內，對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提

出之賠償請求。 

前項所稱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係指於保險期間屆滿前，除資格不符以外之任何原因，已停止擔任該職位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刑事

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刑事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任何刑事抗辯費用所負之所有累積責任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賠償限額的一部分。 

然而，僅在被保險公司因失去清償能力而無力預先支付或補償抗辯費用時，本公司對任何刑事抗辯費用所負之所有累積責任限額為承保明細表第

三項所列之保險賠償限額。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第一條  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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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破產

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基

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以下任一事由之賠償請求或調查的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公司破產、失去清償能力、清算、被接收或被接管(無論自願性或非自願性)。  

二、 任何錯誤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或造成被保險公司一部或全部之破產、失去清償能力、清算、被接收或被接管(無論自願性或非自願性)。 

三、 由被保險公司或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債權人、接管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外部監管人所提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制裁

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制裁限制除外不保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依據聯合

國決議有關制裁、禁令或限制之國家；或經歐盟、英國或美國法令規章或貿易制裁之國家，不提供保險保障，亦不負保險理賠及任何利益給付之

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

職員或受僱人所提出之

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受僱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由被保險

公司之前任董事、監察人、重要職員或受僱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不受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五款之限制。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一款「被保險人」之

名詞定義擴大包含曾經、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為被保險公司的受僱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

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第五條承保範圍三之特別約定變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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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對於過去、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因執行職務被指控錯誤行

為之賠償責任。 

前項規定如該外部組織已有其他有效保險且由該外部組織補償者，本擴大承保事項僅對損失超過該部分者負賠償責任，但如該外部組織之有效保

險係由本公司所提供者，則由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全部損失之總責任額應為減去該外部組織於其保單首頁所載責任限額後之餘額。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五款應修改如下： 

五、「外部組織」：係指任何非營利組織，或其非被保險公司之從屬公司但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直接或間接持有其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

之二十(含)但小於或等於百分之五十之公司。惟該組織或公司須非設立於美國或加拿大且無有價證券在美國或加拿大之證券交易所上市。除前述

定義外，外部組織亦包含下列載明於外部組織名單之公司。 

外部組織名單：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保險契約對任何由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外部組織，或其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或持有該外部組織在外發行流通股權     %或以上的股東，

對於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提出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

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四條承保範圍二之特別約定變更如下： 

本保險契約自動承保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之承保事項，但被保險公司併購或創立之從屬公司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根據被保險公司最近一期年報其總資產未增加逾百分之____。 

二、該從屬公司之有價證券未於美國或加拿大之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因併購或創立從屬公司致增加其總資產超過百分之___或該從屬公司之有價證券於美國或加拿大之證券交易市場掛牌

交易，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繳保險費，及為該從屬公司修改承保條件後，本保險契約始擴大承保自該從屬公司被併購或創立日起被保險人的錯誤

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非

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

第一條  一般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非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符合被保險人定義之非執行董事，本保險契約對其之效力不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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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保險契約第十二條所述不誠實行為之影響，但該非執行董事須提供充分證據證明主保險契約第十二條所述詐欺，隱瞞或不實陳述與其無關。 

本公司得依前述情形決定是否返還保險費或變更承保內容。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緊急

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

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緊急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相關費用負擔增列以下文字： 

倘被保險人在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產生前，不可能取得本公司書面同意之情況下，被保險人得以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保險金額的

______為上限(此限額係包括於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保險金額之中，而非額外之金額)，先行支付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但須符合下

列所有條件： 

一、 如經確認被保險人無權支付該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本公司得要求返還之。 

二、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應在首次產生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日起三十日內通知並取得本公司書面同意。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職業

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

或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職業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因違反職業安全及衛生相關

法令(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而遭受賠償請求時，所產生的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 

本附加條款無自負額之適用。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董監

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

上限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或為其支付要保公司之每位董事、監察人或重

要職員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惟限於： 

一、本附加條款約定之責任限額；及 

二、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可自被保險公司、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獲得到的損失補償均已用盡者，且符合下列事項者： 

(一)任何先前或目前由前述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投保之其他保險單，其責任限額已用盡；或 

(二)任何先前或目前為前述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投保或指定其為受益人之保險單（但不包括第（一）目所指之保險單），其責任限額已

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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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係指因被保險公司基於以下理由無法補償被保險人:  

一、 適用法令所禁止；或 

二、 依該被保險公司之公司章程、註冊登記、規章、合約或類似文件所禁止；或 

三、 依中華民國法律或任何具有管轄權之法律視為已失去清償能力。 

第三條  保險金額 

對於要保公司每一位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責任附屬限額以___________為上限，該次限額應包含在本條第二項所列之金額內，而非另外計

算。 

對於要保公司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責任附屬限額以___________為上限，為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

員之所有損失，所應賠償之最高累計責任限額，不因賠償請求或調查之次數、提出請求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人數、賠償請求或調查之金額

或提出時間，而有不同。 

本附加條款責任限額為一獨立之限額，不包含在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金額內，應另外計算。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

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十六條發現期間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本公司或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屆滿時如未續保亦未被其他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取代，且未購買發現期間，同時並未有主保險契約第十

四條公司合併及收購所指之情事發生，則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        之發現期間，或繳付全年度保費之       展延發現期間為十二個月。對

於保險期間屆滿前，除資格不符以外之任何原因，已停止擔任被保險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者，得免費享有        之發現期間。 

本公司對保險期間屆滿前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於保險期間及其後之發現期間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發現期間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但本公司對於發現期間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而致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責任。 

發現期間之起算自保險期間屆滿後起算。 

被保險公司若選擇十二個月之發現期間，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自負

額免除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自負額免除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十九條自負額增列以下文字： 

倘終局判決判定（無論係在審判前或後）全數被保險人及/或被保險公司均無需負擔責任，或無條件自行撤回訴訟或依規定撤回請求，且並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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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被保險人及/或被保險公司之付款作為對價者，則自負額將不適用於任何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投保

中心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投保中心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因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簡稱投保中心）提起或代表投保中

心提起的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以任何前述請求之價值百分之     為限負保險給付責任，最高並以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保險金

額為上限。 

本公司對於因投保中心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提起的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在合力保險的額度內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合力保險」係指因投保中心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提起的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金額的百分之     ，而應由被保險公司所負擔

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單獨

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如下： 

對於曾經、現在或即將擔任被保險公司的董事、監察人、重要職員（以下稱被保險人），因其在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上開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

之錯誤行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或其後之發現期間內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約定期間內通知本公司時，本公司同意依本保險契約約

定對被保險人所受損失負賠償責任。 

就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在被保險公司被允許或依法有義務賠付被保險人之情況及限度內，或依適用法令未禁止其賠付被保險人之情況及限度

內，自負額應由被保險公司負擔。若被保險公司就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以外之損失未能或拒絕補償被保險人時，在符合本保險單其他條款規定之

情形下，本公司僅就該賠償請求或調查所產生之損失超過其自負額的部份予以支付。 

第二條 名詞定義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之變更、刪除或增訂： 

一、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二款「被保險公司」變更如下： 

「被保險公司」：係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之第一項所載要保公司。 

二、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三款「從屬公司」、第四款「非營利組織」、第五款「外部組織」及第六款「外部組織職務」予以刪除。 

三、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十二款「錯誤行為」變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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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行為」係指 

（一）被保險人於其擔任被保險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職務時，實際或被指稱有背信、錯誤、不作為、不實陳述、誤導性陳述、誹謗、

過失或違反義務；或 

（二）被保險人擔任以上職務時實際或被指稱之僱傭上錯誤行為；或 

（三）被保險人單純因擔任被保險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而被提出請求之情事。 

四、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增訂「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之定義如下： 

「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係指因被保險公司基於以下理由無法補償被保險人:  

（一）適用法令所禁止；或 

（二）依該被保險公司之公司章程、註冊登記、規章、合約或類似文件所禁止；或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或任何具有管轄權之法律視為已失去清償能力。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被保

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

外不保（僅承保僱傭行

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外不保（僅承保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五款應予

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五、提出賠償請求者為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但基於僱傭行為賠償責任提出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仍予以承保及依約定理賠。惟損失不包括： 

（一）法律規定之罰金或罰鍰或其他依準據法所不得承保之任何事故；或 

（二）稅金或與稅金有關之應支付款項；或 

（三）損害賠償裁決中加倍賠償的部分；或 

（四）任何性質之員工福利，包括但不限於提供長期服務金(包括退休金)、資遣費、紅利金、股票或股票選擇權、公司代步車、旅遊津貼、教育

和訓練補助、住房補助、醫療或牙醫費用、手機或其他電話費用等；或 

（五）未來之薪資或工資，包括佣金。 

因前項之約定，故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應增列以下事項：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於明示的僱傭契約或協議下應負之賠償責任，除非在該僱傭契約或協議不存在的情況下，被保險公司亦須負

賠償責任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防護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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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附加條款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 資產及人身自由的保障：保釋保證費用、訴訟費用以及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產生之以下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 保釋保證費用；  

(二) 訴訟費用；及  

(三) 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二、 危機費用及公關費用的保障：危機費用及公關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首次被提出與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直接相關所產生之以下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 危機費用；及  

(二) 公關費用。  

本承保事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另外計算。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三、 凍結資產費用的保障：凍結資產費用。  

對於保險期間內首次被提出賠償請求或遭受調查所衍生之凍結資產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另外計算。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四、 引渡程序的保障：引渡程序。  

本公司對於因引渡程序所產生的損害賠償、抗辯費用以及引渡程序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五、 主管機關危機事件的保障：調查前準備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因主管機關危機事件所產生之調查前準備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另外計算。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為其所遭受之資產及人身自由程序進行抗辯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

出。 

二、 「資產及人身自由程序」：係指被保險人遭受政府機關之臨時性或暫時性命令或任何訴訟程序，而要求： 

(一) 取消被保險人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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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保險人不動產或個人資產之充公、取得所有權與控制權、停權或凍結所有權；  

(三) 被保險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之抵押；  

(四) 被保險人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暫時或永久禁止；  

(五) 被保險人人身自由遭限制於特定之本國居所或官方拘留；或  

(六) 被保險人除因犯罪行為被定罪外之任何理由遭撤銷合法、有效移民身分所致被保險人之驅逐出境。 

三、 「保釋保證費用」：係指於賠償請求中，依照法院要求而提出保證金或其他金融工具以擔保被保險人之保釋義務之合理費用（但不含任何擔

保品及利息）。 

四、 「危機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因受賠償請求所聘用任何合格的： 

(一) 顧問；或  

(二) 稅務專家。  

所產生任何合理之專業費用、成本或支出。 

五、 「凍結資產費用」：係指在保險期間內如因臨時性或暫時性命令而對被保險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充公、控制、停權或凍結其所有權，或對

被保險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設定抵押時，直接為被保險人支付以下服務之費用：  

(一) 學校教育費；  

(二) 住宿費；  

(三) 水電等公用設施費；  

(四) 個人保險費。  

以上費用僅於查封時由法院酌留被保險人生活必須之金錢所支付，且此金錢已被耗盡時，本公司始予支付。是項費用將於上述事件發生後三十天，

予以支付，其最長支付時間為十二個月。 

六、 「引渡程序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在以下引渡程序中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一) 任何引渡程序或相關控訴中，為對政府當局或法院依中華民國引渡法規定准許引渡之決定表示異議並尋求司法審查者；及  

(二) 對於被保險人提出之引渡程序中：  

1.被保險人聘用危機管理顧問及/或稅務專家；及  

2.被保險人聘用公關顧問。 

七、 「政府機關」：係指任何主管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機構、官方貿易機構、或任何其他被法令規章授權調查被保公司或被保險人事務之機構。 

八、 「調查前準備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以下列事項為主要目的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一) 聘用法律顧問代表被保險人處理主管機關危機事件；或  

(二) 製作報告(以及任何必須的補充報告)予政府機關，以回應主管機關危機事件。  

調查前準備費用並不包含任何被保險人的薪資報酬或時間的成本，或被保險公司的一般營運費用或任何其他的支出。 

九、 「訴訟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為與任何資產及人身自由程序有關之聲明及/或強制令提起之法律訴訟程序所產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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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十、 「公關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聘用公關顧問以宣傳終局判決被保險人對於賠償請求無過失、無責任或無罪的結果，

以減輕被保險人名譽的負面影響或潛在負面影響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十一、「主管機關危機事件」：係指以下列事項：  

(一) 於保險期間內首次發生之政府機關對被保險公司無預警搜索，或實地調查，而必須面對文件之製作、檢查、複印、被沒收或被保險人之訊

問；  

(二) 關於第(一)目的公開公告；  

(三) 任何對於被保險人疑似違反法律或主管機關命令而給予政府機關之書面報告書；  

(四)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收到政府機關強制被保險人準備文件、回覆問題或出席政府機關訊問之正式通知。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損害

防阻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損害防阻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之損失包含被保險人及被保

險公司在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損害防阻費用，但不包含遭受任何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及主保險契約第七條之相關費用。 

惟損害防阻費用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提出證明，令本公司合理相信該損害防阻費用係屬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且可合理防止或減輕潛在之賠償請求； 

二、 依主保險契約第十五條「通知義務」之規定通報導致需支出款項之可能引起賠償請求之情事； 

三、 任何行動必須取得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但本公司不得無理拒絕或延遲同意）； 

四、 本公司償付損害防阻費用之賠償責任，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超過若向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所產生之損失金額；以及 

五、 證明任何賠償請求係屬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係被保險人及被保險公司之責任。 

本擴大承保範圍不適用於被保險公司可能對任何被保險人提起之潛在賠償請求。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損害防阻費用」係指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專為防止或減輕可能對被保險人提起之賠償請求所採取之行為所產生之和解費、

費用和開支，且該賠償請求若確實提出，將會產生本保險契約所可以承保之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

而非另外計算。 

本附加條款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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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被保

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被保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擴大承保被保險人的稅賦責任，但若

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之第一項所載要保公司違反任何法定納稅責任，係因該被保險人故意唆使或其具有充分認知並提供協助，則該個人責任不

屬於承保範圍。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稅賦責任」：係指若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之第一項所載要保公司宣告破產，本保險契約下之錯誤行為將擴大納入被保險人根據相關之破

產法規，對於被保險公司之未繳稅款，非因其被指稱有任何錯誤行為，而係基於其身為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之身分而承擔之個人責任。 

二、 「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係指以下自然人： 

(一) 被保險公司之股東會、董事會或單一法人股東，依中華民國相關法規及被保險公司之章程所指定、指派、選任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或其他管轄法域法律所定之同等職位；  

(二) 依中華民國相關法規，經合法授權有權代表被保險公司之真正負責人，或其他管轄法域法律所定之同等職位；或 

(三) 經指定、指派、選任並賦予董事職權之事實上董事，不論其職務名稱為董事與否，或雖未經股東會、董事會或單一法人股東，依中華民國

相關法規或其他管轄法域相關法規，及被保險公司章程合法指定、指派、選任，但事實上行使董事職權之人。  

「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亦包含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當選被保險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及經指定代表該等法人行使其被保險公司

董事或監察人職權之自然人。  

第三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

而非另外計算。 

本附加條款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網路

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網路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擴大支付或代被保險人支付直接因

下列事件引起之賠償請求所生之一切損失：  

一、 任何侵害或干擾隱私權或公開權之行為，包括違反相關法令之資料揭露行為；或 

二、 未經授權揭露或使用任何資料形式的機密資訊或資訊，且相關法令限制此等資料之揭露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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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資料」：係指可由機器讀取之數位格式資訊（不包括軟體），無論其用途或提供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文字、語音紀錄和圖像。 

二、 「機密資訊」：係指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有意保密之所有資訊，該資訊為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之員工、董監事或重要職員可取得，包括

但不限於： 

(一) 就商業目的進行之相關討論或協商或其進展；  

(二) 合理商業人士視為機密之任何資訊，包括與揭露方之業務、事務、客戶、顧客、供應商、計畫、意圖或市場機會相關之資訊；或 

(三) 源自於上述(一)或(二)目之任何資訊或分析。  

「機密資訊」不包括任何已是或嗣後成為公眾可得之資訊（但非因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未經授權揭露所造成）；或在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揭

露前，接收方基於非保密基礎已可獲得之資訊；或於資訊揭露前，接收方已合法持有之資訊；或相關當事人以書面同意非機密或可揭露之資訊；

或接收方獨立開發或為接收方獨立開發之資訊，且該等開發未使用揭露資訊；或非重要、一般或無用之資訊。 

三、 「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係指以下自然人： 

(一) 被保險公司之股東會、董事會或單一法人股東，依中華民國相關法規及被保險公司之章程所指定、指派、選任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或其他管轄法域法律所定之同等職位；  

(二) 依中華民國相關法規，經合法授權有權代表被保險公司之真正負責人，或其他管轄法域法律所定之同等職位；或 

(三) 經指定、指派、選任並賦予董事職權之事實上董事，不論其職務名稱為董事與否，或雖未經股東會、董事會或單一法人股東，依中華民國

相關法規或其他管轄法域相關法規，及被保險公司章程合法指定、指派、選任，但事實上行使董事職權之人。  

「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亦包含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當選被保險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及經指定代表該等法人行使其被保險公司

董事或監察人職權之自然人。 

四、 「內部網路」：係指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擁有和控制之電子網路，其中包含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之商業資訊，且僅限特定受僱人存取，

不開放給一般大眾。 

五、 「外部網路」：係指限制存取之互連網路群組，必須經由閘道或入口網站進入。 

六、 「公開網站」：係指任何網際網路、內部網路或外部網路之網站，且任何人無須註冊均可發布內容。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下列情況產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於接獲第三人針對發文提出申訴或通知後，疏忽未將網際網路、內部網路或外部網路張貼之發文刪除；或 

二、 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或任何員工或第三人在公開網站之任何發文。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係外加於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

另行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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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聲譽

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聲譽維護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之損失包括聲譽維護費用。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聲譽維護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委託公關公司或顧問以宣傳被保險人所獲得關於賠償請求之有利終局判決或決定，而產生之合

理費用與相關開支；該等費用與花費僅限於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 

第三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

而非另外計算。 

本附加條款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身體

傷害及財物損失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九款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賠償請求之一部或全部係直接或間接以下述為基礎、可歸因於下述、因下述所生、肇因於或以任何方式與下述相關者： 

任何人之體傷、疾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任何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包含無法使用及使用收益之損失，但關於僱傭行為之任何精神上之賠償請

求不在此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之代表訴

訟調查費用，而將其視為損失。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代表訴訟調查費用：係指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僅為了準備或回應針對其所提起之代表訴訟調查而產生之合理且必要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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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支出。 

代表訴訟調查費用不包括： 

（一） 任何被保險人之薪資、時間成本或被保險公司之成本或支出；或 

（二） 為遵循任何正式或非正式要求提出由被保險公司、主管機關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所擁有或控制之文件、紀錄或電子資料所產生之成本。 

二、 代表訴訟調查：係指被保險公司特定且僅為了決定被保險公司應該如何因應被保險公司收到之代表訴訟請求所做之內部詢問或調查。 

三、 代表訴訟請求：係指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或其他管轄領域類似立法，被保險公司之任何股東以書面要求該被保險公司之董事會（或權責相

當之管理機構）代表被保險公司針對被保險人之錯誤行為而對其提起民事訴訟。 

第三條 保險金額 

就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

而非另外計算。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

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地區

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地區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對於本保險契約可承

保之損失，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一、 對總部位於、設立於、登記在或註冊在除外地區的實體，提出或繼續進行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 

二、 對任何設籍於、居住於或位於除外地區的自然人，提出或繼續進行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除外地區」係指下列載明之地區，包含其領土以及屬地以及其州或其行政區。 

除外地區：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責任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責任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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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之限制。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四、「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五、「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六、「毒性化學物質」：係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分類規定並公告者。 

七、「關注化學物質」：係指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基於其物質特性或國內外關注之民生消費議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公告者。 

八、「運作」：係指對化學物質進行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行為。 

九、「運送」：係指被保險人之毒化物自開始裝載於載運工具起，至該載運工具抵達目的地，並完成卸離載運工具止。惟以航空器、船舶載運，

或逾承保區域者，應先經本公司之同意。其運送責任之開始及終止，亦以上述「運送」為限。 

十、「第三人」：係指下列以外之人： 

(一) 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所謂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係指受僱於被保險人，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受薪資之人，或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

約關係之人。 

(二) 為被保險人執行承包業務之承包商及其受僱人。 

十一、「傷亡」：係指因承保範圍內之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身體受有傷害、失能或死亡。 

十二、「財物損失」：係指因承保範圍內之事故所致第三人財產之毀損或滅失，以及救災設備使用費。但不包括清除費用、其他施救費用、不能

使用之損失、附帶損失及預期收益之損失。 

十三、「救災設備使用費」：係指因意外事故，第三人為防阻損害擴大或減輕損害，以其設備參與救災所消耗物材之成本或酌給之設備使用費。 

十四、「清除費用」：係指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財物已受有損害，為使恢復原狀，所採取之清除毒化物之費用。包括調查、清除、運送、儲

存、滅除等費用，或重置土壤、水、地下水，或污染物之隔離費用。 

十五、「污染物」：係指任何可能造成或被認為影響環境、財產、人畜之固體、液體、氣體或刺激物、污穢物、毒性物或危險物質，包括但不限

於煙狀、氣狀、氣味、酸、鹼、化學物、油、石油及其衍生物。 

十六、「其他施救費用」：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事故，基於被保險人之立場，如未採取避免面臨損害之措施，將可能導致本保險

契約之賠償責任時，其採取避免損害之措施所生之防阻性費用。 

十七、「意外事故」：係指外來非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因被保險人於未能警覺其行為或不行為，所導致於瞬間發生非可預期、非可預料且

不可抗力之有害結果。 

陸續或重複暴露於同一原因所致之有害情況下者，視為一次事故。且以其首度發生之時點視為該事故之始期；以其完全不再發生之時

點視為該事故之終期。 

十八、「釋放」：係指物質以排放、散佈、放出、逸出之情況。相同物質自同一來源一連串之陸續釋放，視為一次釋放。 

十九、「地面下之運作」：係指任何埋設於地面下、水面下，或原埋於地面下、水面下而後暴露於地面之任何儲槽，包括其唧筒、活塞或管線。「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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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係指 10%以上在地面下或水面下。 

二十、「廢棄物」：係指包括但不限於重複使用、修用、回收物、廢棄或暫存待最後處理之物質。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製造、使用、貯存或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或關注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於保險單所載之運作場所或運送

過程中，因下列事故，致使第三人傷亡或受有財損，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且於保險期間內或延長索賠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超過

「自負額」部分，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因意外事故導致釋放毒化物。 

二、因前款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於防救過程為減輕或避免人員傷亡而釋放毒化物。 

第四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於發生承保範圍內之事故，需符合下列條件，本公司始負賠償之責。 

一、毒化物釋放之始期係始於保險期間內者。 

二、毒化物釋放之期間不逾十四日者。惟因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需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應於該項毒化物釋放始期起七日內即已知悉。 

四、被保險人應自毒化物釋放之始期起四十日內，將釋放之時、地、質、量、知悉情況及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應提供之資料以書面提供予本公司。 

五、被保險人於知悉因該毒化物之釋放可能導致應負責任時，已儘速採取合理步驟以抑制、控制、終止或清除之。 

第五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任何直接或間接由於核廢料、核燃料、放射性物質，或任何具爆炸性核子裝置之危險性財物或核子組件引起之燃燒、爆炸、輻射或污染所致

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但對因而引發本保險

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或違反政府環保機構之規定、法令、通知、執行命令或指示所致者。惟因第三條第二款所致者，不在此限。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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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六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毒化物通常性或漸進式進入不動產、大氣層、水域等環境所致人員之傷亡、財損。 

七、被保險人監測、測試、清除、移去、抑制、處理、降低或中和毒性，或以任何方式評估毒化物之影響所生之任何費用。 

八、直接或間接由於被保險人地面下之運作所致之財損，或對地面下油、氣、土壤之毀損、滅失或移除。 

九、於海上、空中運作毒化物所致者。但於陸上運作所致之意外事故而延伸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十、全部或部分供或曾供處理、儲存、棄置、傾倒廢棄物之任何場所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或違反政府環保機構之規定、法令、通知、執行命令或指示所致者。惟因第三條第二款所致者，不在此限。 

十二、清除污染物之費用。 

十三、被保險人未依法令規定進行運作設備之維修、檢查所致者。 

十四、被保險人已棄置之財產所致者。 

十五、石綿或含石綿物質或含鉛漆料裝置或使用於任何建築物或其他結構中所致者。 

十六、於起保時被保險人出廠已逾三十年之毒化物運作設備所致者。但經本公司同意列名承保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

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第八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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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

予退還。 

第十一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或任何變更，不得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有關投保第三人責任保險之相關規定，要保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並

經本公司同意及簽批，始生效力。 

第十二條  危險增加之通知 

要保人所提交本公司之要保書及所附資料有異動時，應依下列時限通知本公司： 

一、倘有危險增加之情形，且係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事先通知本公司。 

二、危險增加不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第十三條  危險變更之效力 

前條危險增加經通知本公司者，其效力如下： 

一、對於危險增加之情形，本公司得提議另定保險費，要保人未於接獲本公司之通知時起十日內為同意之表示者，本公司得終止本保險契約。 

二、因前條第一款而終止契約時，本公司如受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惟本公司知危險增加仍繼續收受保險費，或給付賠償金額，或為其他維持契

約之表示者，喪失本項權利。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增加未依前條約定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故外，不問是否故意，本公司得解除契約。 

危險減少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請求本公司重新核定保險費。 

第十四條  善良管理人 

被保險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對受僱人員應選任適任者，對營業、作業場所之建築、設施、相關工作物應定期維修檢查，對作業流程之管控

及各項事故之防範、應變、善後各項標準作業之訓練及應變之設備器材，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於發生承保之意外事故時，應立即採取必要

之應變及善後標準作業程序，並發布災害訊息以減輕損害。 

被保險人違反本條義務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五條  查勘權 

本公司於承保前、保險期間或發生承保範圍內之事故後，得查勘被保險人之運作場所或全程監測，被保險人應提供相關資料並採必要合作措施。 



 

第 313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第十六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權益。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他必要的調查或行為。 

第十七條  賠償請求應遵守之約定 

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之約定： 

一、除必須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諾、和解或賠償，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

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或法院確定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給付賠

償金額。 

三、被保險人依法得行使抗辯權或其他權利以免除或減輕責任，若因過失而未行使前述權利所產生或增加之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第十八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九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惟有關民事賠償請求、訴訟、抗辯或和解之費用，被保險人毋須負擔自負額。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二十條  延長索賠期間 

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事故，經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第十六條之約定處理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所提出之賠償請

求，仍負理賠之責。 

第二十一條 理賠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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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十二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二十三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二十四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二十五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六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八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 第一條  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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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

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人責任保險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為專業運送承攬人時，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

保險期間內，貨物運送前已發生或運抵目的地後自載運工具卸下後之製造、使用或儲存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所致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

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保險清理人專

業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之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

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對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受清理保險業執行中華民國保險法所規定之清理人業務時，因執

行職務之錯誤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而依法院確定判決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保險期間內若發生一次以上之賠償請求，而係因單一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所生者，

本保險契約僅視其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

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本公司不負 理賠之責：  

一、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  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者

行為，係指任何人或群體為其組織、團體或政府，運用脅迫、暴力、恐嚇或其他任何行動，致使民眾或政府處於恐懼狀態，以遂其各種政

治、宗教或意識型態之目的。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多倍、懲罰性賠償金。 

六、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 件。 

七、被保險人為獲非法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 

八、被保險人執行政府機關之指示、命令或核准之行為所致者；但被保險人如係因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於執行依政府機關之指示、

命令或核准之行為有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所致之賠償請求，不在此限。 

九、被保險人違反保險法令所定有關清理程序規定之行為；但經主管機關允許者，不在此限。 

十、被保險人違反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或他國法令中，有關被保險人為獲取不當利益而違法買賣受清理保險業有價證券規定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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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任何因侵害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任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犯罪行為或其他違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三、受清理保險業之受僱人所提出任何關於退休金、利潤分配、員工福利金計畫或僱傭行為之賠償請求。 

十四、因對第三人造成之體傷、疾病、死亡、精神損害或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包括使用上之損失）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五、任何對他人履行或怠於履行之專業服務，或其他與該專業服務有關之疏失行為所生之賠償請求。但被保險人依法令履行保險清理人職務

之行為不在此限。 

十六、任何與保險安定基金之動用、墊付有關之賠償請求；但如該賠償請求係因被保險人於造冊 時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所致者，不在此限。 

十七、任何由政府機關所提出之賠償請求；但其基 於保險契約所生之賠償請求，不在此限。  

十八、任何依國家賠償法提出或與國家賠償法相關之賠償請求。 

十九、任何清理人間之賠償請求。 

二十、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污染物質有關之賠償請求，或對於污染物質、核子物料或核廢料測試、監督、清理、移除、圍堵、處理、去毒或中和

等工作之指示或要求有關之賠償請求。 

二十一、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造成電腦系統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任何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任何處理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 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追溯日」：本日期須載明於保險單內。凡發生於本日以前之執行職務之錯 誤行為所致之 賠償請求，本公司均不負理賠之責。 

 二、「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係指第三人以書面、電子郵件、電話或其他傳遞訊息方式，針對被保險人特定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向被保險

人初次表達因被保險人執行清理人職務之錯誤行為而受有損失之意思表示，或被保險人未收到上述意思表示而經送達法院令文、傳票、訴

狀等稱之。 

 三、「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四、「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 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五、「錯誤行為」：指執行職務時所發生單獨一個或數個具關連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過失、 遺漏或疏忽行為；無論係由單一或多數被保險

人所為，或不論係針對或影響一個或數個第三人者，均屬同一錯誤行為。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保險費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交付，本公司應給與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者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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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保險金之責。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

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前項解除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或於本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七條 契約終止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 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

期費率計收，並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最低保險費。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

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之理賠責任即告

終了，其未滿期保費不予退還。 

第八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應事先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九條 協助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 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九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於保險金額內，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

負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確定判決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保險清理人業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

費，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

本公司先行墊付者，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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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

證明文件。 

第十三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

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 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四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於本公司獨立賠償責任金額，對所有保險契約之

獨立賠償責任金額總和之比例負分攤之責，其計算公式如下：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損失金額－自負額）×（本公司獨立賠償責任金額÷

所有保險契約獨立賠償責任金額之總和）前項損失金額如逾「保險金額」時，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計算。第一項所稱獨立賠償責

任金額，係指未有其他保險契約存在時，各家保險公司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金額。 

第十五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本公司知情      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   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 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六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出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

辦理。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律師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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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師業務」：係指依律師法辦理之法律事務、商標、專利、工商登記之業務。 

2.「要保人」：係指律師事務所或依律師法登錄開業之律師。要保人為律師事務所者，以律師事務所之律師為被保險人；要保人為律師者，即為

被保險人。 

3.「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4.「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5.「追溯日」：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單內之日期，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 

6.「初次受委任人賠償請求」：係指在保險期間內，委任人以書面、電子郵件、電話或其他傳遞訊息方式，就相同之「一次事故賠償請求」，向被

保險人初次表達因被保險人執行律師業務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受有損失之意思表示，或被保險人未收到上述意思表示而經送達法院令

文、傳票或訴狀等稱之。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律師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委任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委任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委任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

求，以委任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以「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屬律師依法得行使之業務或執行其他專門職業所致之賠償請求。 

二、被保險人關於財務、不動產、財務移轉、保險、稅務、帳務、會計之安排或規劃等行為有義務之違反或錯誤行為或涉及商業利益事項之安排

或建議所致之賠償請求。 

三、超出合理成本估算或信用額度建議錯誤所致之賠償請求。 

四、任何關於外國法令之解釋、援引或適用錯誤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擔任企業、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六、被保險人對委任人之身體傷害、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或對委任人之誹謗、公然侮辱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之賠償請求。 

七、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之賠償請求。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持有或保管之文件或物件遺失、誤置或毀損滅失所致之賠償請求。前述文件，包括以書寫、印刷、影印或以任何方式再

製者，或以電腦或電子系統方式儲存、顯示之任何資訊。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犯罪行為或其他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九、直接或間接因空氣、水、土壤污染、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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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一、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懲罰性賠償金。 

十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十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五、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間互為訴訟或由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人或組織向被保險人提起之賠償請求： 

（一）直接或間接由被保險人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者。 

（二）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被保險人者。 

（三）被保險人擔任該組織之合夥人、顧問或受僱人或為該提出賠償請求者之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十六、被保險人承辦公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財務報告之簽證工作所致之賠償請求；但經本公司同意加保者，不在此限。 

十七、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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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協助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受委任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委任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

用，負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判決書、仲裁判斷書，以及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之和解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如該法院

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之作成有本保險契約第十二條第二項之情形者，本公司僅按該和解金額負賠償之責。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律師業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費，事前

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第十二條  賠償請求之和解及抗辯  

被保險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

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或賠款金額在自負額以下或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為其進行抗辯、和解或賠償。倘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與委任人同意之和解金額有異議，而繼續進行抗辯或訴訟時，本

公司對於因此所增加之賠償責任與抗辯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

公司先行墊付者，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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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判決書、和解書或仲裁判斷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五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六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於本公司獨立賠償責任金額，對所有保險契約之獨

立賠償責任金額總和之比例負分攤之責，其計算公式如下： 

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損失金額－自負額）×（本公司獨立賠償責任金額÷所有保險契約獨立賠償責任金額之總和） 

前項損失金額如逾「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時，以本公司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計算。 

第一項所稱獨立賠償責任金額，係指未有其他保險契約存在時，各家保險公司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金額。 

第十七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會計師責任保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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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本保險契約之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會計師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第三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

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屬會計師依法得行使之業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二、被保險人關於財務、不動產、財務移轉、保險之安排或規劃等行為有義務之違反或錯誤行為或涉及商業利益事項之安排或建議所致之賠償請

求。但關於稅務事項之錯誤建議所致之賠償請求，不在此限。 

三、超出合理成本估算或信用額度建議錯誤所致之賠償請求。 

四、被保險人擔任企業、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或對第三人之誹謗、公然侮辱或因洩漏業務機密所致之賠償請求。 

六、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之賠償請求。 

七、被保險人所經手之帳務不清、收支款項不符或無法對其資金之流向提出說明所致之賠償請求。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持有或保管之文件或物件遺失、誤置或毀損滅失所致之賠償請求。前述文件，包括以書寫、印刷、影印或以任何方式複

製者，或以電腦或電子系統方式儲存、顯示之任何資訊。 

九、任何與電腦軟、硬體之諮詢或服務有關之行為(包括通知、建議等)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因違反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犯罪行為或其他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空氣、水、土壤污染、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三、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

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四、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特

別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十五、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十六、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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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八、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間互為訴訟或由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人或組織向被保險人提起之賠償請求： 

（一）直接或間接由被保險人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者。 

（二）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被保險人者。 

（三）被保險人擔任該組織之合夥人、顧問或受僱人或為該提出賠償請求者之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十九、被保險人為獲得不當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二十、於本保險契約訂立前，被保險人對於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已依其他保險契約向其他保險公司提出備案或理賠申請者。 

二十一、被保險人被撤銷或被廢止會計師資格，或被撤銷開業執照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後，而仍繼續執行會計師業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二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

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二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收購或合併其他企業所致之賠償請求。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會計師業務」：係指依中華民國會計師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所定會計師得執行之業務。 

二、「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三、「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四、「追溯日」：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單內之日期，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屆

滿日前。 

五、「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係指在保險期間內，第三人以書面、電子郵件、電話或其他傳遞訊息方式，就相同之「一次事故賠償請求」，向被

保險人初次表達因被保險人執行會計師業務之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受有損失之意思表示，或被保險人未收到上述意思表示而經送達法院

令文、傳票或訴狀等稱之。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保險費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交付，本公司應給與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者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

保險金之責。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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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於本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

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七條 契約終止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

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之理賠責任即告終了，其未滿期保費

不予退還。 

第八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應事先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九條  協助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判決書、仲裁判斷書，以及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之和解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如該法院

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之作成有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第二項之情形者，本公司僅按該和解金額負賠償之責。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會計師業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費，事

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賠償請求之和解及抗辯 

被保險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

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或賠款金額在自負額以下或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為其進行抗辯、和解或賠償。倘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與第三人同意之和解金額有異議，而繼續進行抗辯或訴訟時，本

公司對於因此所增加之賠償責任與抗辯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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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

公司先行墊付者，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判決書、和解書或仲裁判斷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

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於本公司獨立賠償責任金額，對所有保險契約之獨

立賠償責任金額總和之比例負分攤之責，其計算公式如下： 

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損失金額－自負額）×（本公司獨立賠償責任金額÷所有保險契約獨立賠償責任金額之總和） 

前項損失金額如逾「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時，以本公司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計算。 

第一項所稱獨立賠償責任金額，係指未有其他保險契約存在時，各家保險公司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金額。 

第十六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七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出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

理。 

第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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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責

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之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單有關之要保書、出團通知書、保險證明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使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所安排之遊學期間內，因發生意外事故致遊學團員身體受有傷害或失能或因而死亡，依照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通過之「海外旅遊學習（遊學）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將

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於團員遊學期間內，要保人得經本公司同意後，加繳約定之保險費延長遊學期間。 

第三條  死亡之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遊

學團員意外死亡」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因意外事故失蹤，於戶籍登記失蹤之日起滿一年仍未尋獲，或被保險人能提出文件足以認為遊學團員極可能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

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先行墊付死亡賠償金。若遊學團員於日後發現生還時，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向死亡賠償金之受領人

取回墊付之死亡賠償金。 

第四條  失能之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列六級三十四項失能程度之一

者，本公司按該表所列給付金額予以賠償。 

遊學團員因同一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時，本公司將給付各該項失能賠償金之和，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遊學團員意外失

能」之保險金額為限。若不同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較嚴重項目的失能賠償。 

第五條  醫療費用損失之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經合格的醫院及診所治療

者，本公司就所發生之必需且合理的實際醫療費用給付賠償。但每次傷害賠償總額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遊學團員意外醫療費用」之保

險金額。 

前項所稱「合格的醫院及診所」係指依中華民國醫療法所設立，並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療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應以依醫療行為當地

國法令有合格醫師駐診之醫院或診所為限。 

第六條  旅行證件遺失之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因其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之意外遺失或遭竊，除本保險契約不保項目外，須重置遊學團員之護照或其他旅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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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發生合理之必要費用，負賠償責任。但必須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機關或我國駐外有關單位等報案。 

前項旅行證件不包括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金提示文件。 

第七條  善後處理費用之補償責任 

被保險人因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傷害，而發生下列合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

之保險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一、遊學團員家屬前往海外善後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遊學團員之家屬前往海外照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包括食宿、交通、簽證、傷者運送、遺體或

骨灰運送費用。 

二、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遊學團員之家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 

第一項所稱「重大傷害」，係指遊學團員因遭遇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其傷情無法在短期間內穩定，且經當地合格的醫院或診所以書面證

明必須留置治療七日以上者。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本條賠償。本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遊學同業及旅行業（但

原承辦之國內旅行業不在此限）所製發之單據。 

第八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遊學團員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遊學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以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或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向他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被保險人或遊學團員所發生之任何法律訴訟費用。 

八、遊學團員之文件遭海關或其它有關單位之扣押或沒收，所致之損失。 

九、起因於任何政府之干涉、禁止或法令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出售或供應之貨品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但意外事故發生於遊學期間致遊學團員死亡、失能或醫療費用不在

此限。 

十一、以醫療、整型或美容為目的之遊學所致任何因該等行為所生之賠償責任。 

十二、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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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除外責任(原因) 

本公司對遊學團員直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細菌傳染病所致者。但因意外事故所引起之化膿性病變，不在此限。 

二、遊學團員之故意、自殺（包括自殺未遂）、犯罪或鬥毆行為所致者。 

三、遊學團員因使用禁藥、酗酒、酒醉駕駛或無照駕駛所致者。 

四、遊學團員因妊娠、流產或分娩等之醫療行為所致者。但其係因遭遇意外事故而引起者，不在此限。 

五、遊學團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疾病、痼疾或其醫療行為所致者。 

六、非以購票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空器所致者。 

第十條  除外責任(活動) 

除契約另有約定，本公司對所承保遊學團員從事下列活動時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運動。 

二、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表演。 

第十一條  遊學行程出團通知及覆核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所安排或組團之遊學應於出發前將記載團員名冊、保險金額、遊學地區、遊學期間暨航班行程出發及返抵

時日之出團通知書向本公司申報，用以作為覆核及計算保險費之依據。除另有約定外，未經本公司覆核之遊學行程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海外遊學」：係指到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正式、非正式教育機構或其附

屬機構，非以取得正式學制之學歷文憑或資格為目的，於一定期間內所為之課程研修或旅遊行程。 

二、「遊學團員」：係指任何參加由被保險人所安排或組團遊學且經被保險人載明出團通知書所附團員名冊內並經本公司覆核之遊學者及被保險人

指派參與該次遊學之領隊或服務人員。 

三、「遊學期間」：係指遊學團員自離開其居住處所開始遊學起，至遊學團員結束該次遊學直接返回其居住處所，或至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

期為止，以先發生者為準。 

四、「意外事故」：係指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因遭遇非由疾病引起之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失能或死亡。 

五、「每一次保險事故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保險事故，本公司對所有遊學團員身體傷害或失能或因而死亡合計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事故不只發生一次時，本公司對所有保險事故所負之累計最高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遊學期間之延長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遊學期間應自動延長: 

一、遊學團員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交通工具，該交通工具之預定抵達時刻係在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內，因故延遲抵達而非被保險人或遊

學團員所能控制者，但該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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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學團員所搭乘之飛機遭劫持，且若被劫持已逾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者，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延長至遊學團員完全脫離被劫

持之狀況為止。但延長後之遊學期間，自出發日起算最多不逾 180天。 

前項遊學期間之延長，要保人仍應依實際遊學期間加繳保險費差額。 

第十四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於本保險契約訂立後應依約按月向本公司核算保險費。要保人應於每月二十日前付清上個月之應繳保險費。 

前項交付保險費時，應以本公司所製發之收據為憑。 

第十五條  告知義務 

要保人對所填交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

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六條  契約終止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終止契約者，自終止書面送達本公司時起，契約正式終止。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依本條約定終止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已申報且經本公司覆核之遊學行程仍負保險責任。 

第十七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應事先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始生效力。 

第十八條  善良管理人 

被保險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以避免意外事故之發生。 

第十九條  事故發生通知及應盡義務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所指定之國內外代理人。 

二、立即採取合理之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賠償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死亡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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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學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八）除戶之全戶戶籍謄本。 

（九）繼承系統表。 

（十）繼承人印鑑證明。 

（十一）其他相關文件。 

二、失能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遊學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其他相關文件。 

三、醫療費用損失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遊學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醫療收據正本 

（九）其他相關文件。 

四、旅行證件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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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駐外單位報警資料。 

（五）辦理證件之規費收據正本。 

（六）交通費收據。 

（七）重新申辦旅行證件之影本。 

（八）其他相關文件。 

五、善後處理費用： 

（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相關費用收據正本。 

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申領失能賠償時，本公司得對遊學團員的身體予以檢驗。 

對於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相關理賠文件之費用，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

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證人

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

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二十二條 賠償請求 

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契約所載及簽批之條款及任何約定，以及要保人所填交要保書申述之詳實，均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或法院確定判決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書面通知，直接對遊學團員為賠償金額之給付。但被保險人於破產、解散、清算時，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亦得直接向

本公司請求賠償金額之給付。 

第二十三條  詐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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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被保險人、遊學團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於事故發生，依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

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要保人、被保險人、遊學團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賠償。 

第二十四條  代位 

本保險之承保事故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本公司得於賠償被保險人之損失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

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求償。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二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遊學業責任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

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二十六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七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總公司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總公司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

時，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石油業責任保

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加條款、批單、批註、要保書及相關文件均係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三、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在煉製、生產、鑽探等作業過程中，或各項產品、原料在儲存中或經由內陸運輸工具、輸送管線在運輸、輸送途

中，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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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項第三款保險事故所發生須由被保險人負責之必要清除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售出或供應之商品或貨物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時，因施工而發生之震動或支撐設施薄弱或移動，致第三人之建築物、土地或其他財物遭受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或承攬業務之承攬商及其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電梯（包括電扶梯、升降機）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不在

此限。 

五、在海上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在陸上發生而延伸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六、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七、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即已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任何違反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有關法令之罰款或罰金。 

九、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 

（五）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 

（七）被保險人因所有或使用或管理飛機、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但因而引起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污染事故者，不在此限。 

十、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二、被保險人所有、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之損失及賠償責任。 

十三、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第三人」係指下列以外之人： 

（一）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 

所謂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係指受僱於被保險人，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受薪資之人，或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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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外非執行職務之受僱人視為第三人。 

（二）為被保險人執行承攬業務之承攬商及其受僱人。但其於非執行業務時，仍為本保險契約所稱之「第三人」。 

前述「執行承攬業務時」，指在承攬工作地點執行承攬工作及往返該地點途中。 

二、「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一個人之身體傷害個別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有二人

以上遭受身體傷害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亡及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為限。 

三、「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亡及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對所有第三人傷亡、財物損失及必要清除費用所負之賠償限額。 

四、「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之累計賠償總限額。 

第五條  告知義務與本契約之解除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

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第六條  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被保險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被保險人對營業處所或施工處所之建築物、通道、設施、機器、電梯或其他工作物，應定期檢查，注意修護，對意外事故之發生，予以防免。 

被保險人應參照各種有關之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法規之規定，對各廠、礦區、設備或運輸工具、輸送管線作定期檢查維護，以防止意外污染事故

之發生。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予收據。 

第八條  契約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要保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上述變更，須經本公司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九條  契約之通知 

有關本保險契約之通知事項，除另有特別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以書面為之。 

第十條  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返還要保人。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

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通訊處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全年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要保人。 

第十一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依據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不只一人時，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訂明之各項保險金額為限。  

第十二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意外事故所生之損失，被保險人必須先行負擔自負額額度之損失，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超過自負額之部分負賠償之責；但訴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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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救助費用，被保險人無須負擔自負額。 

第十三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於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書函、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他必要的調查或行為。 

第十四條  賠償請求應遵守之約定 

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之約定： 

一、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但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通知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法院確定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

償金額之給付。 

三、被保險人依法得行使抗辯權或其他權利以免除或減輕責任，若因過失而未行使前述權利所產生或增加之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被保險人若有擅自拋棄上述求償權或作出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時，本公司在受妨礙之金額範圍內，免負賠償之責；如本公司已

履行賠償之責，本公司在受妨礙之金額範圍內，得向為妨礙行為之被保險人請求返還。 

第十五條  代位 

本保險之承保事故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本公司得於賠償被保險人之損失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

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求償。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六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其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

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

有關證據及證人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時，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

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訴訟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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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為限。 

第十八條  申訴或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強制執行人員

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強制執行相關法律執行強制執行職務，因錯誤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

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內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

數個賠償請求，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

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上之需要，而持有或保管之所有權狀、各式權利表彰證書等文書或物件之毀損滅失，但第三人因須重新辦理或重製上述

文書所需之申請費用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多倍、懲罰性賠償金。 

七、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八、被保險人為獲非法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 

九、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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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任何因侵害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一、因對第三人造成體傷、疾病、死亡、精神損害或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包括使用上之損失）所致之賠償請求，但因執行強制執行職務所致

者不在此限。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污染物質有關之賠償請求，或對於污染物質、核子物料或核廢料測試、監督、清理、移除、圍堵、處理、去毒或中和等

工作之指示或要求有關之賠償請求。 

第四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且依強制執行相關法律執行強制執行職務之人員。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指依中華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對於被保險人執行強制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之國家政府機關。 

三、追溯日：本日期須載明於保險契約。凡發生於本日以前之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均不負理賠之責。 

四、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五、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指在本保險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六、錯誤行為：指執行職務時所發生單獨一個或數個具關連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過失、遺漏或疏忽行為；無論係由單一或多數被保險人所為，

或不論係針對或影響一個或數個第三人者，均屬同一錯誤行為。 

七、發現期間：指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特定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之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而於發現期間屆滿前受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者，對於該賠償請求，亦在承保範圍內。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發現期間 

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屆滿而未續保時，無論未續保之原因係基於要保人或本公司之決定，被保險人均享有為期三年之免費發現期間。 

要保人得於免費之三年發現期間屆滿時加繳保險費以額外延長發現期間，惟該額外之發現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五年。 

要保人若選擇加費展延發現期間，應於免費之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免費之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但

所加繳之保險費不得退還，且展延之發現期間亦不得終止。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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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

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之義務。 

二、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 

三、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二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於保險金額內，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負

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確定判決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強制執行職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費，

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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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或法院和解筆錄。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前項得檢具法院和解筆錄之情形，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確定判決中已明確認定被保險人具有重大過失情事者為限。 

第十五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六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七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因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求償之日起算。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INSURING CLAUSE 

This Policy subject to its terms, exclusions,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provides an indemnity to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the As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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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臺灣產物金融機構專

業責任保險） 

parties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s which meet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ny third party claim must: 

i) be for compensatory damages, such indemnity to include claimant costs and the Assured's approved defence costs and expenses; and 

ii) be first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iii)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and 

iv) arise out of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provision by the Assured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escribed in the Proposal Form; and 

v) be brought other than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vi) arise other than from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vii) relate other than to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CONDITIONS 

1.  LIMIT OF INDEMNITY 

a)  The total liability (inclusive of claimant costs and the Assured's approved defence expenses and regardless of the total number or amount of third party 

claims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of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stated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in the aggregate, for all third party 

claims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b)  The Underwriters may at any time pay to the As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any third party claim or series of third party claims notified hereunder the 

amount of the Limit of Indemnity as shown in the Schedule (after deduction of any sum or sums already paid by the Underwriters whether as costs and 

expenses or as compensation) or any lesser amount for which such claim or claims can be settled and upon such payment being made the Underwriters 

shall be under no further liability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and shall (except with respect to any subrogation action) relinquish the conduct and control 

of such claim or claims. 

c)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years this Insurance has been in force or may continue to be in force and of the premiums paid or payable in respect 

thereof the liability of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cumulative in amount from year to year or from period to period and in no case shall exceed the 

sum stated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2.   DEDUCTIBLE 

Subject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the Underwriters shall be liable only for that part of each and every third party claim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including third party claimant costs and the Assured's approved defence expenses, which exceeds the Deductible stated in Item 7 of the Schedule. 

The Deductible shall apply to each and every third party claim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no aggregate limitation. 

If a series of third party claims shall result from any single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related series of negligent acts, 

negligent errors or negligent omissions) then, irrespectiv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laims, all such third party claims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a single 

third party claim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3.  RECOVERIES 

All recoveries from third parties for payments made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be applied (after first deducting the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in 

obtaining such recovery) in the following order of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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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Assured shall first be reimbursed for the amount by which their legal liability exceeds the Limit of Indemnity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ii) The Underwriters shall then be reimbursed for the amount of their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iii) Any remaining sum shall be applied towards reimbursement of the Deductible borne by the Assured under this Policy. 

4.  SUBROGATION 

The Underwriters agree to waive any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except where such Officer or Employee 

has the benefit of a separate relevant insurance. 

5.  DEFENCE AND DEFENCE COSTS AND EXPENSES 

a)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defence costs and expenses unless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e Underwriters is obtained 

prior to such costs and expenses being incurred, which consent shall not unreasonably be withheld. 

b)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required hereunder to assume the handling or control of the defence or settlement of any third party claim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but shall have the right (but not the duty) to take over at any time the control of the defence or settlement or compromise 

of any third party claim which is or might be the subject of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if the Underwriters in their discretion deem it 

appropriate to do so. 

c) Insofar as any third party claim or claims fall within the Limit of Indemnity provided hereunder, then the Underwriters shall have discretion to 

negotiate a settlement thereof including the admission of liability if the Underwriters deem it appropriate to do so and the Deductible stated in 

Item 7 of the Schedule hereto shall apply to any such settlement whether made with the Assured's consent or otherwise provided always that 

prior to any settlement or admission of liability being made the Underwriters shall consult with the Assured who shall not unreasonably 

withhold their consent to such settlement and/or admission of liability. 

d) In the event of the Assured and the Underwriters being unable to agree as to the proposed settlement and/or admission of liability then (at the 

election of either party) the dispute shall be referred to a Senior Counsel to be appointed jointly by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Assured or if not 

so appointed within 7 days of one party so electing, by a Senior Counsel selected from the arbitrators list of th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by the two counsel, one each appointed by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Assured which Senior Counsel shall decide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Assured's consent is being unreasonably withheld and his decision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Assured. 

e) If the Underwriters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to report to them upon any third party claim then those costs so incurred by the Underwriters (as 

distinguished from defence costs and expenses) shall not form part of the Limit of Indemnity or the Deductible. 

6.  NON-ADMISSION OF LIABILITY 

The Assured shall not admit liability for or settle any third party claim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Underwriters. Nevertheless, the Assured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contest any legal proceedings to trial unless Counsel, to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Assured and the Underwriters (or if not so agreed, as determined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Clause 5 above in rela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Counsel), 

shall advise that such proceedings should be contested. 

7.  MEANING OF THIRD PARTY CLAIMS MADE AND NOTICE PROVISIONS 

This Policy applied only to third party claim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olicy, a third party 

claim is considered to be made when the Assured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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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eives a written demand for damages of the type covered by this Policy, including the service of suit or institution of legal or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or 

b) becomes aware of the intention of any person to make such a demand against them; or 

c) becomes aware of any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which could reasonably be anticipated to give rise to such a demand at any future time. 

Written notice of any such third party claims made shall be given by the Assured at the earliest practicable moment, but in any event within 30 days 

of the expiration date of the Policy Period stated in Item 2 of the Schedule. 

Any subsequent legal proceedings for damages brought against the Assured as a direct result of any matter or matters for which written notice has 

been given under b) or c) above, whether such proceedings are brought during or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Policy Period, is considered to be a third 

party claim first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at the time the Assured first became aware of the said matter or matters.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e 

Underwriter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such matter or matters which do not result in legal proceedings being brought against the Assured within 

six (6) years of the date of said written notice. 

Upon receipt of written notice of any third party claim (as defined above) the Underwriters shall be entitled to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aim on their behalf and the Assured shall co-operate fully with any Underwriters' representative in the conduct of his enquir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aking available to him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as he may require together with facilities for the interviewing of 

all the Assured's personnel whom the representative may consider to be relevant to his enquiries. 

8.  WARRANTY 

It is warranted that the statements and particulars in the Proposal Form referred to in Item 5 of the Schedule and an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hereto provid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are the basis of this Policy and shall be deemed incorporated herein. 

The Assured agrees, by acceptance of this Policy: 

a)  that the statements and particulars in the Proposal Form, and an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are their representations and that this Policy is 

issued in reliance upon the truth of such representations; and 

b)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 Proposal Form, or an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containing misrepresentations which materially affect the acceptance 

of risk hereunder by the Underwriters this Policy shall be void in its entirety and of no effect whatsoever. 

9.  FRAUDULENT CLAIMS 

If the Assured shall make any claim for indemnity knowing the same to be false or fraudulent, as regards amount or otherwise, this Policy shall be 

void in its entirety and of no effect whatsoever and all claims for indemnity hereunder shall be forfeited. 

10. JURISDICTION 

a)  The indemnity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shall apply only to final judgements against the Assured in the Courts of the Country stated in Item 10 of 

the Schedule and not to judgements obtained elsewher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nor to 

judgements or orders obtained in the said Court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judgements obtained elsewher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whether by way of reciprocal agreements or otherwise. 

b)  It is agreed between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Assured that the premium for this Policy has been calculated accordingly and no consideration 

has been paid in respect of liabilities arising under any other law or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other Courts. 

c)  Any legal proceedings commenced against the Underwriters arising out of this Policy may be served upon the person(s) named in Item 9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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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who are duly authorised to accept service on their behalf. 

11.  MATERIAL CHANGES 

a)  Change of Control of the Assured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change in the effective ownership or control of the Assured whether financial or otherwise and whether 

occurring by operation of law, voluntary act on the part of the Assured or by merger, purchase or sale of assets or shares or in any other way 

then cover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thenceforth cease in respect of all and any third party claim first made thereafter unless the Underwriters 

agree in writing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olicy and then only upon such terms as may be stipulated by Underwriters. 

b)  Merger,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Assured shall merge with or purchase or otherwise acquire all or any of the undertaking, assets or liabilities of another 

business this Policy shall not afford any coverage of any kind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 which involves any act, error or omission which arises 

or occu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or in relation to all and any of such undertaking, assets or liabilities or their acquisition unless and until 

the Assured shall have obtained the Underwriters agreement in wri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cover under the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and 

then only upon such terms as may be stipulated by Underwriters after full disclosure of all material facts by the Assured. 

c)  Other Material Changes 

In the event of any other material change in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disclosed to the Underwriters in the Proposal Form and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which may increase the risk accepted by the Underwriters hereunder the Assured shal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give notice to the 

Underwriters of any such change whereupon the Underwriters may elect to terminate this Policy or to offer the Assured a continuation of 

cover on such revised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Underwriters may require. 

12.  TERMINATION PROVISIONS 

This Policy shall terminate with or without the tender of any unearned premium: 

a)  immediately in the event of the occurrence of any of the events providing for termination set forth in Condition 11; 

b)  immediately as to any subsidiary of the Assured in the event of the occurrence of any of the events set forth in Condition 11 in relation to such 

subsidiary; 

unless in any such case the Underwriters, after having been furnished with all relevant particulars relating to the event, have offered revised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cover and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Assured; 

c)  upon receipt by the Underwriters of a written request by the Assured to terminate the Policy. 

This Policy shall also terminate immediately upon exhaustion of the Limit of Indemnity by one or more payments made under this Policy in which 

the premium is deemed to be fully earned. 

13.  OTHER INSURANC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which is insured by or would bu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licy be insured by, any other existing Policy or 

Policies, except in respect of any excess (not exceeding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tated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beyond the amou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under such other Policy or Policies, including any deductible applicable thereunder, had this Policy not been effected. 

14.  INTERPRETATION 

The co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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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glish text as it appears in this Policy. 

DEFINITIONS 

1.  The Assured shall mean the entity first named in Item 1 of the Schedule and shall include any majority owned and controlled Banking subsidiary 

companies which are named therein and which are also named and included in the written Proposal Form. 

2.  Officers and Employees shall mean: 

a)  the Assured's officers also any full time and part time employees (including a Director of the Assured who is employed as an officer or other 

salaried employee) while act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ir employment by the Assured; and 

b)  a Director of the Assured (other than one who is employed as an officer or other salaried employee) but only while performing acts com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sual duties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and not while acting in any other capacity. 

And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hall not include agents or consultants or subcontractors or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dvisers. 

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wheresoever the same shall appear in this Policy shall include all and any colonies, dependencies, dominions 

and protector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4.  Affiliate shall mean any entity in which the Assured hold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less than 50% but more than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EXCLUSIONS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demnify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1.  Any legal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Assured 

a)  under the terms, conditions or warranties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or 

b)  by virtue of any waiver or release from liability of any third party,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liability would have attached to the Assured in the 

absence thereof. 

2.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dishonest, fraudulent, criminal or malicious act or omission of the Assured or of any Director 

or of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r of any sub-contractor or agent of the Assured. 

3.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  any bodily, mental or emotional injury, sickness or disease, or by death, or 

b)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of any third party. 

4.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any goods or other property, including securities, documents and written 

instruments of every kind, whether owned by the Assured, held by the Assured in any capacity or for which the Assured may be liable. 

5.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deliberate breach of any laws, enactments or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all and any of the 

constitution, operation and conduct of the Assured and/or the business or operations of the Assured in all and any jurisdic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evant to any of the same. 

6.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Assured having refused to provide any financing or refused to fulfil any actual or alleged 

commitment to make any loan or transaction in the nature of a loan or transaction in the nature of a loan or a lease or an extension of credit, whether 

such commitment was authorised or unauthorised. 

7.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any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wherein any third party claim against the Assured would be compensable under a 

Bankers Blanket Bond or equivalent policy irrespective of the amount thereof and whether or not such a policy is actually maintained by the Assured. 



 

第 346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8.  Any claim by or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the Assured's parent company, or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of the Assured or of the Assured's parent 

company, or any company or other entity in which the Assured, or Officers or Employees of the Assured, have an executive or controlling interest. 

9.  Any third party claim arising out of the insolvency of the Assured. 

10.  Any third party claim involving or arising out of a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which occurred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hereof and/or which was 

notified to any Insurer(s) or Underwriter(s) prior to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11.  Any third party claim involving or arising out of a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the awareness of which would cause a reasonable person to believe that 

it could give rise to a third party claim against the Assured and of which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the Assured was actually aware prior to the 

inception date of this Policy.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this provis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rights of the Underwriters to treat the said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as a non-disclosure or misrepresentation of a material fact entitling the Underwriters to elect to treat this Policy as void from its 

inception. 

12.  Any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and any multiple damages except for the single compensatory amount of damages prior to such 

multiplication. 

13.  Any claim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by or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any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 governmental body or governmental 

agency, except when acting solely in the capacity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14.  Any suit or legal proceeding brought by or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a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of the Assured in their capacity as such. 

15.  Any third party claim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depreciation (or failure to appreciate) in value of any investments, including securities, 

commodities, currencies, options and futures transactions, or as a result of any actual or alleged representation, guarantee or warranty provid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as to the performance of any such investments.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15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due solely t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in failing to effect a specific investment trans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rior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16.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loss of value, surrender value or cancellation value of any leased product or service as a result of 

fluctuations in value of such product or service. 

17.  Any third party claim for the reimbursement of fees, commissions, costs or other charges paid or payable to the Assured, or, any third party claim 

based upon allegations against the Assured of excessive fees, commissions, costs or other charges. 

18.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failure to provide insurance of any kind, whether such failure concerns the amount, existence 

or adequacy of such insurance or otherwise.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18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due solely t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in failing to effect or maintain a specific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rior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19.  Any legal liabil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from: 

a) ionis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s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from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b)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anyexplosive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20. Any third party claim emanating from any actual or attempted 

a)  merger,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of another business by the Assured, or 



 

第 347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b)  purchase or sale transactions in the shares of the Assured, the Assured's parent company or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except however when the Assured is acting upon the specific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21.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actual or alleged seepage,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22.  Any legal liability which aris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reason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23.  Any legal liability as a result of loss sustained by a third par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dvice given by the As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Hedging transactions.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23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due solely t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in failing to effect a specific Hedging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rior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Hedging means the arranging of one or more contracts specifically to protect against movement in prices or val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reign exchange, commodities and securities of every description. 

BREACH OF TRUST,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 MISREPRESENTATION EXTENS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mium charged, this Policy is amended as follows: 

(1)  Sub-paragraph (ii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ii) (a)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or 

(b)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breach of trust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or 

(c)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or 

(d)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or 

(e)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misrepresentation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and 

(2)  Sub-paragraph (v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vi)  arise other than from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breach of trust 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r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or misrepresentat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3) Sub-paragraph (vi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vii)  relate other than to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breach of trust 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r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or misrepresentat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4) The final paragraph of Condition 2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f a series of third party claims shall result from any single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breach of trust 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r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or misrepresentation (or related series of negligent acts, negligent errors or negligent omissions or 

breaches of trust or breaches of fiduciary duty or breaches of professional duty or misrepresentations), then, irrespectiv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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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s, all such third party claims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a single third party claim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5)  Condition 11(b)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b)  Merger,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Assured shall merge with or purchase or otherwise acquire all or any of the undertaking, assets or liabilities of another 

business this Policy shall not afford any coverage of any kind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 which involves any act, error or omission, or breach of 

trust, 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or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or misrepresentation which arises or occu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or in 

relation to all and any of such undertaking, assets or liabilities or their acquisition unless and until the Assured shall have obtained the 

Underwriters agreement in wri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cover under the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and then only upon such terms as may be 

stipulated by Underwriters after full disclosure of all material facts by the Assured.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EXTENS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mium charged, this Policy is amended as follows: 

(1)  Sub-paragraph (ii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ii) (a)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or, 

(b)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and 

(2)  Sub-paragraph (v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vi)  arise other than from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3)  Sub-paragraph (vi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vii) relate other than to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4)  The final paragraph of Condition 2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f a series of third party claims shall result from any single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or related series of negligent acts, negligent errors or negligent omissions or defamations,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then, irrespectiv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laims, all such third party claims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a single third party claim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5)  Condition 11(b)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b)  Merger,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Assured shall merge with or purchase or otherwise acquire all or any of the undertaking, assets or liabilities or another business 

this Policy shall not afford any coverage of any kind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 which involves any act, error or omission, or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which arises or occu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or in relations to all and any of such undertaking, assets or liabilities or their 

acquisition unless and until the Assured shall have obtained the Underwriters agreement in wri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cover under the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and then only upon such terms as may be stipulated by Underwriters after full disclosure of all material facts by the As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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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clusion 3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  any bodily, mental or emotional injury, sickness or disease, or by death, or 

b)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to any third party, 

(i)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legal liability is caused by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and is covered by the defamation 

(including injurious falsehood) extension attaching to and forming part of this Policy. 

LOSS OF DOCUMENTS EXTENS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mium charged, this Policy is amended as follows: 

(1)  Sub-paragraph (ii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ii) (a)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or 

(b)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Documents which are the property of, or which are entrusted to the Assured, which are supposed by them to 

be, or believed to be in their possession or in the possession of any other party, having been destroyed or damaged or lost or mislaid and 

which after diligent search, cannot be found; 

(2)  Sub-paragraph (v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vi)  arise other than from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loss of Documents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3)  Sub-paragraph (vii) of the Insuring Clause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vii) relate other than to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r loss of Documents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4)  Exclusion 4 shall be deleted and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any goods or other property, including securities, Documents and 

written instruments of every kind, whether owned by the Assured, held by the Assured in any capacity or for which the Assured may be liable, unless 

covered under this loss of Documents Extension attaching to and forming part of this Policy. 

(5) The “Definitions” section of the Policy shall contain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definition: 

"Documents" shall mean letters of credit, promissory notes, money orders, orders upon public treasures, stamps, insurance policies, title deeds, 

certificates of title and all other negotiable and non-negotiable instruments or contracts representing money or other property (real or personal) or 

interests therein, and any other valuable papers, including books of account which are held by the Assured for any purpose or in any capacity and 

whether so held gratuitously or otherwise and for which the Assured is legally liable.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total aggregate limit of liability for all loss that the Underwriters shall be liable to pay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or 

developments thereof for which this policy may provide cover pursuant to the extension of cover provided by this endorsement is specifically sub-limited to 

US$100,000 (the “Sub-Limit Of Liability”). This Sub-Limit Of Liability is part of and not in addition to the total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and will in no way serve to increase the Underwriters’ Limit of Indemnity as specified therein. 

NEW SUBSIDIARIES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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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any subsidiary company created or acqui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provided that: 

(i)  the subsidiary does not increase the Assured’s total assets by more than 10% based on the Assured’s latest audit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annual report; and 

(ii)  the subsidiary’s financial services are not materially different in their nature to those of the Assured described in the Proposal Form; and 

(iii)  the subsidiary is not domiciled and/or l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Canada; and 

(iv) the third party claim must be first mad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v) the third party claim must arise from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fter the creation or acquisition of the subsidiary. 

LENDERS LIABILITY EXTENSION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provide an indemnity to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the As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loan, lease or extension of credit. 

However,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demnify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any legal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i) the operation or control of any entity or property that the Assured acquired as collateral security in connection with any loan, lease or extension of 

credit, or as a result of foreclosure or repossession in connection with any loan or extension of credit; or 

(ii) any loan, lease or extension of credit, provided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such loan, lease, or extension of credit.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Extension, Administration means in respect of any loan, lease or extension of credit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record keeping, billing 

and disbursements of principal or interest, receipt or payment of insurance premiums and taxes, credit reporting or statements of a customer’s 

creditworthiness, determination of the depreciation amount of property. This definition does not include any property valuation or estimate of value by or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for whose conduct the Assured is legally responsible. 

COMPENSATION FOR COURT ATTENDANCE EXTENSION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provide an indemnity to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US$300 per day i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is required to attend 

court as a witness in connection with a third party claim notified under an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The sub-limit of this Extension is US$3,000 in the 

aggregate for all court attendance costs. This sub-limit is part of and not in addition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Item 6 of the Schedule and no 

Deductible applies. 

DISCOVERY PERIOD EXTENSION 

This Policy, if there is a Change in Exposure, is extended to provide an indemnity to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the As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s caused by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committed prior to the Material Changes stated in Conditions 11 in 

the Policy and which is otherwise covered by this Policy; and 

However, the Assured may, up to 45 days after the Material Changes, request an offer from the Underwriters for a discovery period of up to 84 months. 

Upon such request and following the receipt by the Underwriters of any requested information, the Underwriters shall offer to extend the cover under this 

Policy for a discovery period of up to 84 months 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at such premium as it may decide in its discretion. Any additional 

premium will be non-refundable. 

KEY MAN LOSS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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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Key Man Loss. The sub-limit of liability for all payments under this Extension is US$100,000 in the 

aggregate. This sub-limit is part of and not in addition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Item 6 of the Schedule and no Deductible applie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Extension, Key Man Loss means the reasonable costs and expenses of a public relations firm and/or consultant and/or crisis 

management firm and/or law firm, incurred by the Assured, with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Underwriters (which shall not be unreasonably delayed or 

withheld), in order to prevent or limit adverse effects or negative publicity in respect of the Assured’s business, that is directly caused by the discharge or 

enforced resignation (other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a planned retirement), permanent disability or death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f a key Officer or 

Employe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Specific Entity 

Exclusion Clause-Claims 

Brought By And Against 

By way of clause to the Policy, the parties agree as follows (subject otherwise to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limits of liability and exclusions 

of the Policy):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laim made against                and its 

subsidiaries or th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such company in their respective capacities as such. 

Further,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laim which is brough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or on behalf of                and its subsidiaries or th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such company.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is Policy remains unaltered. 

臺灣產物民間公證人責

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每一公證事件賠償請求之保險金額：指本公司對於每一公證事件所受賠償請求之最高賠償金額。 

二、公證事件：指依公證法作成公、認證書一次之事件。 

三、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指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四、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公證法執行民間公證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責任或義務，致第

三人受有損失，而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依公證法所得行使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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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三、任何關於外國法令之解釋、援引或適用錯誤。所稱「外國法令」係指中華民國統治權所及地區以外地區之法令。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違反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或洩露業務機密之行為。 

六、任何人員身體傷亡或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七、被保險人因職務上之需要，而持有或保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土地或房屋等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件或物件之毀損滅失。但第三人因

須重新辦理或重製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件所需之申請費用，本公司仍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依公證法委請代理時，該代理人所為之任何行為，及被保險人因該代理行為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九、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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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

予退還。 

第八條  契約解除、終止之通知 

本保險契約若遇有契約終止之情形，或經解除或有其他足以影響本保險契約之情形時，本公司應於七個工作日內將契約終止通知書副本或其他證

明文件乙份寄送被保險人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區公證人公會。前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公會郵寄地址，以要保書所載或變更後之新地址為

據。 

第九條  契約變更 

任何本保險契約權益之變更，本公司應於變更後七個工作日內將批單副本乙份寄送被保險人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區公證人公會。前開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及公會郵寄地址，以要保書所載或變更後之新地址為據。 

第十條  契約變更之通知 

被保險人若於保險期間內變更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區公證人公會；或前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或地區公證人公會之地址有變更者，應儘速

通知本公司。 

第十一條  書面通知義務 

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事項，契約雙方均應以書面為之。 

第十二條  延長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期間 

若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終止後或到期日後， 因故無法或不繼續執行民間公證人業務而無須繼續投保本保險契約者，本公司同意對於本保險契

約終止後或到期日後二個月內初次遭受第三人賠償請求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仍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理賠責任。 

但有下列除外事項發生時，本公司仍不負賠償責任： 

一、在本保險契約終止後或到期日後所為之行為。 

二、已向他保險公司辦理續保者。 

第十三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四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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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六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賠償請求案件之應賠償金額及處理該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若自負額

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七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仲裁判斷書、和解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八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九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

為限。但承保之其他保險契約為地區公證人公會責任保險時，則應由本保險契約優先賠付。 

第二十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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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二十一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三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地區公證人公

會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之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依公證法組織設立之地區公證人公會。 

二、被保險人：指為要保人所屬會員之民間公證人，但以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為限。 

三、每一公證事件賠償請求之保險金額：指本公司對於每一公證事件所受賠償請求之最高賠償金額。 

四、公證事件：指依公證法作成公、認證書一次之事件。 

五、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指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六、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公證法執行民間公證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責任或義務，致第

三人受有損失，而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就超過被保險

人所投保之「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保險金額之損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若被保險人未投保「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或該保險已屆期

而未續保，或因解除而失其效力，或除保險金額用罄外之原因而終止者，本公司均不負理賠之責。 

第四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依公證法所得行使之業務。 

二、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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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關於外國法令之解釋、援引或適用錯誤。所稱「外國法令」係指中華民國統治權所及地區以外地區之法令。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違反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或洩露業務機密之行為。 

六、任何人員身體傷亡或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七、被保險人因職務上之需要，而持有或保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土地或房屋等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件或物件之毀損滅失。但第三人因

須重新辦理或重製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件所需之申請費用，本公司仍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依公證法委請代理時，該代理人所為之任何行為，及被保險人因該代理行為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九、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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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

予退還。 

第八條 會員資格之異動 

要保人若於保險期間內有新加入之會員時，應於三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溯及自該會員加入之日起生效。 

要保人違反前項規定者，對於未向本公司申報之會員所生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若於保險期間內有任何喪失會員資格之情事者，本保險契約對該被保險人之效力於其喪失會員資格之日起失效。 

第九條  契約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書面通知義務 

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事項，契約雙方均應以書面為之。 

第十一條  延長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期間 

若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終止後或到期日後， 因故無法或不繼續執行民間公證人業務而無須繼續投保本保險契約者，本公司同意對於本保險契

約終止後或到期日後二個月內初次遭受第三人賠償請求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仍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理賠責任。 

但有下列除外事項發生時，本公司仍不負賠償責任： 

一、在本保險契約終止後或到期日後所為之行為。 

二、已向他保險公司辦理續保者。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三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

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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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仲裁判斷書、和解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

為限。但承保之其他保險契約為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時，則應由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契約優先賠付。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法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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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藥師與藥劑生

業務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藥師：係指被保險人依藥師法領有藥師證書並經主管機關發給藥師執業執照之人。 

二、 藥劑生：係指依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領有藥劑生證書並經主管機關發給藥劑生執業執照之人。 

三、 追溯日：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內之日期，被保險人執行藥師或藥劑生業務之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屆滿

日前。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連續投保時，以第一年保險契約之始日，作為後續各年度續保契約之追溯日。 

四、 藥品：指下列各目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一) 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 未載於前目，但使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三) 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 用以配置前三目所列之藥品。 

五、 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藥師或藥劑生業務，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責任及義務，直接引致第三人體

傷或死亡，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間或期滿後二個月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藥師業務係指被保險人依法執行以下之業務： 

一、 藥品販賣或管理。 

二、 藥品調劑。 

三、 藥品鑑定。 

四、 藥品製造之監製。 

五、 藥品儲藏、供應與分裝之監督。 

六、 含藥化妝品製造之監製。 

七、 依法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 

第一項所稱藥劑生業務係指被保險人依法執行以下之業務： 

一、 藥品買賣，係指依藥事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但書所定得由專任藥劑生管理之藥品買賣。 



 

第 360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二、 藥品調劑，係指依藥事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所定得由藥劑生為之之藥品調劑。 

第四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依據本保險契約之規定，應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

外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係指當任何一次意外事故發生時，不論傷亡人數多寡，本公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第五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被撤銷藥師或藥劑生資格或被撤銷執業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藥師或藥劑生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所承諾醫療效果或虛偽誇張廣告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 被保險人非法使用偽藥、劣藥、禁藥、管制藥品、毒劇藥品、試驗用藥品、來源不明藥品或無藥商許可執照之藥品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 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六、 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而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 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毒品或麻醉劑之影響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三、 被保險人因具有醫院、療養院、診所、實驗所或其他事業機構之所有人、合夥人、監督人或經理人之身份所發生之賠償責任，而非直接執

行藥師或藥劑生業務行為所致者。 

四、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六、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七、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八、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九、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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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各種型態之污染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

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

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八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九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

予退還。 

第十一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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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三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 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

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

證據之義務。 

二、 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 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

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 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五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

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六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七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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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八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九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二十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ㄧ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三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

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二、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三、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四、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五、要保人：指向本公司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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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保險人：指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之人。包括列名被保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 

    （一）列名被保險人：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被保險人，但以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或經民航局同意註冊登記之團體為限。 

  （二）附加被保險人：指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管理被保險遙控無人機之人。 

七、遙控無人機：指自遙控設備以信號鏈路進行飛航控制或以自動駕駛操作或其他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公告之無人航空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操作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遙控無人機或遙控無人機上墜落的任何物品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第三人係指被保險人以外之人，但意外事故發生時未實際使用或管理被保險遙控無人機之人不在此限。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八、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九、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因受酒類影響或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從事特技表演或競賽。 

三、被保險人操作遙控無人機違反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相關管理辦法或相關法令規定。 

四、被保險人操作之遙控無人機未經民航局或其委託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檢驗合格、認可或核准。 

五、被保險人或其主次承包商的任何股東、董事、監事、管理人或雇員在其為被保險人工作或履行職責的期間所遭受體傷或財物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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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何參與被保險人執行無人機作業之人所遭受的體傷或財物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實際參與操作無人機之人及任何協助該項作業之人。 

七、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八、無人機用於噴灑或空投作業時，噴灑物體或空投的物質對其他人直接或間接造成的體傷或財物損失。 

九、被保險無人機用於非法目的，或用於保險契約中聲明用途之外的目的。 

十、利用被保險無人機從事違法或違規活動。 

十一、因被保險無人機所致大氣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種污染、電子或電磁干擾、噪音（不論人耳是否能聽到）、振動、音震及其他

相關現象。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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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二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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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本公司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

險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

款 

第一條 共用保險金額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執行遙控無人機群飛作業時，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遭受賠償請求所致之全部損失，本公司依主保險契約

「投保無人機明細表」所列之全部無人機共用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仍以主保

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

險加保噴灑農藥作業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加保噴灑農藥作

業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操作主保險契約載明之遙控無人機進行噴灑農藥作業時發生意外事

故，噴灑物體或噴灑設備直接導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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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依規定向民航局申請核准或未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或未經農藥使用訓練合格之技術人員實施代噴業務或施

作前未依民航局規定程序申請辦理。 

二、實際執行噴灑農藥作業之人員未符合「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或未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 

三、被保險人違反「農藥管理法」及「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規定之使用方法及範圍，或使用未經核准之農藥。 

四、被保險人噴灑之農藥通常性或漸進式進入不動產、大氣層、水域等環境所致人員之體傷或財物損失。 

五、清除農藥之費用。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農藥：係指符合農藥管理法所稱之農藥，包含成品農藥及農藥原體。 

二、意外事故：係指外來非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因被保險人於未能警覺其行為或不行為，所導致於瞬間發生非可預期、非可預料且不可抗

力之有害結果。 

陸續或重複暴露於同一原因所致之有害情況下者，視為一次事故。且以其首度發生之時點視為該事故之始期；以其完全不再發生之時點視

為該事故之終期。 

三、清除農藥之費用：係指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已受有損害，為使恢復原狀，所採取之清除農藥之費用。包括調查、清除、運送、

儲存、滅除等費用，或重置土壤、水、地下水，或污染物之隔離費用。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警察人員責任

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符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任官、授階，執行警察任務之人員。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指依中華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對於被保險人執行警察職務，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國

家政府機關。 

三、追溯日：指被保險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契約內之日期。被保險人執行職務之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凡發生於

本日以前之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均不負理賠之責。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0862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0862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30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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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體傷害：係指任何人所遭受之體傷、疾病及因而導致之死亡。  

五、財物損失：係指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並包括因而不能使用之損失。 

六、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七、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指在本保險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八、發現期間：指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特定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執行職務上之重大過失行為，而於發現期間屆滿

前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者，除本保險契約不保事項載明外，對於該賠償請求，亦在承保範圍內。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警察相關法律執行職務，因重大過失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

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內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

數個賠償請求，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

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 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所生之多倍、懲罰性賠償金。  

六、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七、被保險人為獲非法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  

八、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 

九、任何因侵害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被保險人因違反保密義務而引起之賠償責任。 

十一、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污染物質有關之賠償請求，或對於污染物質、核子物料或核廢料測試、監督、清理、移除、圍堵、處理、去毒或中和等

工作之指示或要求有關之賠償請求。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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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

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 

第六條 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被保險人享有三年之基本發

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採加繳保險費方式以書面向本

公司申請延長發現期間，惟該延長發現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要保人若選擇加費延長發現期間，應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並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但所

加繳之保險費不得退還，且展延之發現期間亦不得終止。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 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 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 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

本保險契約。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 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

按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 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 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

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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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初次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 

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三、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二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於保險金額內，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負

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確定判決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或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與國家賠償請求權人協議給付賠償金

額。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警察職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費，事前

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法院和解筆錄或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與國家賠償請求權人和解協議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前項得檢具法院和解筆錄之情形，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確定判決中已明 確認定被保險人具有重大過失情事者為限。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 372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警察人員責任保險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

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六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因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求償之日起算。 

第十七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 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

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資安防護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公司及其董(理)監事、監察人、員工，且其行為屬於執行業務相關之範圍內者。 

三、「違反資料保護」：係指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時，違反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我國及其他國家規範內容相似

之法令。 

四、「個人資料」：係指被保險人合法蒐集、處理及利用該第三人相關之資料，包含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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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資訊安全」：係指被保險公司所有或承租之電腦系統遭受未經授權之入侵、使用、修改、毀損、刪除、惡意程式碼感染或阻斷式服務攻

擊。前述「惡意程式碼感染」係指經特別設計用以損害電腦系統之任何未經授權之軟體、電腦程式或病毒；「阻斷式服務攻擊」係指暫時地、

全部或部分惡意消耗被保險公司的電腦系統資源，使其服務中斷或停止導致無法正常存取。 

六、「調查」：係指主管機關對被保險人的資料蒐集、資料處理、資料利用或委託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予第三人之程序所為之正式或官方行動、

調查、質詢或查核。但不包括任何產業調查、例行性調查或非針對被保險人所為之調查或行動。 

七、「同一承保事故」：係指任一賠償請求及費用，或數個賠償請求及費用係肇因、基於或可歸因於下列任一情形者： 

    (一)同一或單一原因； 

    (二)一系列具繼續性、重覆性或相關性之原因。 

八、「本保險契約最高賠償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承保責任及承保費用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九、「管理人員」：係指董(理)監事、監察人、總經理、法令遵循主管、資料保護主管、資訊安全主管、企業法務主管或同等職位(含)以上之管理

人員。 

十、「電腦系統」：係指電腦硬體、軟體、韌體和儲存在其上的數據，以及相關聯的輸入和輸出裝置、數據儲存裝置、網絡設備和儲存區域網絡或

其他電子數據備份的設備。 

第三條 承保範圍 

一、承保責任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致第三人受有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被保險人在保險期

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於下列責任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對於前述賠償請求，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

屆滿後或保險契約終止後三十日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一) 資料保護責任 

被保險人因違反資料保護，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而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二) 資訊安全責任 

     被保險人因違反資訊安全，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而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二、承保費用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而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或調查，或於保險期間內發現違

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發生之下列費用，且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因第三條第一項承保責任進行抗辯所發生之費用。 

(二) 官方調查費用 

被保險人因遭受主管機關調查所需之法律諮詢費用及為回應主管機關所支出之費用。 

(三) 通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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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依法令規定應向資料所有人發出通知所致之費用。 

(四) 資安專家費用 

被保險人聘請資安專業人員確認電腦系統之安全狀態、判斷發生之原因所產生之費用。 

(五) 復原費用 

     被保險人為回復、重新蒐集或重置遭受破壞、毀損、修改或刪除的電子資料或軟體，使其回復原狀所產生之費用，但不包括為提升或改善

資料保護或資訊安全而產生之費用。 

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費用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或犯罪行為而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致者；但因非屬管理人員之員工之故意、不誠實或犯罪行為而違反

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致者，本公司仍負理賠之責。 

二、因管理人員參與、知悉或與非屬管理人員之員工共謀故意、不誠實或犯罪行為而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致者。 

三、由管理人員所提出或代其提出之賠償請求所致者。 

四、任何因身體傷害（包括精神傷害）或財物損失之賠償請求所致者；但被保險人因過失違反資料保護所致第三人精神傷害者，本公司仍負理賠

之責。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所提供之保證或擔保。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本公司仍

負理賠之責。 

六、任何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發生之賠償請求、官方調查或公司內部調查，或在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知悉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或可

合理預期會導致資料保護責任或資訊安全責任之任何危險情事所致者。 

七、任何關於營業秘密、著作權、專利、商標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盜用、抄襲或侵害所致者。 

八、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九、稅金、罰金、罰鍰或不具損失填補性質的損害賠償，如：懲罰性違約金或懲罰性損害賠償。 

十、被保險人因違反或遭指控有違反任何與有價證券所有權、買入、賣出或與買入、賣出之要約或要約引誘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喪失清償能力、受破產宣告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接管、清理所致者。 

十二、機械故障、電力故障（電力中斷、停電、電壓下降或突波）、通訊系統(包括網路服務)或衛星系統故障、錯誤、干擾或中斷所致者。 

十三、因交易損失、交易責任或帳戶價值變動；被保險人照護、保管或控制中的任何金錢(包括虛擬貨幣)、有價證券或其他有形資產遺失、移轉

或遭竊所致者。 

十四、被保險人所出售、供給、修復、變更、製造、裝配或維修之商品、勞務或產品之缺陷、瑕疵或故障所致者。 

十五、於美國、加拿大或其領地或屬地境內被指稱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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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違反依聯合國之決議或中華民國、歐盟、英國或美國之法規所施行之任何貿易及經濟制裁、禁運或限制所致者。 

第五條 保險金額與自負額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承保責任及承保費用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各項保險金額為限，總計以本保險契約最高賠償金額為限。 

對於同一承保事故應負之承保責任及承保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

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知悉任何可能導致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之事實或情況時，應儘速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或主管機關調查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時儘速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之相關情況、列出可能受影響之人數及受損之範圍，並說明為減輕或防止損害所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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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及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第十二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賠償請求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

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抗辯費用、官方調查費用、通知費用、資安專家費用或復原費用部分，應檢具發票或收據或其他支出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承保責任及承保費用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

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承保責任及承保費用，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

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六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 

第一章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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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險種類別 

本保險契約承保之險種包含下列類別，要保人依其需求，於本公司同意後擇一訂定之： 

一、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二、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保單首頁「要保人」欄位之人。 

二、「被保險人」: 係指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保單首頁「被保險人」欄位之人。 

三、「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 係指本公司就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對發生意外事故之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前述所稱體傷

含死亡。 

四、「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體傷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體傷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六、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四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故所致損害，不負賠償之責： 

一、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

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

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 

七、石綿與各種形態之污染。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事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第 378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九、因下述原因所致網路及電子資料損失，其同時或先後發生涉有其他原因或事件時，亦同： 

（一）網路損失。 

（二）直接或間接基於、關於、肇因於或可歸責於電子資料之無法使用、功能減損、修復、重製、取代或復原所產生任何性質之損失、責任、

賠償請求、費用或支出，包括但不限於相當於前述電子資料價值之金額。 

十、直接或間接因任何傳染病、病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無症狀)及世界衛生組織或任何政府機構宣布的大流行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五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

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前述所稱之疾病亦包括經醫療機構專科醫師診斷罹患之職業病。 

六、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本身體傷或死亡。 

七、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八、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補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解除本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返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返還賠償金額。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內容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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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二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受僱人身份證明。 

三、僱傭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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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

比例為限。 

第十六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七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

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 

第二十一條 承保範圍                                                                                                     被保

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被保險人服勞務，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十五歲之人。                                                                                                                                   

被保險人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時，應先辦理請領並先行抵充其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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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賠償責任以超過前述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為限。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

是否為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第二十二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二十三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三章 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 

第二十四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承保工作之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時，應先辦理請領並先行抵充其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本公司

之賠償責任以超過前述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為限。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

是否為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第二十五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被保險人服勞務，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十五歲之人。意外事故發生時，獨立從事勞動並實際執

行承保工作而受被保險人管理者，亦屬之。 

二、「啟用」：係指承保工程之全部或一部已開始使用、居住、作業、營業、提供服務等情形。 

三、「接管」：係指承保工程之全部或一部經定作人或其主管機關占有、占用、管領、保管等情形。 

四、「驗收」：係指承保工作之全部或一部分業經完成，並經定作人或其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但非指工作契約約定之養護(保固)期間、保證期間、

試營運期間或瑕疵修補期限屆滿後之最終驗收。 

第二十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公司按專案風險與保險期間計收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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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時，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已經過之保險期間以保險期間係數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時，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已經過之保險期間以保險期間係數計算。 

本公司就第一項及前項計算後之保險費與原保險費之差額部分退還要保人。 

專案結束或經啟用、接管、驗收後，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第一條 定作人通知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指定公證人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指定公證人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得指定公證人：                   進行損失之理算與處理理

賠之相關事宜。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

約保險金額之部分，於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之責，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於非執行職務期間發生意外傷害事故死亡或受有體傷，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

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醫療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門診醫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所載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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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範圍內給付之。 

二、住院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住院治療且住院日數連續達三日（含）以上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

條款所載之住院慰問金費用給付之。 

同一事故給付同一受僱人醫療慰問金費用與住院慰問金費用時，本公司合計給付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五萬元整。 

第二條 理賠金額 

對於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規定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受僱人所實際支付之醫療費用，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為限。 

前項之醫療費用於受僱人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份住院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住院診療，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

康保險給付者，本公司按實際醫療費用金額的百分之六十五核算。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無自額，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自負額之約定。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受僱人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受僱人醫療費用明細或醫療證明文件（或醫療費用收據）。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五條 條款的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附加條款（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

償責任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遭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

規定之職業災害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致被保險人依勞基法規定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本公司就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金，但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各項保險金額限制。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

是否為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各項給付保險金約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月。  

二、失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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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於治療終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失能，並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者，

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其失能等級一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義、等級及給付

標準，均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有關之規定。  

三、所得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付所得保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二

款失能保險金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金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四十個月。  

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勞動部所頒布施行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保單首頁「被保險人」欄位之人。  

三、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基法有關「平均工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之金額。  

四、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有關「月投保薪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向勞保局投保之金額。  

五、指定醫院：係指全民健康保險之醫事服務機構。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四條不保事故及第五條除外責任第一款至第七款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二、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害所導致之事故。 

第四條 受僱人之資格限制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加保本附加條款時，必須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並且在職從事工作。 

第五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一) 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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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六) 受僱人遺屬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申請  

(一) 失能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失能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一) 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列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或員工請假且被扣薪之證明。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 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

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其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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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法令修訂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相關法令修訂，以致本公司保險責任變動時，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之核定，就本附加條款有關條款及保險費率重新修

訂。要保人如不同意，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本公司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

費。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附加條款（B）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

償責任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遭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

規定之職業災害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致被保險人依勞基法規定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本公司就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金，但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各項保險金額限制。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

是否為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各項給付保險金約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月。。  

二、失能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於治療終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失能，並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者，

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其失能等級一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義、等級及給付

標準，均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有關之規定。  

三、所得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付所得保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二

款失能保險金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金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四十個月。  

五、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經指定醫院治療者，本公司對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部分給付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每一人體傷醫療

費用保險金為新台幣          ，且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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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勞動部所頒布施行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且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保單首頁「被保險人」欄位之人。  

三、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基法有關「平均工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之金額。  

四、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有關「月投保薪資」之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向勞保局投保之金額。  

五、指定醫院：係指全民健康保險之醫事服務機構。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四條不保事故及第五條除外責任第一款至第七款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四、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害所導致之事故。 

第四條 受僱人之資格限制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加保本附加條款時，必須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並且在職從事工作。 

第五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一) 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六) 受僱人遺屬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申請  

(一) 失能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失能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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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列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或員工請假且被扣薪之證明。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 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申請  

    (一) 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醫療診斷書及相關醫療費用單據（需經由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診斷開立）。 

    (四) 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列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或員工請假且被扣薪之證明。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

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其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姊妹。  

第六條 法令修訂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相關法令修訂，以致本公司保險責任變動時，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之核定，就本附加條款有關條款及保險費率重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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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要保人如不同意，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本公司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

費。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 

第一條 受僱人人數限制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數約定為         人。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數變動超過       %，被保險人應以

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應按變動後之人數比例調整保險費。 

第二條 比例賠償 

被保險人未為前條人數增加之通知者，於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依承保人數與實際人數比例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險上下班途中及外出洽

公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

及外出洽公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上下班途中或外出洽公期間（不

包含國外出差期間）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含勞動基準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時，應先辦理請領並先行抵充其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本公司

之賠償責任以超過前述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為限。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是否為受僱人

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上下班途中：係指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勞動場所間之應

經途中。  

二、國外出差期間：係指自被保險人於臺灣地區境內機場或碼頭辦理出境登記之時起，至結束國外出差而進入臺灣地區境內機場或碼頭辦理入境

登記之時止之期間。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第一條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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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海外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海外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海外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海外：係指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之區域。 

第三條 法域之適用 

被保險人對於其受僱人責任之認定與賠償範圍，悉以中華民國相關之法令為準據法。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執行職務時發生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

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制裁限制附加條款 

第一條  制裁限制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本保險契約對於依據聯合國決議有關制裁、禁令或限制之國家；或經歐盟、英國或美國法令規章或貿易制裁之國家，不提

供保險保障，本公司亦不負保險理賠及任何利益給付之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優先給付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應優先給付，

不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五條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前項所稱其他保險亦有優先給付約定時，不適用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第一條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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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

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行使

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對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或其員工於執行職務期間所致賠償責任放棄行使代位求償

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並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

用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受有體傷或死

亡，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或慰問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各項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傷害醫療慰問金費用：受僱人經登記合格的醫院醫師或診所治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購置物品之合理費用或住院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傷害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給付之。但同一受僱人同一事故以給付一次為限。 

二、 身故慰問金費用：受僱人死亡時，被保險人對該受僱人之法定繼承人支付身故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身故慰問金費用保

險金額為限給付之。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醫院」係指依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財團法人醫院，但不包括專供休養、戒毒、戒酒、護

理、養老等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療機構。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無自額，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自負額之約定。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給付悉以本保險契約「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且於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外另行給付。 

一、 傷害醫療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個人：新臺幣    元。 

  每一意外事故：新臺幣    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    元。 

二、身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 

  每一個人：新臺幣    元。 

  每一意外事故：新臺幣    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    元。 

第五條 合併給付之限制 

本保險契約「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每一個人」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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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次意外事故受傷或死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並仍受「每一個人」保險金額限制。 

本保險契約「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欄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

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而言。 

第六條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 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 身故慰問金費用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受僱人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探視受僱人購置物品之相關費用單據；或經本公司理賠人

員陪同前往喪家或醫院見證其支付事實。 

四、 受僱人之勞健保或薪資證明等相關文件。 

第七條 條款的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旅客運送業責

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本保險單所稱要保人即是被保險人。。 

二、被保險人：經中華民國政府認定得從事旅客運送之業者。 

三、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傷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前述所稱體傷含死亡。 

但前述規定適用於營業小客車時，則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每一個人死亡及失能保險金額及每一個人傷害醫療保險金額之總和。 

四、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受每一

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五、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六、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行為之必要，因使用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陸、海、空等各式交通工具，而於行駛期間（包括乘

客搭乘及上下交通工具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致所載運之乘客受有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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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  

二、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內戰、革命、叛亂、軍事訓練或演習、逮捕、扣押、拘管、禁制、沒收、充公、

徵用、恐佈份子、劫掠行為。  

三、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因受害第三人(包含乘客)之故意、鬥毆、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逮捕所發生之自身傷害。  

七、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  

八、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九、各種形態之污染。  

十、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或死亡。但以乘客身分受有體傷或死亡者，不在此限。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無照駕駛(含駕照吊扣、吊銷期間)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二款之駕照違規使用規定而經營業

務行為所需之交通工具。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

一款之酒醉駕車規定。  

十三、行駛未經主管機關規定或核准之航程、路線，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定期檢查合格之載客行為。  

十四、被保險人因經營業務行為有非法營業、違法使用、或其他違反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之情事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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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十一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三條 超載之理賠處理 

被保險人因違規超載發生意外事故致所載運乘客或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依本保險契約所載限載

人數與實際搭載人數（含乘客及工作人員）之比例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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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僅就超過該其他保險契約應理賠金額之部份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但其他

保險契約亦有相同約定時，本公司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前項其他保險契約如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時，若被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約定無法理賠或被追償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按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所約定之保險金額扣除之。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本公司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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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不動產經紀業

專業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被保險人：係指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不動產經紀業者，並包括公司負責人

及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 

二、 追溯日：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契約內之日期。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須發生於追溯日後至保險期

間屆滿日前。 

三、 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係指在保險期間內，第三人就相同之「一次事故賠償請求」，向被保險人初次表達因被保險人執行仲介業務之過失、

錯誤或疏漏行為而受有損失之意思表示，或被保險人未收到上述意思表示而經送達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稱之。 

四、 一次事故賠償請求：係指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 

五、 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六、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期間內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七、 不動產經紀業：係指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業務之公司或商號。 

八、 仲介業務：係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仲介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

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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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險人非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仲介業務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實或事件。 

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以前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之不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違反公平交易法或消費者保護法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及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或對第三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者。 

七、被保險人遭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撤銷許可或受停業處分仍繼續執行業務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收取差價、其他報酬或未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計收所致者。 

九、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者。 

十一、下列損失或賠償責任： 
(一) 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二)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所致者，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三) 可依買賣價金信託履約保證履行之賠償責任。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故所致者：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

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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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他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基本報案期間與延長報案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被保險人得免費享有三十日

之基本報案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仲介業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基本報案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本公司亦負

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於基本報案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報案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延長報案

期間，經本公司同意延長報案期間並於基本報案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執行仲

介業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延長報案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亦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二條 理賠項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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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範圍內遭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所發生之抗辯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指被保險人依法院判決書、仲裁判斷書，以及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之和解書所載應負擔之賠償金額。如該法院

判決書或仲裁判斷書之作成有本保險契約第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者，本公司僅按該和解金額負賠償之責。 

二、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執行仲介業務而受賠償請求時，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所發生之律師費用、訴訟費用、鑑定費用及其他規費，事前

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

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第十三條 賠償請求之和解及抗辯 

被保險人對於任何賠償請求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並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

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或賠款金額在自負額以下或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為其進行抗辯、和解或賠償。倘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與第三人同意之和解金額有異議，而繼續進行抗辯或訴訟時，本

公司對於因此所增加之賠償責任與抗辯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四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本保險契約約定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

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五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十五日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七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八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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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九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 

第一章 契約之構成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承保範圍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注意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

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間內或發現期間初次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三人最先提

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累計

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三章 定義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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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之建築師、技師或消防師(士)。被保險人得為自然人或法

人。 

三、一次事故：指一名或多名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 

四、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五、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六、抗辯費用：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七、追溯日：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內之日期。 

八、建築師：指依建築師法取得建築師證書者。 

九、技師：指依技師法取得技師證書者。 

十、消防師(士):指依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取得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證書者。 

第四章 不保事項 

第四條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生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以前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致其家屬或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因製造、銷售、供應或維護之產品或貨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擔任工程施工承攬人或次承攬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被保險人安排或提供財務、金融、保證或保險之資訊，或對上述事項提供諮詢或意見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未於約定期間內完成圖說、規範或其他文件資料或因工程費用或成本之估計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破產或無法償還債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與他人合營或合夥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十、下列損失或賠償責任。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一) 罰款或違約金。 

(二)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因被保險人之譭謗、中傷或抄襲、竊取或洩漏業務機密、侵害版權、商標、專利；圖說、文書資料或證件之毀損或滅失及其所致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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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或使用之動產或不動產，包括各型車輛、船隻、航空器及營業處所等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 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

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六、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 所致之事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

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九、因下述原因所致網路及電子資料損失，其同時或先後發生涉有其他原因或事件時，亦同： 

(一) 網路損失。 

(二) 直接或間接基於、關於、肇因於或可歸責於電子資料之無法使用、功能減損、修復、重製、取代或復原所產生任何性質之損失、責任、

賠償請求、費用或支出，包括但不限於相當於前述電子資料價值之金額。 

十、直接或間接因任何傳染病、病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無症狀)及世界衛生組織或任何政府機構宣布的大流行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五章 一般事項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公司按承保風險與承保年期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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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以小於或

等於一年期計收保險費者，本公司按承保年期小於一年之係數計算;大於一年期計收保險費者，本公司按經過期間年期，依年期係數計算，未滿

一年部分則依日數比例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發現期間 

本保險契約發現期間可分為基本發現期間與延長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契約者，自終止日或屆滿日之翌日起算六十日為基本發現期間；

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基本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本公司亦負賠償之

責。 

被保險人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不予續保，且仍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亦得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延長發現

期間，經本公司同意延長發現期間並於基本發現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生本保

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第三人受有損失，而於延長發現期間內受賠償請求者，亦負賠償之責。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三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

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若非

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

關證據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承諾、撤回或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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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抗辯費用，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

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十五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

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六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七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八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九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二十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一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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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三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

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

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建築

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

約定適用：  

一、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關係。  

三、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

保險金額為上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海外業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

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海外業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在中華民國臺

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之地區直接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之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致

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並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內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

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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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執行海外業務非經當地主管機關許可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

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附加臺灣產物建築師、

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對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

人或其員工於執行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期間所致賠償責任放棄行使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建築

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應優先給付，不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八條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前項所稱其他保險亦有優先給付約定時，不適用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

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

款 

第一條 定作人通知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

師(士)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 

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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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下列所列之人，但以下列身分提供專業服務時為限： 

（一） 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 

（二） 任何於過去、現在或未來擔任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之代表人、合夥人、董事或監察人的自然人。 

（三） 受僱人。 

（四） 與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僅具契約關係，且係聽其指示並受其直接監督的臨時僱員、獨立經營業務的人及僅提供勞務給付的次受託

人。 

（五） 前述第(二)目及第(三)目所述被保險人的繼承人或法定代理人。 

三、 從屬機構 

指由要保人直接，或透過其他從屬機構間接控制其董事會的組成，或持有其股份或權益超過半數之機構。 

本保險契約對從屬機構或其被保險人的保障，僅限於上述機構為要保人之從屬機構時的不當行為。 

依要保人之書面請求，本公司得於評估所增加之承保風險後，提供本保險契約之保障予要保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後所取得或設立之從屬

機構。 

四、 受僱人 

指過去、現在或未來與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訂立聘僱契約，明確表示為受僱的自然人。但不包括以下所列之人： 

（一） 代表人、合夥人、監察人、董事。 

（二） 臨時僱員、獨立經營業務的人、僅提供勞務給付的次受託人。 

五、 一次事故 

指一名或多名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 

六、 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 

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事故對賠償請求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七、 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 

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八、 追溯日 

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內之日期。 

九、 發現期間 

指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特定期間，凡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專業服務時，因義務違反致第三人受

有損害，而於約定之特定期間屆滿前受第三人賠償請求者，並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者，除本保險契約除外不保事項

載明外，對於該賠償請求，亦在承保範圍內。 

十、 專業服務 

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內之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維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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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定之勞務。 

十一、 義務違反 

指被保險人在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專業服務時，因過失而實際發生，或遭指控因過失而發生的違反義務、錯誤、不實

陳述、誤導性陳述、違反保密義務的作為或不作為。 

十二、 賠償請求 

指第三人對被保險人因其不當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的書面要求、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此亦包含於合理預期下，可能導致前述書面要求

或訴訟程序的刑事訴訟程序或政府機關的調查。 

十三、 第三人 

指任何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但不包括以下所列之人： 

（一） 被保險人。 

（二） 其他對於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經營具有財務利益或決策權限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 

十四、 財務利益 

指實質上擁有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股份或權益百分之二十（含）以上，百分之五十（含）以下者。 

十五、 不當行為 

指義務違反、侵害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及營業秘密）或書面或言詞誹謗行為。 

十六、 營業秘密 

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的資訊。但應符合下列各條件： 

（一） 不是一般涉及此類資訊的人所得知道的。 

（二）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的經濟價值者。 

（三） 擁有人已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者。 

十七、 損失賠償 

指基於任何對被保險人所做的不利裁判，或基於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而進行協商的和解結果，被保險人依法應給付給第三人的賠償

金額。但若前述賠償金額包含下列項目時，本公司就該項目不負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一） 稅金。 

（二） 不具損失填補性質的損害賠償，例如懲罰性損害賠償、特定倍數損害賠償或預定性損害賠償。 

（三） 罰金或罰鍰。 

（四） 被保險人的報酬、利益或間接費用，或被保險人所收取的費用或成本支出。 

（五） 依本保險契約準據法的認定，或依賠償請求提出所在管轄地的認定，是屬於不可保事項者。 

十八、 損失 

指損失賠償及抗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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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抗辯費用 

指被保險人或代表被保險人的他人，因賠償請求所進行調查、抗辯、調解、和解、上訴或抗告等而發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花費，但

以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為限。所稱抗辯費用，並不包括以下所列之費用： 

（一） 被保險人的內部費用、與營運有關且固定的間接費用支出或被保險人的時間成本。 

（二） 為遵守與保全程序或其他非金錢救濟有關的命令、許可或協議，而發生的成本及費用。 

二十、 身體傷害 

指肉體傷害、疾病或死亡，以及因上述事由而發生的精神受創、情緒悲痛、心理創痛或精神傷害。 

二十一、 財物損害 

指有形財物發生毀損、滅失、破壞或無法使用的情形。 

二十二、 文書 

指各種性質的文書，含電腦記錄及電子或數位化資料，但不含貨幣、本票、支票、匯票及相關記錄。 

二十三、 污染物 

包括但不限於一切因自然及非自然因素產生的固體、液體、生物、放射性物質、氣體或高溫等刺激物及污染物，如：石棉、煙霧、蒸

氣、煤煙、纖維、黴、孢子、菌類、微生物、濃煙、酸、鹼、各種核能或放射性物質、化學品或廢棄物等。所稱廢棄物，包括但不限

於將回收、再製或再生處理的物質。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專業服務時，因下列承保事項之不當行為致第三人

受有損失，並在保險期間內或發現期間初次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且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通知方式並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本

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專業責任 

被保險人因義務違反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二、 智慧財產權 

被保險人非因故意而侵害任何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及營業秘密）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

償的給付責任。 

三、 誹謗行為 

被保險人因非故意的書面或言詞誹謗行為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四、 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為抗辯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事項之賠償請求所生的抗辯費用，本公司應負有給付責任。 

五、 出庭費用補償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承保事項，依法院之要求需以證人身份實際出庭，本公司將按實際到庭的日數，乘以下列所示金額計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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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前述補償金應併入本保險契約的抗辯費用計算。 

（一） 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代表人、合夥人、監察人或董事每人每日的補償金：新台幣二萬元。 

（二） 受僱人每人每日的補償金：新台幣一萬元。 

本承保事項不適用自負額的約定。 

六、 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償 

被保險人因持有屬於第三人的文書滅失，須給付損失賠償且符合下列要件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給付的責任： 

（一） 被保險人對於所持有屬於第三人的文書的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二） 前述所稱文書的滅失係指文書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發生毀壞、損害、遺失、變形、消除或誤置的情形，且前述情形須因被保

險人執行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專業服務時所致者。但文書的滅失不包括因自然損耗、自然變質、蟲蟻侵蝕及其他超過

被保險人所得控制者。 

（三） 被保險人須已親自或委託他人代為竭力尋找、回復或重置本款第(二)所指的文書。 

本承保事項中的損失賠償，亦包括被保險人為尋找、重置或回復上述文書而合理發生的成本與費用。但被保險人就此成本與費用的請求，

應有支出證明為憑，且須經本公司指定並經被保險人同意之適任人士審核無誤為據。 

本承保事項的分項保險金額以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所承保的賠償請求，每件文書個別的自負額為新台幣二萬五千

元。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與下列賠償請求有關的損失，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情形。 

二、身體傷害／財物損害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害。本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誹謗行為」及「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償」的承保事

項。 

三、契約責任／履約保證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 

（一） 被保險人於提供專業服務所承諾願承擔的契約責任或相關義務，超出一般執行業務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法定注意義務。 

（二） 擔保或保證。 

四、報酬評估的錯誤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未能於事前準確評估提供專業服務的報酬者。 

五、聘僱／歧視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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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聘僱相關的措施、騷擾或歧視。 

（二） 故意或制度性的騷擾或歧視行為。 

六、無償債能力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發生負債大於資產、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的情形。但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應

負擔的賠償責任不得以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有發生負債大於資產、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的情形而主張免除。 

七、基礎設施的故障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 

（一） 機械故障。 

（二） 電力故障，含電力中斷、突波、電壓下降或停電。 

（三） 通訊系統或衛星系統故障。 

八、策略聯盟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為某一策略聯盟的成員，而以此策略聯盟的名義為其執行的工作。 

九、違法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或被保險人自己承認的犯罪、故意、不誠實或詐欺行為；在此情形下，若本公

司就與該賠償請求有關的損失已為給付，被保險人應予退還。倘該被保險人未履行其應為退還的義務，要保人應代為退還予本公司。 

十、專利權／營業秘密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 

（一） 違反有關專利權或營業秘密的授權。 

（二） 侵害或侵佔專利權或營業秘密。 

十一、污染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遭指控或可能有： 

（一） 排放、散佈、釋放、遷移或逸漏各種污染物的情形。 

（二） 與下列有關的命令、要求或行為： 

1. 對污染物進行測試、監控、清理、移除、圍堵、處理或消除或中和毒性。 

2. 對污染物的影響採取因應處理或進行評估。 

十二、生效前之賠償請求及危險事故 

（一） 賠償請求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經提出，或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時仍未有確定之賠償請求。 

（二）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時，已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任何危險事故。 

十三、交易債務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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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保險人因提供專業服務所發生的債務。 

（二） 被保險人對債務提供的擔保。 

十四、美加地區 

賠償請求是在美國、加拿大或其領地或屬地境內提出，或在上述地區內仍懸而未決；或賠償請求是為了執行在上述地區取得的裁判。 

十五、戰爭／恐怖行動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恐怖主義、類似戰爭行動、軍事行動、恐怖份子或游擊份子行動、破壞行動、

武力、敵對行動（不論宣佈與否）、叛亂、革命、民眾騷動、暴動、篡權或政府、公共或地方當局或其他政治或恐怖組織對財產所為或

依其命令對財產所為的沒收、收歸國有、破壞或損害。 

第五條 賠償請求 

一、賠償請求之通知 

被保險人第一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從初次得知此賠償請求時起三十日內(但不得晚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

公司。但應注意，只有在保險期間內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本公司始依本保險契約的約定負給付的責任。若本公司受賠償請求通知

的時間，是在上述三十日期限屆滿後，但在中華民國保險法所規定的請求權時效內，則對於因為不符合上述三十日通知期限而增加的損失，

本公司概不負責。一切通知皆應以書面方式送達本公司。 

二、相關賠償請求的通知 

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提出的賠償請求，如已依本保險契約條款約定的方式及條件通知本公司，則下列後續的賠償請求，應以第一次通知的

時間，視為對被保險人提出並向本公司通知的時間： 

（一） 後續賠償請求是主張、或是因為或基於先前已通知的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事實。 

（二） 後續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不當行為，與先前已通知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不當行為相同或有所關聯。 

如一件以上數個賠償請求是因為或基於下列情形時，在本保險契約下應視為單一賠償請求： 

（一） 同一原因。 

（二） 單一不當行為。 

（三） 一連串具繼續性、重覆性或相關性的不當行為。 

三、危險事故的通知 

在保險期間內，若被保險人獲知可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危險事故，被保險人應儘速將該危險事故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為前

述危險事故的通知時，應提供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理由、發生日期、相關行為及相關人員等詳細資料。 

被保險人為危險事故的通知後，若有任何對被保險人所提出，且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的賠償請求是主張、或起因於上述危險事故，或此後續

賠償請求所主張的不當行為，與該先前已通知危險事故中所主張或敘述的不當行為相同，或有所關聯，且本公司已同意受理此後續賠償請

求者，則應以相同事實或危險事故第一次通知的時間，視為該後續賠償請求第一次對被保險人提出並向本公司通知的時間。 

四、抗辯/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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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對於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本公司無代為抗辯的責任。但本公司擁有決定或選擇的絕對權利，以決定是否予以接管並進行賠償請

求的抗辯及和解。本公司若行使接管的權利，應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如本公司不為接管，則被保險人應自己進行一切的抗辯。即使本公

司選擇不行使上述接管的權利，本公司仍有權（但無義務）全程參與任何抗辯或和解協商。 

五、本公司的同意 

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不得承認或承擔任何責任、不得簽訂任何和解協議，亦不得逕行支出任何抗辯費用。只有經過本公司

以書面同意的和解、裁判及抗辯費用，以及因賠償請求所產生的裁判結果（該賠償請求須依本保險契約約定進行抗辯），才對本公司具有

拘束力；本公司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六、被保險人的同意 

如被保險人以書面同意且本公司認為合宜時，則本公司可對於任何被保險人所受的賠償請求與該請求的第三人進行和解。如有任何被保險

人對上述和解表示拒絕同意，則本公司就該賠償請求所生一切損失的給付責任，僅限於以下列方式計算後的餘額： 

本公司對該賠償請求原可達成和解的金額，加計截至本公司以書面提議和解當日時已發生的抗辯費用，扣除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的合力保

險責任（如果當事人依本保險契約有此特別約定的話）及本保險契約所適用的自負額。 

七、被保險人的合作 

被保險人應盡最大努力： 

（一） 對於本公司就賠償請求進行的抗辯，以及就補償與分擔金額提出的請求權主張，向本公司提供一切合理必要的協助與配合。 

（二） 採取或贊成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提供本公司合理要求的資訊及協助，以便本公司得對損失進行調查，或藉以確定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應負擔的給付責任。 

八、責任分攤 

若有任何賠償請求同時涉及本保險契約承保及非承保事項，本公司應就其法律及財務風險，於各被保險人與本公司間，就其相關抗辯費用、

損失賠償、裁判金額及／或和解金額，定出公平適當的分派比例。 

九、詐欺之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故意向本公司為不實的損失通知或於其理賠申請金額或其他事項上有虛偽或詐欺之情事者，本公司對此損失不負給付的責任。本

公司並得因此而主張終止本保險契約，且無須返還所有已交付的保險費。 

十、發現期間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終止或屆滿後不予續保，且未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者，得於保險期間終止或屆滿前十五日內，採加繳保險費方式以

書面向本公司申請發現期間，惟該發現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要保人若選擇加費申請發現期間，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發現期間開始後三十日內加繳保險費。但所加繳

之保險費不得退還，且申請之發現期間亦不得終止。 

第六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一、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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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應給付的總賠償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各承保事項及抗辯費用，均為前述總賠償金額的一部分，

並非為保險金額外另行附加的金額。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應給付的總賠償金額，並不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二名以上被保險人而增加。 

若被保險人因為裁判或和解的結果，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有給付保險金的義務時，應先扣除因法律抗辯而產生的抗辯費用後，再針對扣

除後的餘額進行給付。 

承保事項「出庭費用補償」及「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償」的分項保險金額，亦為保險金額的一部分，並非為保險金額外另行附加的金額。 

二、自負額 

本公司僅就損失中超過自負額的部份負給付責任。本保險契約約定的抗辯費用亦有本項自負額約定的適用。 

自負額應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不得另外投保。對於同一不當行為所致的所有賠償請求而產生的損失，僅適用單一自負額。本公司有權自

行決定墊付全部或部分自負額，被保險人對於本公司所墊付的款項應負返還的責任。 

第七條 一般事項 

一、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 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

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 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 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

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二、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

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 

三、 其他保險／補償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對於本保險契約所提供的保障如果另有自保式的安排，或有其他有效且可適用的保險，則本保險契約僅給付超出前述

自保安排或其他保險應給付的部份；但如其他保險明白表示是承保超出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的部份，則不受此限制。如另一保險人依另一

保險契約對某一賠償請求負有抗辯責任時，本公司對於該賠償請求所生的抗辯費用不負給付的責任。 

四、 讓與 

本保險契約及其一切相關權利，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讓與。 

五、 保險期間內之危險變更 

於保險期間內，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本保險契約變更為僅涵蓋該情形發生前的不當行為： 

(一) 要保人： 

1. 與他人合併或被合併、出售其全部或主要資產予他人。 

2. 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係個別或集體取得代表要保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或權益，或取得相當於上述股份或權益的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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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散。 

(二) 任何被保險人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或經撤銷或廢止執業登記時，對該被保險人的保障。但本保險契約對其他被保險人的保障不

因此而受到影響。 

(三) 於保險期間內，要保人增加新的業務時，於此情形發生時，要保人應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俾本公司得據以評估可能增加的危

險，本公司並有權修改本保險契約內容，及/或得收取反應此危險增加的附加保險費。 

六、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以

小於或等於一年期計收保險費者，本公司按承保年期小於一年之係數計算;大於一年期計收保險費者，本公司按經過期間年期，依年期係

數計算，未滿一年部分則依日數比例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

予退還。 

七、 承保地區 

本保險契約適用於在世界各地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仍有「美、加地區除外不保事項」的限制。 

八、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

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十、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十一、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十二、 申訴、調解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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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

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十三、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十四、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

附加條款（工程險、意

外險適用） 

第一條  

茲經雙方約定，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論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

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本附加條款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

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三條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不負給付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其損失非屬本附加條款之損失，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附加條款有關之約定與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依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辦理。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

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工程保險、責任保

險、保證、信用保險及

其他財產保險適用）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

作，不論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

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

不論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路

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

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

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臺灣產物指定公證人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指定公證人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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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得指定公證人:           進行損失之理算與處理理賠之相關事宜。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一般責任保險、專業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

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共同保險附加

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共同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雙方同意每一共同保險人（載明如下）於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下各自就所承保比例（載明如下）對於相關承保事項負保險給付責任。任一共

同保險人無需承擔其他共同保險人因任何理由未履行其於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下對於相關承保事項應負之全部或部分責任。  

共同保險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批單號碼)：  

承保比例：       %  

保 險 費：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保險人:【XX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批單號碼)：  

承保比例：       %  

保 險 費：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保險人:【XX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批單號碼)：  

承保比例：       %  

保 險 費：                  

簽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一般責任保險、專業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

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放棄代位求償

權附加條款 

第一條 放棄行使代位求償權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同意放棄對                          行使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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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及臺灣

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優先給付附加

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___________（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優先給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應優先給付；不適用

主保險契約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及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本附

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

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保險費分期繳付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得按本附加條款約定方式分期繳付保險費，每期應繳金額應包含保險費及利息，惟經本公司同意免計利息者，

本公司於保單所載之保險費之外，不再加收利息。 

各期保險費之應繳日、應繳金額，分期保險費之總金額與一次交付保費之差額，均以保險單所載為準。 

第二條  保險費未交付契約效力之停止 

分期繳納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訂立時或約定繳費日前繳付。未依約定交付者，本保險契約自始不生效力。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要保人未依約定期限向本公司繳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自保

險單上所載應交付日期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其寬

限期間依前項約定處理。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保險契約效力自寬限期間終了翌日起停止之。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本公司仍負保險理賠責任。 

第三條 理賠與分期保費之補收 

保險事故發生，如損失金額達保險金額之三分之一時，其已到期未繳之應繳金額及未到期應繳金額於請求理賠時應一次繳付，否則本公司得自理

賠款中扣除。應補繳金額按各期應繳金額乘以補繳係數計收。 

第四條 契約終止與未滿期保費之返還 

保險事故發生導致保險契約責任終了時，主保險契約如有合併承保其他保險，本公司應依日數比例計算退還與保險事故發生無關之其他保險之未

到期保險費。 

第五條 收據之掣發 

要保人繳付各期應繳保險費時，本公司應掣發正式收據予要保人。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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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保險契約用詞

異動批註條款(財產保

險適用) 

第一條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 （附） 約（含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附加條款、批註及其他約定書）之一部分，本契（附）

約與本批註條款牴觸部分不生效力。 

第二條 與本批註條款有關之本契（附）約（含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附加條款、批註及其他約定書）之用詞依附表調整。 

附表: 

原用詞 新用詞 

殘廢 失能 

死殘 死亡及失能 

全殘 完全失能 

腦中風後殘廢 腦中風後障礙 

殘障 機能障礙 

殘缺 缺損 

殘扶 失能扶助 

殘疾 疾病失能 

傷殘 傷害失能 

失能 喪失工作能力 
 

臺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涉及(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業務)

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所生之刑事訴訟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用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包含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及其負責人、經理

人。 

三、 刑事訴訟費用：係指偵查程序及審判程序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

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第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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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刑事起訴書或相關訴訟文書或其他法律文件。  

二、 律師費用收據及其他刑事訴訟費用相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5-2-2 其他財產險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竊盜損失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所有置存於本保險單規定處所之下列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損失。 

(一)普通物品：住宅之傢俱，衣李，家常日用品，及官署，學校，教堂，醫院診所，辦公處所之生財器具，但不包括珠寶、鐘錶、項鍊、

手鐲、寶石、首飾、金銀器皿，及皮貨等貴重物品在內。 

(二)特定物品：以特別訂明者為限，但珠寶、鐘錶、項鍊、手鐲、寶石、首飾、金銀器皿，及皮貨等貴重物品每件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新

台幣壹萬元整。 

除上述特定物品外，其他每件物品之最高賠償額以普通物品總保險金額百分之二或新台幣貳千元為限，但以兩者較少之金額為準。 

二、置存保險標的物之房屋因遭受竊盜所致之毀損，本公司負賠償責任，但該被毀損之房屋以被保險人所自有者為限。 

第二章  不保項目 

三、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戰，強力霸佔，征用，沒收，罷工，暴動，民眾騷擾，無論直接或間接

所致之損失。 

四、因颱風、地震、冰雹、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無論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五、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無論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六、因核子分裂，或融解或輻射作用，無論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七、保險標的物置存於連續三天無人居住之房屋所發生之竊盜損失。 

八、因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或其受雇人，或與其同住之人之主謀，共謀，或串通所致之竊盜損失。 

九、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所受之損失，無法證明確係由於竊盜所致者。 

十、車輛，勳章，古董，雕刻品，手稿，珍本，圖案，商品，樣品，模型，字畫，契據，股票，有價證券，硬幣，鈔票，印花，郵票，帳簿，權

利證書，牲畜，家禽及食用品等之竊盜損失。 

第三章  一般條款 

十一、定義 

      (一)竊盜：本保險單所稱之「竊盜」係指除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或其受雇人或與其同住之人以外之任何人企圖獲取不法利益，毀越門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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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並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處所，而從事竊取或奪取之行為。 

      (二)處所：本保險單所稱之「處所」係指置存保險標的物之房屋，包括可以全部關閉之車庫以及其他附屬建築物，但不包括庭院。 

      (三)損失：本保險單所稱之「損失」係指因竊盜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二、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

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

解除本保險契約。 

十三、被保險人應合理維護保險標的物之安全，並儘一切可能防止與減少損失事故之發生。 

十四、凡有關本保險單之一切通知，被保險人均應以書面送達本公司，被保險人繳付保險費時，應以本公司所簽發之正式收據為準，本保險單之

批改，非經本公司簽署不生效力。 

十五、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有關事項，遇有任何變更，被保險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凡未得本公司書面同意前，自上述任何變更發生時起，本

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被保險人於發現保險標的物被竊盜後，應立即報告警察機關說明被竊盜情形，呈驗損失清單，並儘可能採取實際步驟偵察尋求竊盜犯，及

追回損失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於發現保險標的物被竊盜後廿四小時內，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將損失情形，被竊盜標的物現值估

價單及損失金額，書面通知本公司，逾期未為通知或自竊盜發生之日起三天被保險人未能發現者，該項損失之賠償請求權即被視為喪失，

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七、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由本公司負責賠償時，本公司得賠付現金，或修補或代置該項標的物至類似原來形狀及性質，其所需之費

用，並以不超過本保險單所載對該項標的物之賠償額為限。 

十八、任何一套或一組保險標的物遇有部分損失時，應視該損失部分對該套或該組在使用上之重要性與價值之比例作合理之賠償，且此項損失不

得視為該套或該組之全部損失。 

十九、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滅失，經本公司理賠後，如追回原物，應為本公司所有，但被保險人如願收回，應將賠款或代置費用退還。 

二十、保險標的物遇有毀損或滅失時，該標的物之實際市價倘超過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其差額應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由被保險人按比例

分擔其損失。若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標的物不祇一項時，應逐項分開。分別按照本條之規定分擔之。 

二十一、保險標的物遇有損失時，如同一標的物訂有其他保險契約，不問其契約訂立，係由於被保險人或他人所為，本公司對該項賠償責任僅負

比例分攤之責。 

二十二、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已賠付之款項，必要時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位行使抗辯或控訴第三人，追償本公司之損失。對於本

公司追償賠付之款項，被保險人應提供文件及採取必要之行為，協助本公司行使上項權利，被保險人並不得為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上

項權利之行為。 

二十三、本保險單權益之轉讓，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在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倘若被保險人死亡或被裁定破產者，應於六十天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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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指定繼承人或法定代理人。 

二十四、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單請求賠償，如有任何詐欺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或施設詭計情事，本保險單之效力即告喪失。 

二十五、本保險單得隨時由被保險人取消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當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退還。本公司亦得以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

達被保險人最後所留之住所取消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應依照保險期限及保險費按日數比例退還。 

二十六、關於本保險單之賠償金額發生爭議時應交付公斷，由雙方選定公斷人一人公斷之，如雙方不能同意公斷人一人時，則雙方各以書面選定

公斷人一人共同決定之，如該兩公斷人應於公斷程序未開始前，預先以書面選定第三人公斷人一人，該兩公斷人不能同意時，則交付該

第三公斷人決定之，在未得公斷書前不得向本公司主張賠償或提出任何權利要求或訴訟。 

二十七、被保險人之任何賠償請求經本公司書面拒絕後倘於廿四個月內未訴諸公斷或提出訴訟則該項賠償請求權即被視為放棄。 

二十八、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單所載及簽批之條款及任何約定，以及被保險人所繳存要保書中申述之詳實，均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

件。 

 

竊 盜 損 失 險 特 約 條 款   

一、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或其同居之家屬因本保險單所載保險事故遭受身體傷害負責賠償醫療費用，但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普通物品的最高賠償金額，每件以保險金額百分之二或新台幣壹萬元整為限，但以兩者較少之金額為準。 

三、置存保險標的物之房屋及裝修，因遭受竊盜所致之毀損，最高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伍萬元整為限，但以兩者較少之金

額為準。 

四、本保險單於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向本公司報案日起一個月後，若失竊之標的物無法尋回時，本公司始予賠付。 

臺灣產物玻璃保險 

第一章  契約之構成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承保範圍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保險標的物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因前項毀損或滅失所需拆除、重新裝置或為減輕損失所需合理之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第三章 不保事項 

第三條  不保事項(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各項事故，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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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所致者。 

三、因政府治安或消防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故意破壞所致者。 

四、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第四條  不保事項(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各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自然耗損、刮損、磨損，原有瑕疵或破損。 

二、因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之任何附帶損失。 

三、裝置保險標的物之房屋無人居住連續達六十天以上所發生之任何毀損或滅失。 

第四章 一般事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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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一條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五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二條  承保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遇有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或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

亦得依本項約定為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發生損失，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賠償。 

第十三條  損失擴大之防止 

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合理之措施，以避免或減輕保險標的物之損失，並保留其對第三人所

得行使之權利。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履行前項義務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於其必要合理範圍內負償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應償

還。但保險金額低於保險標的物之價值時，本公司之償還金額，以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物價值之比例定之。 

第十四條  保險標的物之理賠 

保險標的物因承保意外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以該保險標的物承保意外事故發生時之實際價值為基礎賠付之。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時之實際價值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該實際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高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時之實際價值者，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僅於該實際價值之限度內為有效。但有詐欺情事時，本公

司得解除契約，如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無詐欺情事時，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及保險費，均按照保險標的物之實際價值比例減少。 

實際價值：指保險標的物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物在當時當地之實際現金價值，即以重建或重置所需之金額扣除折舊後之餘額；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其重置成本。所謂重置成本：指保險標的物以同品質或類似品質之物，依原設計、原規格在當時當地重建或重置所需

成本之金額，不扣除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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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自負額 

對於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每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負賠

償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如保險金額低於保險標的物之實際價值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物之實際價值之比例計算損失額，再行扣除自負

額後負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對於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本公司僅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於保險期間內因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為賠償者，此項賠償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但保險標的物修復或重置後，

要保人得按日數比例加繳保險費，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 

如未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者，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僅就保險金額之餘額負賠償責任。一次或多次理賠之賠償金額累積達總

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第十七條  複保險 

對於同一保險標的物，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保險，致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將其

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不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保險費已收受者，本公司不予退還，尚未收受者，

本公司得請求交付。 

本保險契約有善意複保險情形者，本公司得為如下之處理： 

一、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前，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後，得減低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並按減低之保險金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例

退還保險費。 

二、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對全部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總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其他保險 

除前條情形外，保險標的物在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額

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其他保險契約不包括責任保險及保證保險契約。 

第六章 爭議處理及法令之適用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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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三、「現金」係指國內現行通用之紙幣、硬幣及等值之外幣，或經書面約定加保之匯票、本票、支票、債券、印花稅票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運送人員」係指被保險人指派運送現金之員工；或經被保險人委託之現金專業運送機構指派運送現金之員工。 

五、「運送途中」係指現金經運送人員在起運處所內收受時起至到達目的處所內交付受款人時止而言。 

六、「專用運鈔車」係指專為運送現金之車輛，並須於車內裝置有固定活動式強固且有密碼之保險櫃與引擎電源、短路開關及必要之警報器。 

七、「金庫」係指構築於建築物內專為存放現金及貴重物品之庫房。 

八、「保險櫃」係指置存於建築物內固定處所專存現金及貴重物品之厚重鋼鐵製鐵櫃，但不包括手提式保險箱及文書鐵櫃。 

九、「櫃台」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櫃台地址及範圍內」之營業處所，但不包括金庫及保險櫃在內。 

十、「颱風」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十一、「洪水」係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水道之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壩、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

水迅速淹沒之現象。 

十二、本保險契約現金運送保險「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保險事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金額；「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

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賠款總金額。 

本公司之賠款達到「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有關現金運送保險部分即行失效，預收之保險費不予返還。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因下列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現金運送保險：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運送途中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或運送人員、運送工具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 

二、庫存現金保險：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金庫或保險櫃保存中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 

三、櫃台現金保險：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櫃台地址及範圍內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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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現金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適用於一般性者：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但經書面約定

加保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運送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所致之損失。 

(六)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運送人員之詐欺、背信、侵佔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之損失。 

(七)現金因點鈔員疏忽、錯誤或點查不符所致之損失。 

(八)因現金損失結果所致之附帶損失。 

二、適用於現金運送保險者： 

(一)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三)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現金於運送途中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致之損失。 

(五)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六)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之損失。 

三、適用於庫存現金保險者： 

(一)現金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金庫或保險櫃以外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被保險人營業或辦公時間以外，金庫或保險櫃未予鎖妥時發生竊盜、搶奪、強盜之損失。 

四、適用於櫃台現金保險者： 

(一)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櫃台地址及範圍以外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被保險人營業或辦公時間以外所發生之損失。 

(三)置存現金之櫃台無人看守時所發生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未經收受前或已經交付後所發生之損失。 

(五)因被冒領或票據、存摺、存單或其他單據被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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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現金運送保險在保險期間內一次或累積之實際運送金額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預計運送總金額時，本保險契約該項保險之效力即行終止，預收之保

險費不予退還，但被保險人得加交保險費恢復之。 

本保險契約有關庫存現金保險或櫃台現金保險，如有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其保險金額應減為自原保險金額減除賠款金額之餘額。但被保險

人如同意就損失金額部分自損失發生日起至保險契約滿期日止，按日數比例加交保險費，則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應恢復為原有金額。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 

適用於現金運送保險者： 

現金運送保險之保險費，係依據保險期間內預計現金運送總金額計算預收，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內，將保險期間內實際運送總金額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據以計算應收保險費，其與預收保險費之差額，多退少補之。但本公司退還保險費以預收保險費之三分之一為限。 

適用於庫存及櫃檯現金保險者：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本保險契約得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庫存現金保險及櫃台現金保險，本公司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退還，現金運送保

險按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實際運送之總金額計算之。 

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住所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庫存現金保險及櫃台現金保險，本公司按日數

比例退還，現金運送保險之保險費則按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實際運送之總金額計算之。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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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悉後應立即向警察機關報案及通知本公司，並於五日內將詳細情形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保留現場，隨時接受並協助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提供本公司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二條  危險增加之通知 

被保險人應採取合理必要之安全措施，防止保險事故之發生。 

被保險人知悉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危險有變更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得視危險變更程度調整保險費。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

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六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七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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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金融

業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

款 

第一條  特別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經投保現金保險後，附加金融業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基本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對下列情

形不論原因為何，本公司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現金運送途中，安全警戒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或提攜現金時所發生之損失。 

二、適用於庫存現金、櫃台現金者： 

（一）營業處所及重要處所未裝置自動安全維護系統，或未維持正常運作者。 

（二）一般櫃台抽屜未裝設自動鎖，金庫未裝設自動錄影、自動報警、自動關閉及定時鎖與系統者。 

（三）金庫鑰匙、密碼未保密或未採二人以上共同監管制度者。 

（四）營業處所於營業時間內，在勤員工未逾二人以上者。 

（五）營業處所未維持二十四小時保全或警戒系統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基本條款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基本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颱

風、洪水、地震及其他

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天然

災變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現金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天然災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

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颱風：本附加條款所稱颱風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二、 洪水：本附加條款所稱洪水係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水道之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霸、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

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迅速淹沒之現象。 

第三條 自負額 

對於第一條所列每一次危險事故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

賠償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再度發佈之陸上颱風警報視為另一次事故，仍依照本條第一、二項自負額約定辦理。 

洪水退去七十二小時後，再度發生洪水時視為另一次事故，仍依照本條第一、二項自負額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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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事故，仍依照本條第一、二項自負額約定辦理。 

第四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 因雨水、砂塵等引起之損失；但置存被保險人現金之建築物，其屋頂、門窗、通氣口或牆壁先直接遭受颱風損壞，造成破孔，致使置存於

建築物內之被保險現金，遭受雨水或砂塵等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三、 因冰霜、暴風雪所致之損失。 

四、 不論直接或間接由於地層滑動或下陷、山崩、地質鬆動、沙及土壤流失所致之損失。 

五、 置存於露天之被保險現金所遭受之損失。 

六、 置存被保險現金之建築物，因外部門窗及其他開口缺乏完善之防風防雨設備所造成被保險現金之損失。 

七、 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危險事故引起爆炸豁裂所致之損失。 

八、 因撒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他供水、儲水設備破毀或溢水所致之損失。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罷

工、暴動、民眾騷擾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現金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論是否與勞方之罷工或資方之歇業有關）。 

二、 治安當局為鎮壓前項擾亂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三、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四、 治安當局為防止前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 由於全部或部份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損失。 

三、 由於政府或任何地方機構之徵收、充公所致之損失，或因封鎖或海關管制而遭受損失。 

四、 由於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非法佔用所致之損失。 

五、 由於核子武器或其物料，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六、 任何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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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恐怖主義（Terrorism）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

行動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

狀態。 

七、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八、 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類似之情形（不論宣戰與否）、內戰、謀反、革命、叛亂或因叛亂軍事力或謀反事件致之群眾騷擾。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自動

櫃員機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置存於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之正常作業程序而進行補充現金、清點，或維修時發生之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因自動櫃員機未經鎖妥時發生之損失，但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正常作業程序而進行補充現金、清點，或維修時發生之搶奪、強盜

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二、 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操作上之疏忽所致之損失。 

三、 因第三人使用經偽造、變造之金融卡(或提款卡或其他類似之電腦磁卡)所致之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對於每台自動櫃員機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累積賠償金額分別最高以新臺幣_________元及_______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對於每台自動櫃員機之每一意外事故之自負額為損失金額之百分之十，最高以新台幣一百萬元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

現金定義附加條款(有

價證券)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有價

證券）（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現金包含匯票、本票、支票、債券、印花稅票、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於前項匯票、本票、支票、債券、印花稅票、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除應立即向有關

單位辦理掛失止付外，並應依法辦理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之手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辦理掛失止付、公示催告、除權判決

及申請重新補發所須之手續費，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雖已依前項約定辦妥掛失或在辦理掛失時仍遭他人自市場賣出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

賠償責任，其理算係以損失發生前之最近一次市場收盤價格為準，但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受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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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或費用，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發生承保事故後所須之擔保墊款費用及利息損失。 

二、發生承保事故後在辦理掛失時，發覺係屬偽造之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二項之約定致發生之任何損失。 

第三條 自負額 

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須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

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

通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硬幣或紙幣所致之損失負賠

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對於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內賠償金額分別最高以新臺幣             元及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之自負額約定為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天然

災變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天然災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主保險契約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天然災變所致之毀損

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自負額 

對於第一條所列每一次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

份負賠償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再度發佈之陸上颱風警報視為另一事故，仍依照本條第一、二項自負額約定辦理。 

洪水退去七十二小時後，再度發生洪水時視為另一次事故，仍依照本條第一、二項自負額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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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事故，仍依照本條第一、二項自負額約定辦理。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因置存於露天所遭受之損失。 

三、因建築物外部門窗及其他開口缺乏完善之防風防雨設備所致之損失。 

四、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危險事故引起爆炸豁裂所致之損失。 

五、因撒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他供水、儲水設備破毀或溢水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票據

及有價證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票據及有價證券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票據或有價證券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除應立即向有關單位辦理掛失止付外，

並應依法辦理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之手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辦理掛失止付、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所須之

手續費，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雖已依前項約定辦妥掛失或在辦理掛失時仍遭他人自市場賣出、冒領或盜領所致之損

失，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其有市場價格者，理算係以損失發生前之最近一次市場收盤價格為準。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票據：係指匯票、本票及支票。 

二、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 

第三條  自負額 

對於第一條所列每一次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

份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或費用，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發生承保事故後所須之擔保墊款費用及利息損失。 

二、發生承保事故後在辦理掛失時，發覺係屬偽造或變造之票據或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項之約定致發生之任何損失。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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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現金

運送人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現金運送人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第二款適用於現金運送保險者之第二目「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負責運送

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不予適用。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第四條所約定之除外責任，在被保險人僅指派一名現金運送人員之情況下，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在現金運送過程中因竊盜所致之損失。前述所稱之竊盜係指下列之人以外之任何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被保險人之

運送現金。 

（一） 被保險人。 

（二）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 

（三） 該受僱人之家屬或同住之人。 

二、 在現金運送過程中因運送人員被蒙騙或受詐欺所致之損失。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保險

櫃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保險櫃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櫃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本公司以保險櫃之實際現金價值為賠償基準，並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 

第二條 自負額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須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

賠償責任。 

第三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特別

約定附加條款(電信業) 

 

第一條 特別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電信業）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下列事項：  

一、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用詞定義第一項第三款「現金」修改如下： 

「現金」係指國內現行通用之紙幣、硬幣及等值之外幣、公用電話卡、國際預付卡及超商禮券。 

二、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第一項第二款適用於現金運送保險者第（二）目「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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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不予適用。 

三、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第一項第三款適用於庫存現金保險者第（一）目修改如下： 

現金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金庫或保險櫃以外所發生之損失。惟各單位現金倘無金庫或保險櫃可置存時，置存於有上鎖之辦公桌內，不在此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

現金定義附加條款（黃

金）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黃金）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現金包含黃金成色含金量達99.99%之金條 、金塊、金幣、金章。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本公司以保險事故發生日之公告牌價為賠償基準，並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 

第二條 自負額 

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須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

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

現金定義附加條款（商

品禮券）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商品禮券）（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現金包含被保險人所印製或持有，且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標的物置存處所內之商品禮券。 

如發生竊盜、搶奪及強盜之情事，被保險人應立即請警方處理，以取得失竊等之證明，作為日後理賠之依據；被保險人對其遭受竊盜、搶奪及強

盜之商品禮券，應立即通告所屬之各總分公司主管及員工，並加強控管兌換之流程以防止損失擴大。 

承保之商品禮券為被保險人所印製者，本公司對於因竊盜、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依已遭兌換或兌現後之實際損失負賠償責任；因火災、爆炸

所致之損失，依重新印製費用負賠償責任。承保之商品禮券為被保險人所持有者，本公司對於因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依

被保險人實際購買金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商品禮券：係指載於本保險契約之禮券、商品券、提貨券、機票、住宿券、門票、油票、回數票或其他類似之商品禮券（被保險人可選擇一種或

一種以上之商品禮券投保）。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發生承保事故後發現係屬偽造之商品禮券所致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二項之約定所致增加之損失。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第 437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櫃台

現金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櫃台現金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櫃台現金保險包括員工身上所管理支配之營業用現金（不包括私人現金）。 

第二條 理賠限額 

本公司對每一意外事故之每一員工身上所管理支配之營業用現金的理賠金額最高以新台幣         元為限。  

前項每一意外事故之理賠限額仍受主保險契約對於每一意外事故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疏忽

短鈔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員工於收受現金時因疏忽所致之短鈔或溢付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除外責任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二、印鑑型式、規格、字體、字數與原印鑑不符者而未加識別所致之損失。 

三、收受偽造、變造之貨幣、票據或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四、兌付經掛失、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之票據所致之損失。 

五、經營業務之虧損或辦理證券交易、押匯、結匯、貸款之錯誤或疏忽所致之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事故之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遇有損失時，每一事故被保險人應

先行負擔自負額為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

通貨(含外幣)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含外幣)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硬幣、紙幣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外國政府發行流

通之本位幣或輔幣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事故之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遇有損失時，每一事故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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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為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 

第一章  契約之構成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以自己或他人所有之藝術品向本公司投保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要保人以自己所有之藝術品投保，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以他人所有之藝術品投保，該藝術品之所有權人亦為被保險人。 

二、館藏品：指被保險人所有、受託保管且存放於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之藝術品。 

三、參展品：指被保險人邀請或接受邀請，於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參加展覽之藝術品。 

四、運送品：指被保險人委託第三人或自行運送中(包含搬運及裝卸時)之藝術品。前述之運送以本保險契約約定之運送起迄點（包括牆至牆或處

所至處所）為限。 

第三章  承保範圍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同時或分別承保之下列保險標的物，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不保事項外，負賠償之責： 

一、館藏品：被保險人所有或保管之藝術品，於典藏或陳列期間，在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參展品：被保險人邀請或接受邀請之藝術品，於保險期間內，在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運送品：被保險人委託第三人或自行運送之藝術品，於運送途中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因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視同本保險契約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 

第四章  不保事項  

第四條  不保事項（一）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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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化學、生物、生化及電磁武器或其所致之爆炸，或產生之毒素、污染物質。 

四、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 

五、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六、任何直接、間接或可歸責於因使用或操作電腦、電腦系統、電腦軟體程式、惡意密碼、電腦病毒或執行程式或任何其他電子系統。 

七、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污染事故。 

八、保險標的物之自然耗損、腐蝕、變質、固有瑕疵、鏽垢或氧化。 

九、蟲咬（蛀）。 

十、因整修、復舊、重新裝框或類似工作過程所致。 

十一、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或失靈。 

十二、藝術品本身脆弱或易碎性質之破損，除非該破損係由竊盜或火災所致者。 

十三、氣候或大氣狀況或溫度之變化。 

十四、由於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以音速或超音速飛行所引起之震波。 

十五、運送品因運送工具無人看守而遭竊盜、搶奪或強盜。 

十六、運送品未依保險標的物之性質及運送情況而為適當之包裝。 

第五條  不保事項（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保險標的物部分損失時，該保險標的物修復後與損失發生前價值減損之差額。 

二、館藏品、參展品非於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所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保險標的物之典藏、陳列或展覽處所，已設有警戒系統時，被保險人未遵守下列事項而發生偷竊或侵入館內竊盜之損失： 

（一）無論館內是否有人看守，館內、外所有警戒系統或設施所具備之監看或警戒等效力應持續運作。 

（二）該警戒系統在未得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下，被保險人不得為任何撤銷或為任何降低其效力之更換。 

第五章  一般事項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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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書面通知而終止之；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終止時，其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未到期或未運送部分返還要保人。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六章  理賠事項  

第十條  承保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遇有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或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

亦得依本項約定為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發生損失，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賠償。 

第十一條  保險標的物之理賠  

保險標的物如遇有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依據保險金額或該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時之市場價格二者中較低之金額賠付。 

保險標的物遭受部分損失而可以修復或回復原狀時，本公司對該項部分損失之賠付，最高以實際修復或回復原狀之金額為限，且不得超過該保險

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第十二條  一套或一組保險標的物之理賠 

任何一套或一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遇有部分損失時，應視該損失部分對該保險標的物在使用上之重要性及價值之比例，合理估定損失金額，不得

因該損失部分即將該保險標的物視為全損。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於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每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負賠

償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四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對於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本公司僅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為賠償者，此項賠償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但保險標的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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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回復原狀後，要保人得按日數比例加繳保險費，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 

如未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者，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僅就保險金額之餘額負賠償責任。一次或多次理賠之賠償金額累積達保

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第十五條  損失擴大之防止  

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合理之措施，以避免或減輕保險標的物之損失，並保留其對第三人所

得行使之權利。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履行前項義務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於其必要合理範圍內負償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應償

還。但保險金額低於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時之市場價值時，本公司之償還金額，以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物市場價值之比例定之。 

第十六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

三人之請求權。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以外之其他權利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權利予本公司。 

本公司就保險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以全損賠付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予本公

司。 

第十七條  複保險  

對於同一保險標的物，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保險，致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將其

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不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保險費已收受者，本公司不予退還，尚未收受者，

本公司得請求交付。 

本保險契約有善意複保險情形者，本公司得為如下之處理： 

一、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前，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後，得減低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並按減低之保險金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例

退還保險費。 

二、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對全部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總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其他保險  

保險標的物在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

任。 

第七章  爭議處理及法令之適用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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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竊盜定義附加條款 

第一條 用詞定義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竊盜定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有關「竊盜」之定義約定如下：除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或其受僱人或與其同住之人以外之任何人企圖獲取不法利益，毀越

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並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處所，而從事竊取或奪取之行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戰爭風險特別不保事

項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別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戰爭風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由下列事故所致的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九、 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類似戰爭行為（不論宣戰與否）、內戰。 

十、 叛亂、有可能引起民眾造反的群眾騷擾、軍事叛亂、起義、反叛、革命、政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價值減損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價值減損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事故致部分損失時，該保險標的物修復後與損失發生前

價值減損之差額，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金額最高不得超過保險標的物發生部分損失前之市場價值的百分之        ，且合計主保險契約之賠償金額，最高仍以主保險契約約定

的保險金額或該保險標的物遭受部分損失前之市場價值二者中較低之金額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價值減損，係指保險標的物因遭受部分毀損或滅失，經修復或回復原狀時，保險標的物所減少之價額；保險標的物如有主保險契

約約定之保險金額低於發生部分毀損或滅失前之市場價值情形者，其價值減損價額應按主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對市場價值之比例計算。 

倘已約定主保險契約所稱各項保險標的物之「市場價格」或「市場價值」係指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者，則該保險標的物價值減損價額

應按主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對遭受部分毀損或滅失後之殘餘價值之差額計算。  

本附加條款所稱要保人，以法人或團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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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放棄對                     之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買回選擇附加條款 

第一條 買回選擇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買回選擇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於賠付保險標的物所遭受之毀損或滅失後，被保險人仍有權利向本公司買回保險標的物，買回之相關約定如

下： 

一、 保險標的物無任何損失，被保險人需以本公司已賠付之理賠金額作為買回該保險標的物之金額。 

二、 保險標的物已全損或已推定全損時，被保險人需以雙方同意之金額買回該受損保險標的物。 

三、 本公司於尋回保險標的物時，應通知被保險人。被保險人於接到通知後六十日內有買回該保險標的物之權利。 

若本保險契約對前項期間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被保險人，以保險標的物所有權人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暫存處所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暫存處所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暫存處所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

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暫存處所，係指保險標的物實際存放於未記載於保險契約中之處所，但不包括公開展覽場所。  

第三條 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對暫存處所之保險標的物，每一意外事故賠償限額以不超過主保險契約所載總保險金額      ％，或最高以新台幣           元為

限。  

第四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存放暫存處所超過九十日者，亦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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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約定價值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約定價值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所稱各項保險標的物之「市場價格」或「市場價值」係指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A） 

第一條 特別約定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

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或其他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外，另行約定如下： 

一、 主保險契約第三章承保範圍第三條第一項刪除，並修改如下:「本公司承保被保險人所有之樂器，於保險期間內依被保險人所訂定之借用

辦法所出借，而於其出借期間（含其間之運送途中），最長以    個月為限，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不保

事項外，負賠償之責。」 

二、 本公司對每一件樂器賠償金額最高以                 元整為限。 

三、  被保險人須預繳本保險單最低保險費               元整，並於每月  日前申報前一月之出借明細（包括借用樂器名稱、價格、期間、

目的地、借用用途及借用人名稱），如實際保險費超過最低保險費時，按約定之保險費率每三個月調整補繳之。 

四、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四章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不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原因所致琴弦、簧片或鼓面、琴盒或弓盒所致之損失。 

（二）在電子設備真空管、閥門或晶體管破損。除非該破損係由火災或竊盜所致者。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扣押、征用、沒收等。 

（五）借用人或其家屬、或委託人之故意、唆使縱火、偷竊或破壞。 

五、 保險標的物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進行修理或置換時，為拆除運棄毀損殘餘物、外來物或未受損之保險標

的物所發生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六、 有關保險標的物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在被保險人確實遵守下列事項時，始負賠償責任： 

（一）「個人運輸」約定：  

借用人將保險標的物從甲地運送至乙地時，全程必須親自或由指定人隨身伴隨「嚴密親自監管控制」保險標的物。惟保險標的物

置於無人看守的車輛時，不受「嚴密親自監管控制」條件限制，但仍需遵守本款第（二）目關於「無人看守的車輛」之約定。 

上述所稱「嚴密親自監管控制」係指保險標的物運送過程全程中需在親自或由指定人手持、隨身伴隨或視線及雙手可及區域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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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人看守的車輛」約定： 

被保險人運送保險標的物之車輛其所有門、窗、擋風玻璃及其他留有開口之設備必須完全閉合上鎖，如有其他特殊之保護措施（如

警報器、GPS 定位系統、排檔鎖等）必須完全有效啟動或上鎖。 

（三）「旅館/汽車旅館」約定： 

保險標的物交付予旅館或汽車旅館保管時，必須索取保管收據，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該保管收據。 

（四）保險標的物於借出前需製作借展品狀況報告書（Condition Report），並與借用人共同點驗。 

七、 本公司同意放棄對借用人之代位求償權，惟該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係屬借用人之故意行為者不適用。 

八、 保險標的物如遇有毀損或滅失時，其理賠修復費用參考「樂器修復價格參考表」辦理，惟實際能以較低金額修復賠付者，以較低修復金額

賠付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竊

盜、搶奪、強盜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竊盜、搶奪、

強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所有或保管之藝術品於展覽陳列期間，本公司僅對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毀損

或滅失，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該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限度內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火

災、爆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火災、爆炸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所有或保管之藝術品於展覽陳列期間，本公司僅對保險標的物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於

本保險契約所載該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限度內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恐怖主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恐怖主義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因恐怖主義行為致毀損或滅失，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

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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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殘餘物處理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殘餘物處理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保險理賠發生時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仍歸          。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蟲咬(蛀)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蟲咬（蛀）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第四條第九款「蟲咬（蛀）。」不予適用，本公司對所承保藝術品因遭受蟲咬或蟲蛀所致

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理賠事項特別約定附

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理賠事項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受領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

款，本公司應逕付保險金受領人。  

前項保險金受領人之指定，以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人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

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適

用）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國立故宮

博物院適用）（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下列事項：  

一、本保險應承保颱風、颶風、旋風、火山爆發、地震、地下火或其他自然界之變動所致毁損或滅失，以及因上述危險事故同時引起火災之損失

或搶劫竊盜所致之毁損滅失。 

二、本保險應承保因涉及人為因素，尤其是人力可以預防和控制的因素，如：人為原因造成的失火、偷盜、搶劫、污染、空難、政變、罷工、暴

亂、恐佈主義活動、當地政府頒發的規定或政令等不屬於不可抗力導致的情況，由此造成展品損傷和丟失。 

三、在院方正常警戒狀態下，因偷竊或侵入館內之竊盜所造成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四、保險標的物如遇有毁損或滅失，且無法回復時，應依保險金額賠付。 

五、保險標的物如有遺失或損壞嚴重不能修復時，應就該文物於附件清冊所列之保險價值，於保險受益人索賠要求後   天內全額賠償，損壞

之文物歸保險受益人。 

六、保險標的物如遭受部分毁損但可修復時，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評估損傷程度後確定索賠金額，於索賠要求後   天內予以賠償。損壞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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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亦歸保險受益人。 

七、任何一套或一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遇有部分損失時，應視該損失部分對該保險標的物在使用上之重要性及價值之比例，依該保險標的物之保

險金額單價合理估算損失金額賠付。 

八、本案保險標的物若於保險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而遭受毁損時，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契約賠付保險金後，其殘餘物仍歸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有。如展

覽文物因遺失事故而被尋獲者，保險公司應通知被保險人，並依當時市價或保險金額孰低，價購買回，被保險人於接到通知後   日內

有買回該保險標的物之權利。 

九、本案保險標的物若於保險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而遭受部分毁損時導致的價值減損，負賠償之責。賠償金額上限不得低於遭受部分毁損前保險金

額之      。 

十、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經賠償後保險金額即自動回復，被保險人不須再繳付保險費。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本保險以下列危險事故及其所致之損失為承保範圍： 

甲、員工之不忠實行為：被保險人之員工意圖獲取不當利得，單獨或與他人串謀，以不忠實或詐欺行為所致於被保險人財產之損失。 

乙、營業處所之財產： 

一、置存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之財產，因竊盜、搶劫、誤放、或其他原因之失蹤或毀損所致之損失。 

二、顧客或其代表所持有之財產，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因前項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但損失係由該顧客或其代表之行為所致者，不在此

限。 

丙、運送中之財產：被保險人之財產於其員工或專責運送機構運送中所遭受之毀損滅失。但專責運送機構就本保險標的財產已另行投保，或另有

其他有效保險存在，或被保險人得按運送契約求償者，本公司僅於承保金額範圍內就超過部分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丁、票據及有價證券之偽造或變造：支票、本票、匯票、存款證明、信用狀、取款憑條、公庫支付令之偽造或變造及就經偽造或變造之票證付款

所致之損失。前項所謂偽造或變造，包括按上述票證原載之字體或簽章加以變更、改造、仿刻或盜蓋。 

戊、偽造通貨：被保險人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本位幣或輔幣而生之損失。 

己、營業處所及設備之損毀：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及其內部之裝潢、設備、傢俱、文具、供應品、保險箱及保險庫(電腦及其有關設備除外)因竊盜、

搶劫、惡意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但以此項營業處所或設備為被保險人所有或其對此項毀損滅失須負責者為限。 

庚、證券或契據之失誤：被保險人於正常營業過程中，善意就本保險單所規定之證券或契據為行為，而該項證券或契據曾經偽造、變造或遺失、

盜竊所致之損失。 

第二章  定義 

本保險單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營業處所」指被保險人從事營業行為之場所，包括因營業而使用或暫時使用之房舍及巡迴服務車等。 

二、「員工」：指與被保險人有僱傭關係人員，包括職員與工友。 

三、「財產」：指現金(即硬幣與紙幣)、金銀條塊，各種貴重金屬及其製品、珠寶(包括未雕琢之寶石)、股票、債券、利息單及其他有價證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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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倉單、支票、匯票、本票、存單、信用狀、公庫支付令、印花稅票、保險單、權利契據、權利證書、代表金錢或其他動產、不動產利益

之流通與非流通證券或契據及貴重文件，不包括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使用或由被保險人保管之帳冊及記錄。 

四、「存單」：指銀行簽發之存款承認書，載有對存款人或其指定人支付存款之允諾者。 

五、「取款憑條」：指存款人自其設於被保險人處之儲蓄帳戶中收到款項之確認書據。 

六、「證券」或「契據」：指下列各類證券或契約而言： 

(一)股票、無記名股票、股本證明書、認股證書或權利證書、債券或利息債券。 

(二)合夥事業發行類似公司債之有擔保之債券。 

(三)信託證、不動產權狀、動產及不動產抵押書據。 

(四)存單與信用狀。 

七、「溯及日」：指本公司同意承保自該日以後所發生之損失，損失在該日以前所發生而在該日以後所發現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八、「共同監管」：指財物之處理應至少有另一人在場監視，而該人對有關各項財物或記錄同負保管之責者，各種保險箱櫃與金庫須非一人能單獨

開啟。 

九、「雙重管制」：指一人處理之事務須由第二人審核，二人共同負責。 

十、「運送中」：指負責運送之員工、專責運送機構或自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處受領財物起至目的地交付時止之全部過程。 

第三章  不保項目 

一、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乙項者(1)保險標的財產在郵寄中或於專責運送機構保管或運送中所遭受之毀損滅失。 

二、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丁項者(1)票據或證券記載不實所致之損失。 

三、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己項者(1)火災所致之毀損滅失。 

四、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庚項者(1)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甲項(員工之不忠實行為)或丁項(票據及有價證券之偽造或變造)所承保之損失。 

五、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甲項所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員工一次或多次不忠實或詐欺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誤將款項記入存款帳戶之貸方，並將款項自該帳戶中撥付或容許提取所致之損失。 

(三)偽造或變造旅行支票、旅行信用狀、應收帳款單據，提單、倉單、信託收據所致之損失。 

(四)遙控操縱被保險人所有或租用之電腦所致之損失。 

(五)客戶存放於保管箱內之財物之毀損滅失。 

六、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甲、丁或庚項承保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放款或類似之融資，全部或一部不能收回。 

(二)被保險人受讓或取得之債券、本票或分期付款之價金，全部或一部不能獲得付款。 

上二項損失按實際支出之金額、墊付款或被提領之金額減去自此等交易行為所受領之給付額利息、佣金等後之餘額決定之。 

七、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甲、丁、戊或庚項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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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證偽造或變造所致之損失。 

八、本保險單有效時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發生之損失。 

九、被保險人之董(理、監)事，不論其是否同時兼任員工，其犯罪行為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十、被保險人將未收到之存款記入存款人之帳戶，進而自該帳戶撥付或容許提領所致之損失，至於此項付款或提領是否出於被保險人員工之善意、

偽造、詐欺或其他不誠實手段，要非所問。 

十一、被保險人之出納員因錯誤導致正常現金短少而生之損失。出納員現金之短少未超過該項短少發生之營業處所之正常出納員現金短少時，仍

應視為係由錯誤所導致。 

十二、被保險人因遭受下列恐嚇或脅迫，在其營業處所外交付保險標的物所生之損失： 

(一)傷害被保險人之董(理、監)事或員工或其他任何人之身體。 

(二)破壞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或被保險人或其他任何人之財物包括保險標的物在內。但保險標的物在被保險人之員工負責運送前，被保

險人並不知悉有此恐嚇或威脅存在時，不在此限。 

十三、由被保險人保管出售而尚未售出之旅行支票之損失，但若該支票事後發票人付款而被保險人對損失依法應負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四、信用卡或記帳卡所致之損失。 

十五、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責賠償之各種損害，但就本保險單所承保之直接損失所為之賠償，不在此限。 

十六、附帶損失(包括利息及股息之損失，但不以二者為限)。 

十七、正常損耗，逐漸變質、蟲蛀所致之毀損滅失。 

十八、颱風、颶風、旋風、火山爆發、地震、地下火或其他自然界之變動所致之毀損滅失，以及因上述危險事故同時引起之火災或搶劫所致之毀

損滅失。 

十九、戰爭、敵侵、外敵行為、敵對行為或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內戰、叛亂、革命、暴動、民眾騷擾、武裝奪權、戒嚴、暴亂或任何合法當

局之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十、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之毀損滅失或因而導致之法律責任。 

第四章  一般條款 

一、被保險人之忠實遵照本條規定為本公司依本保險單負責之先決條件： 

(一)對於下列各項應確立並貫徹「共同監管」制度： 

1.置存於保險箱、櫃或金庫之財物。 

2.開啟保險箱、櫃或金庫之全部鑰匙。 

3.代號、密碼及押密。 

(二)對於下列各項應確立並貫徹「雙重管制」制度： 

1.股票、流通與非流通證券及尚未發行之空白票證。 

2.備份之空白支票或匯票及未發行之旅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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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匿名之存款帳戶。 

4.代號、密碼及押密。 

(三)營業帳目除由主管機關定期查核外，被保險人對各營業設施(包括電腦作業)應每年加以稽核檢討。 

二、事業合併、所有權或管理權之變更： 

(一)本保險單之效力於被保險人進入清算程序，或任命清算人或與債權人就債務之清償達成和解時協議時即行終止。 

(二)被保險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通知本公司： 

1.與其他事業合併、或資產、股份之買賣導致所有權或管理權之變更者。 

2.被保險人由政府接管者。 

被保險人為上項通知時應附提詳細資料；如達增加保險費之程度者，尚須按本公司之要求加交保險費，被保險人未於前述事故發生

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通知者，保險契約視為終止，並溯及事故發生之日生效。 

被保險人之通知須送達本公司。 

三、保險單之終止：本保險單遇有下列情形時即行終止： 

(一)本章第二條所規定之事業所有權或管理權變更而本公司拒絕繼續承保者；或同條所規定被保險人與其他事業合併，或所有權或管理權

變更後被保險人未在規定之時限內為通知者。 

(二)被保險人獲悉其員工之不忠實或詐欺行為時，對該員工之保險即行終止，但在該員工運送中財物之損失，則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終止本保險單。 

(四)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單，本公司之終止通知須以書面為之，並須定三十日期間。通知如以掛號郵寄被保險人之總行，視為已適時送達。

保險單如由被保險人終止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本公司當按短期費率之規定退還；如由本公司按照本條第(一)及(四)款終止者，其未滿

期之保費，本公司應依照全年保險費，按日數比例退還。 

四、其他保險：本保險單所載之危險事故發生，如對於同一損失另有其他保險存在，除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丙項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對該項損失

僅負比例分擔，但若此項競合係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意圖不當利得而複保所導致者，本保險契約無效。 

五、責任限額： 

(一)依據本保險單所為之任何賠償不減少本公司於本保險單下應負之其他賠償責任，但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之決定則受下列各點之限制： 

1.本保險單所訂之保險金總額。 

2.不論保險年度之多寡，被保險人對於其保險期間內員工因單獨或共謀之行為所致之一次或數次累積損失均視為一次事故之損失，僅

能以知悉時之保險金額為限提出一次賠償請求。 

3.一次或數次之累積損失，雖無直接或間接單獨或共謀行為存在，但因同一事故所致之任何損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以保險單之承

保範圍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4.對於某一損失如同時有本保險單正面所載承保範圍一項以上之適用者，保險人仍以一項之保險金額為其最高賠償額，並以有效近因

為適用決定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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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負額：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單所訂自負額部分負其賠償之責，自負額應由被保險人所遭受之「最後淨額」內扣減之。 

(三)「最後淨額」：指減除所有追償額及殘值(凡可按特定保險求償之自負額不在此處扣減範圍以內)後被保險人所受之實際淨損。被保險人

之員工因參與賠案調查、理算或訴訟所生費用，則不包括在內。 

六、出險通知、損失證明、求償之訴：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損失發生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卅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損失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損失清單及憑證。 

依據本保險單所得為之賠償請求，自知悉損失發生之日起屆滿二年而未訴諸仲裁或提起訴訟者，視為拋棄。 

七、訴訟費用：被保險人因索賠或提起賠償之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本公司在合理之範圍內，另行給付之。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單所承保之損失而被訴追時，應為被保險人之利益進行抗辯。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估定及證明本保險單所承保之損失而出之費用(不論其為依法支出之費用或其他會計、勞務之費用)不負償還之義務。 

八、保險單之解釋：本保險單之名詞，不保項目及一般條款應按本保險單第二章之定義，我國法令及本保險單內所載之文義解釋之。 

九、證券及外幣之估價基準：對任何證券、外匯或外幣損失之索賠，其價值按損失發現前最後營業日之收盤市價；如損失於收盤後發現，則按損

失發現日之收盤市價定之。 

於前項所規定日期若無該項證券或外幣之市價時，其價值由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協議定之；若協議不成，得交付仲裁。被保險人經本公司同

意如以同類證券、外匯或外幣替換時，其價值為實際之替換成本。 

十、仲裁：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金額發生爭議時，得交付仲裁，關於仲裁人之選任，判斷之達成及其費用之負擔，悉依商務仲裁條例之規

定。 

十一、代位求償：對於同一損失另有應負責之第三人存在時，本公司於對被保險人為賠償後，按保險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使代位求償權。 

十二、殘值與追償：保險標的財產毀損後因殘值處分或向應負責之第三人追償結果所得之金額，於扣減追償之實際費用(不包括被保險人自身之

勞務費用)後應按下列次序分配之： 

(一)全數補償被保險人超過保險金額部分之損失(自負額不論多寡，均不在其內)。 

(二)補償本公司。 

(三)補償被保險人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或對同一損失有二以上保險競合，本保險僅就超額部分為賠償時所導致之損失。 

十三、詐欺：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詐欺或報告不實情事，本保險單無效，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四、變更通知：有關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未經本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十五、其他：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

款 

第一條  特別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經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後，附加本特別除外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基本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對下列情形不論

原因為何，本公司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確實遵照業務管理手冊、作業程序或控制要點等相關規定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者。 

二、由一位員工自始至終控制全部作業程序。但被保險人所屬櫃員單獨處理每一次存、提款金額在新台幣    萬元以內之交易者，不在此限。 



 

第 452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三、被保險人對於開啟或進出保險箱、櫃或金庫之鑰匙、密碼、代號及押密，未確立並落實「共同監管」制度者。 

四、被保險人之員工為客戶保管存摺或印鑑者。 

五、被保險人之員工辦理存、提款業務未查驗存、提款人之存摺或紀錄者。 

六、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一）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現金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包含安全警戒人員一名）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本公司書面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現金於運送途中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現金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者。 

（五）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六）以專用運鈔車運送現金途中，安全警戒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或提攜現金時所發生之損失。 

（七）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基本條款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基本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員工於執行職務時因疏忽所致短鈔之損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包括結匯時，因現金收付所致短鈔之損失。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員工重大過失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因被保險人之員工疏忽行為所致之間接財物損失或損害賠償責任。 

三、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四、印鑑型式、規格、字體、字數與原印鑑不符者而未加識別所致之損失。 

五、收受偽造變造之貨幣、票據或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六、兌付經掛失、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之票據所致之損失。 

七、經營業務之虧損或辦理證券交易、押匯、結匯、貸款之疏忽所致之損失。 

八、財產在運送途中之損失。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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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疏忽」：係指就其職責之工作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於相當必要之注意。 

二、「短鈔」：係指辦理出納或存款收付工作時因錯誤而溢付或短收所致現金短少之損失。 三、「重大過失」：係指對可預見一定之結果，不加注

意，或以未必發生之意思予以容忍，以圖僥倖於萬一。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事故之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遇有損失時，每一事故被保險人

應先行負擔自負額為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理賠手續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損失發生後 48小時內通知本公司，並於十日內以書面檢具查核報告及其他損失證明文件，向

本公司辦理索賠。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自動存、付款機器(以下簡稱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

乙項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台自動櫃員機每一事故保險金額以明細表所載金額為限，惟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乙項之保

險金額為限。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每一事故所生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_______，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置存現金之自動櫃員機未經鎖妥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之正常作業程序而進行補充、清點現金或維修時所發生之

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二、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非法操作，或操作上之疏忽所致被冒領、溢領、盜領，或登帳錯誤

所致之損失。 

三、客戶所持有之金融卡、提款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經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偽造通貨(外幣)附加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通貨(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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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戊項偽造通貨，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外國政府發行流

通之本位幣或輔幣而生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未履行營業處所安全

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未履行營業處所安全措施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項目外，對於被保險人未確實履行下列安全措施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不

負理賠之責：  

一、 營業處所及重要處所應裝置自動安全維護系統，並應指定專人負責操作、監控，一般櫃檯抽屜並應裝設鎖或自動鎖。金庫應裝設自動錄影、

自動警報、自動關閉及定時鎖與系統，並加強周邊設備。  

二、 金庫鑰匙與密碼應輪流由二人以上共同保管，僅一人不得開啟，並應嚴予保密。  

三、 營業處所於營業時間內至少應有員工兩人以上在勤。  

四、 營業處所應貫徹二十四小時執勤制度，但裝有保全系統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其他除外不保項目附

加條款 

第一條 其他除外不保項目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其他除外不保項目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項目外，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之董（理、監）事授意之員工，以不忠實行為或犯罪行為所致被保險人財產之損失。  

二、因任何塑膠貨幣（如信用卡、金融卡、現金卡或其他類似之電腦磁卡）所致之損失。  

三、因不明原因所致之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運送中財產附加條款 

第一條 運送金額及人數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財產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關於運送中之財產之每次運送金額及運送人數另行約定如下，不受本保險契約條款所載現金運送人員人

數之限制：  

一、 在新台幣           元以下者，得以一人或一人以上運送。  

二、 在新台幣           元以上者，則運送人員必須二人或二人以上運送。  

三、 在新台幣           元以上者，則運送人員必須以三人或三人以上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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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新台幣           元以上者，則運送人員必須四人或四人以上運送，其中須包含二名保全人員。  

五、 新台幣             元以上者，除須依上述之約定外，另須以專用運鈔車負責運送。  

違反上述約定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項目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財產所發生之損失。  

二、 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財產於運送途中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三、 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財產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致之損失。  

四、 財產於運送途中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五、 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財產途中，安全警戒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或提攜財產時所發生之損失。  

六、 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之損失。  

七、 不明原因之遺失。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自動櫃員機設備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設備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設置於營業處所內、外之自動櫃員機，因發生主保險契約己項

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於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自動櫃員機」係指載於本保險契約之自動提款機、自動存款機、自動加值機或兌幣機。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擴大承保董事執行員

工職務不忠實行為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董事執

行員工職務不忠實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董事於執行員工職務時，意圖獲取

不當利得，單獨或與他人串謀，以不忠實或詐欺行為所致被保險人財產之損失，亦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偽造電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電報附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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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信賴顧客、經紀人、銀行或金融機構所發電報、海底電報或打字

電報之指示或通知而為付款或其他行為，但實際上並未拍發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

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金額與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事故之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遇有損失時，每一事故被

保險人應負擔自負額為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

險自動櫃員機短鈔附加

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短鈔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自動存、付款機器(以下簡稱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客戶提款時，發

生所提存之現金短少或溢付且責任無法辨明而致被保險人所遭受之直接現金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金額與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事故之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整，保險期間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遇有損失時，每一事故被保險人應

負擔自負額為        ，本公司僅對超過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或客戶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因被保險人之員工疏忽行為所致之財物損失或損害賠償責任。 

三、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四、客戶所持有之金融卡、提款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      電磁紀錄物經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五、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非法   操作，或操作上之疏忽所致被冒領、溢領、盜領，或登帳

錯誤所致之損失。 

六、置存現金之自動櫃員機未經鎖妥時所發生之損失。 

第四條 理賠手續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損失發生時起48小時內以電話向本公司報案，並於十日內檢具自動櫃員機無瑕疵或故障之報告

及其他損失證明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節目中斷保險 第一章 契約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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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節目：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會議、展覽、表演、體育競賽等活動。 

二、節目取消：被保險節目無法於預定日期或後續期間舉辦。 

三、節目中途終止：被保險節目依預定日期時間辦理，但於進行中因故停止尚未完成之部份亦無法繼續辦理。 

四、大雨：節目舉行所在地區於本保險契約所載降雨量期間內，按中央氣象局所發布累積降雨量超過本保險契約所約定雨量起賠點者。 

五、颱風：節目舉行所在地區，舉行當日經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並經行政機關宣布停止上課或上班者。 

六、財務損失：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所致之財務損失係指下列各項費用或支出，但不包括預期之利潤： 

(一)節目取消或中途終止： 

被保險人籌辦節目所應支付之場地或設備租借費、證照費、政府規費、節目出席人員酬勞、轉播權利金支出、稅金及其他支出。 

前開費用及支出應先扣減被保險人應收之票款、贊助金、轉播權利金收入、或其他收入及因節目取消或中途終止，被保險人依約定

得向第三人請求返還或不須支付之費用。 

(二)節目延期舉行： 

被保險人自確知節目必須延後舉行之日起，至節目正式恢復舉行之日止，為辦理節目延後舉行所增加之合理支出或費用。 

(三)舉辦地點更換： 

因節目地點更換所必須增加之合理支出或費用。 

(四)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承保範圍內損失所產生之費用或因委託公正第三人評估狀況所支出之費用。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應為被保險人為舉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節目而致之各項費用或支出總和，其額度係依據被保險人書面提供之成本收支明細

為準。倘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第二條之財務損失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僅按比例負賠償之責。

倘因合理事由致被保險人預估之財務損失金額增加時，被保險人得於未知悉有承保事故發生之前提下，要求提高保險金額。 

第三章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第四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節目，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全部或部份取消、中途終止、延期舉行或更換舉辦地點，所

致之財務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五條 承保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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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所稱之承保事故包含下列三項，並以事先約定承保者為限： 

承保事故（一） 

被保險人或節目主辦單位所無法控制之意外事故。 

但不包括任何節目出席人員之缺席或任何天氣因素所致者。 

承保事故(二)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節目出席人員因疾病、意外傷害或死亡而缺席。 

承保事故（三）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節目遭遇大雨、颱風或冰雹。 

第六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節目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贊助單位發生財務困難、經費不足或停止贊助。 

二、要保人、被保險人、節目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贊助單位之違約、故意行為或違法行為。 

三、節目銷售情形欠佳或贊助金額不足，致實際收入低於預期收入。 

四、政府或具公權力單位之命令或規定致節目無法依預定時間、地點進行或本保險契約所載節目出席人員無法出席。 

五、第三人之恐嚇或勒索行為。 

六、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七、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八、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九、被保險之節目出席人員發生下列事項： 

(一)體力透支、精神耗損或心理疾病。 

(二)懷孕、月經或類似之生理自然現象。 

(三)性病、愛滋病。 

(四)受酒精、藥物、麻醉劑或毒品之影響。 

(五)參與特技表演或其他對身體、生命有高度危險之活動。但經雙方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六)參與車、船、飛行器或類似機械器具之耐力或速度之競賽或其籌備工作。但經雙方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十、幣值或物價之波動。 

第四章 一般事項 

第七條 準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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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應於節目開始前預留合理時間採行下列措施： 

一、.辦妥所需之各項證照或許可及節目出席人員之旅行文件。 

二、完成場地租(借)用、節目出席人員、機關設備租(借)用等契約之簽約手續。 

三、查證並確認節目出席人員之健康情形及心理狀況均適合參與被保險節目。 

第八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因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為賠償者，此項賠償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要保人得按日數比例加

繳保險費，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 

如未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者，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僅就保險金額之餘額負賠償責任。一次或多次理賠之賠償金額累積達保

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第九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十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 

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

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

止時，本公司得扣除已到期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為本保險實際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由本公司要求終

止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由本公司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每一次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被險人應先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四條 節目延期舉行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得因發生承保事故致節目需延期舉行，由要保人申請經本公司同意後作適度之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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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五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知悉後立即以電報、傳真、信件或其他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六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七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六章 爭議處理及法令適用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行動電話保險 

第一條  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之條款、批註或批單以及有關之要保書與其他約定文件，均係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前項構成本保險契約之各種文件若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保險標的於保險期間內除本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因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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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動電話 

係指利用任一種類無線電話網路系統，供用戶在移動中與其他電話用戶通話之設備。 

二、保險標的 

係指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明之行動電話。 

三、被保險人 

本保險契約所稱之「被保險人」，包含列名被保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 

1.列名被保險人係指保險標的之所有人。要保人即為列名被保險人。 

2.附加被保險人係指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保險標的並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人。列名被保險人為個人時，其附加被保險人以

其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為限；列名被保險人為法人時，其附加被保險人以其受僱者為限。 

四、毀損： 

本保險契約所稱之「毀損」，係指保險標的本體受損而無法正常使用，包含本體之零配件，但不包括內建資料及單獨零配件之毀損。 

五、滅失： 

本保險契約所稱之「滅失」，係指保險標的本體已達毀壞殆盡之損失。 

第四條   保險金額 

保險標的之保險金額為投保當時之重置價值。 

第五條   自負額 

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欄所載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負賠

償之責。 

第六條   保險期間及效力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時日為準。 

保險標的發生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者，本保險契約於本公司賠付後即行終止。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之退還 

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通知終止之，自終止之書面通知送達本公司之日起，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除按短期費率表

計算已滿期保費後，如有餘額應退還被保險人。 

本公司亦得以三十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被保險人最後所留之通訊處所終止，並按日數比例返還未滿期之保險費。 

第八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敵人侵略、外敵行為（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戰或合法當局沒收。 

二、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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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被保險人故意行為。 

六、被保險人從事犯罪或教唆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 

七、保險標的之磨損、腐蝕、氧化、鏽垢、變質及自然耗損。 

八、任何來自外部異常電流所造成之機械性故障及干擾，但閃電、雷擊所致者，不在此限。 

九、電腦病毒或具有危險性之程式碼。 

十、一般故障所致之維修或維護保養所生之費用及其置換之零件。 

十一、保險標的製造商或供應商依法或依約提供之保固修復服務。 

十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十三、電池單獨毀損。但與保險標的本體同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十四、保險標的外觀上之瑕疵。如脫漆、刮痕、 褪色等，但與保險標的本體同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保險費之繳付 

保險費分一次繳付或分期繳付兩種。一次繳付或分期繳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保險契約訂定時繳付，本公司應給予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繳

付者外，對於保險費繳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保險費採分期繳付之第二期以後應繳金額，要保人未依約定向本公司繳付時，本保險契約效力自已繳付保費之保險期間結束後即行終止。 

保險標的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如損失金額達保險金額之三分之一時，其未繳之分期保費於請求理賠時得與賠款抵銷。 

第十條   保險事故通知與履行義務 

遇有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儘速通知本公司。  

二、損失發生後，被保險人應採取必要合理之行動或措施以避免損失之擴大。 

三、被保險人須將受損之保險標的送至指定維修中心檢查。 

被保險人不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理賠方式 

保險標的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損失，本公司得選擇修復或置換方式，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每一意外事故保險標的之賠償

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至損失發生前之狀況所需費用為限，包括為進行修復所需之拆除、重新裝置零組件之費用。 

上述所稱修復保險標的至損失發生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 

倘必須置換之材料及零組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同品質之廠牌更換之。 

二、保險標的整件滅失、不能修復或雖可修復但所需費用超過保險標的損失發生前之重置價值者：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同一廠牌、型式、規格、

性能或以相類似機型或功能之行動電話替換受損之保險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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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被保險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理賠申請書。 

三、修復費用單據。 

四、因竊盜所致之損失，應取得報案證明。 

保險標的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損失，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公司申請理賠，逾期申請理賠，如因修護所需之零組件已無法取

得，本公司得以同品質相類似機型零組件替換之。 

第十三條   告知義務與契約之解除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

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第十四條   代位權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理賠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之請求權，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之求償權利或有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賠償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於受妨害未能求償之金

額範圍內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之。 

被保險人為保全本公司之求償權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五條   保險標的失竊尋回之處理 

保險標的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竊盜損失，經本公司理賠後尋獲者，被保險人得於知悉後七日內選擇以領回保險標的並退還已置換之行動

電話；或選擇以理賠當時重置價值扣除被保險人自負額後之價款買回。 

逾期時，本公司得逕行辦理標售尋回之保險標的，其所得之價款，被保險人取得自負額所佔理賠當時重置價值之比例，剩餘價款歸於本公司。 

被保險人倘於領取置換之行動電話後，接到尋獲保險標的之通知，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有協助領回義務。 

第十六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時，本公司僅以應理賠金額為準負比例賠償之責。 

第十七條   契約的續保 

要保人得在保險期間屆滿日，依本公司通知辦理續保，續保的始期以原保險契約屆滿日的翌日為準。 

第十八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申訴、或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承保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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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經約定限制之地區外，本保險契約適用發生於世界各地的承保損失。 

第二十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被保險人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臺北之地方法院為管轄

法院。 

臺灣產物建築物使用權

保險 

第一章 共同條款 

第一條 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單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單有關之要保書及特定資產使用權利證明（影本）、使用權價值金額約定表，均為

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以自己或他人所有之建築物使用權向本公司投保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要保人以自己所有之建築物使用權投保者，要保人

即為被保險人。 

二、被保險人：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喪失建築物使用權而遭受損失，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三、保險建築物：指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之建築標的物。 

四、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係指對於保險建築物同時擁有地上權以及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之人。 

五、建築物使用權：係指向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於一定期間內管理、使用、收益特定建築物之權利。 

六、損失：指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對保險建築物直接所致的毀損或滅失，但不包括租金收入、預期利益、違約金、其他間接損失或對第三人的損

害賠償。 

七、全損： 

（一）實際全損：凡保險建築物滅失，或因毀損而致無法回復至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即為實際全損。 

（二）推定全損：凡保險建築物因實際全損顯然無法避免或因保險建築物雖未全損，但回復時所需費用，將超過回復後之價值，且導致建

築物使用權人無法繼續享有建築物使用權者，謂之推定全損。但若該意外事故係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地震意外事故所引起者，該保

險建築物之毀損經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及大地等技師公會出具證明鑑定，或經合格之評估人員評定為不堪居住必須

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復費用為重建費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亦屬推定全損。 

八、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指保險建築物發生全損，導致被保險人完全喪失其所繼續享有之建築物使用權者。 

九、恐怖主義行為：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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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之行為。 

十、地震：本保險契約所稱之地震以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監測並紀錄之自然地震為限。 

十一、權利質權人：係指將建築物使用權為標的設定權利質權，並於該建築物使用權喪失時，享有優先受償權之人。 

第三章 承保範圍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保險建築物因下列意外事故導致全損，並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一、火災 

二、爆炸 

三、閃電雷擊 

四、意外事故所致之煙燻 

五、地震震動 

六、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七、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八、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 

前項地震意外事故，在連續一百六十八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事故。 

因第一項所承保意外事故之發生，為救護保險建築物，致保險建築物發生損失而無法繼續使用且喪失使用權者，視同本保險契約承保意外事故所

致之全損，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除地震事故外，因第一項所約定意外事故之發生，致保險建築物之部分毀損，且被保險人之建築物使用權並無喪失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須為

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針對保險建築物進行修繕所支出之合理必要費用範圍內，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對被保險人負修繕費用補償之責，但以保險金額

為限。 

第四條 不保事項與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各種意外事故不論直接或間接所致保險建築物之全損，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或部分毀損時，不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二、因原子能引起之任何損失。 

三、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扣押、征用、沒收等。 

四、火山爆發、地下發火。 

五、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唆使縱火。但被保險人之家屬非企圖使被保險人獲得賠償金者，不在此限。 

六、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 

七、Y2K 電腦系統年序轉換： 

（一）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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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能運作，不論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建築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

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

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論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

責任。 

（二）本保險契約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

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

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

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八、恐怖主義行為。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修繕補償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或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

任。 

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賃、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雇人因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六、因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機動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因修繕或營建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四章 優先受償權與賠償責任之限制 

第五條 使用權權利質權人優先賠償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特別約定者外，遇有保險建築物全損導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定期使用權時，本公司將就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在使用權

權利質權人對被保險人債權範圍內，應優先清償該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使用權權利質權人之債權，本公司並應直接給付予權利質權人。 

保險金依前項清償被保險人之債務後仍有餘額時，該餘額應給付予被保險人。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第十三條之規定終止契約時，應於十五日內通知定期使用權權利質權人。 

第六條 賠償責任之限制 

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不只一人時，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訂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契約之修繕費用的計算係以保險建築物恢復原狀為準。 

若有其他保險可以理賠修繕補償費用時，本公司同意以本保險契約優先補償。 

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為賠償者，此項賠償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但保險建築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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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或重置後，要保人得按日數比例加繳保險費，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 

如未恢復保險金額或重新約定保險金額者，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僅就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餘額內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

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解除契約時，不退還已收受之保險費。 

倘已經給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時，得請求被保險人或其他已收受賠償金者返還所受領之賠償金或因回復原狀所支出之金額。 

第八條 保險費之交付 

保險費應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交付，本公司應給予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終止時，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十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保險建築物本身之危險性質、使用性質或建築情形有所變更，而有增加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之危險者，如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其危

險達於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契約之程度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事先通知本公司。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怠於通知者，本公司得終止契約。 

前項之危險增加，不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依前二項約定通知本公司時，本公司得提議另定保險費，或終止契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本保險契

約即為終止。本保險契約終止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退還保險費。但因第一項前段情形終止本保險契約時，本公司如有損失，得請求賠償。 

本公司知危險增加後，仍繼續收受保險費，或於危險發生後，給付賠償金額，或其他維持契約之表示者，喪失前項之權利。 

危險減少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請求重新核定費率減低保險費。本公司對上述減少保險費不同意時，要保人得終止契約。其終止後之保險費已

交付者，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返還之。 

第十一條 建築物使用權之移轉 

被保險人破產時，本公司得於被保險人破產宣告之次日起三個月內終止本保險契約。終止後之未滿期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 

被保險人死亡時，本保險契約仍為繼承人之利益而存在。 

建築物使用權因第二項以外之原因移轉時，除經本公司以書面簽批載明同意繼續承保外，本保險契約於建築物使用權移轉後之次日中午十二時起

屆滿三個月時即行終止，終止後之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但若因前述移轉所剩餘保險期間少於三個月者，本保險契約僅於所剩餘保險期間內繼

續有效。 

第十二條 保險建築物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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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建築物非因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意外事故而致全損，並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本保險契約即為終止。 

保險建築物受部份損失而導致無法繼續定期使用者，保險人與要保人均有終止保險契約之權。 

終止後之未滿期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 

第十三條 契約之終止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終止契約者，終止日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時起契約失其效力，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

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公司終止契約後應返還之未滿期保險費應按日數比例計算。 

第十四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五條 承保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遇有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或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

亦得依本項約定為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發生損失，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賠償。 

第十六條 權利之保留 

本公司於接到承保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後，為確定賠償責任所採取之查勘、鑑定、估價、賠償理算、證據蒐集以及依據第十八條之處置等行為，

不影響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得行使之權利。 

第十七條 損失擴大之防止 

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合理之措施，以避免或減輕保險建築物之損失與喪失建築物使用權，

並保留其對第三人所得行使之權利。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履行前項義務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於其必要合理範圍內負償還之責。 

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應償還。但保險金額低於保險建築物約定之使用權價值金額時，本公司之償還金額，以保險金

額對保險建築物使用權價值金額之比例定之。 

第十八條 理賠手續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或經本公司同意展延之期間內，自行負擔費用，提供賠償申

請書及損失清單，向本公司請求賠償。如有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證據。 

第十九條 建築物使用權之理賠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致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本公司以該建築物使用權承保時約定之保險金額賠付之。但有詐欺情事時，

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如有損失並得請求賠償。 

第二十條 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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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任何一次賠償金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約定之自負額部分負理賠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責任保險時，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第二十一條 給付期限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檢齊文件、證據及賠償金額經雙方確認後十五天內以現金賠付之。若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

而遲延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十二條 複保險 

對於同一建築物使用權，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保險，致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建築物使用權價值金額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應立即將其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不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保險費已收受者，本公司不予退還，尚未收受者，

本公司得請求交付。 

本保險契約有善意複保險情形者，本公司得為如下之處理： 

一、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前，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後，得減低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並按減低之保險金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例

退還保險費。 

二、於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對全部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總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三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本公司知情之日起算。 

二、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第二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以外之其他權利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權利予本公司。 

本公司就建築物使用權之全部或一部以全損賠付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之建築物使用權予本公

司。 

第二十五條 合作協助 

本公司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行使權利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協助本公司蒐集人證、物證或出庭作證，提供本公司

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並不得有任何妨害之行為。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違反前項之約定時，本公司得請求損害賠償。 

因第一項所生之合理必要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二十六條 損失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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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係依約定方式賠償建築物使用權喪失之契約。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不得藉保險而獲得損失補償以外之不當利益。被

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之損失，如已由第三人予以賠償時，就該已獲賠償部分不得再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因不知被保險人或

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已獲得第三人賠償而仍予賠付時，得請求退還該部分之賠償金額。 

第二十七條 仲裁 

對於本保險契約賠償金額有爭議時得經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以保險建築物所在地之中華民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九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液化石油氣及

鋼瓶綜合保險 

第一章 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類別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分別訂定二項以上保險： 

一、財產損失保險。 

二、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三、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四、交通意外事故責任保險。 

五、慰問金費用補償給付。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分銷商或分裝場。 

二、 被保險人：係指經營液化氣體燃料分銷業務之分銷商或經營液化氣體燃料直銷、零售業務之分裝場。 

三、 分銷商：係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液化石油氣分銷業務。 

四、 分裝場：係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液化石油氣分裝業務。 

五、 經銷商：係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液化石油氣經銷業務。 

六、 液化石油氣：係指政府許可銷售之液化氣體燃料，並經由合格之經銷商經銷者。 

七、 鋼瓶：係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商品檢驗法」及「液化石油氣鋼瓶型式認可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檢驗合格之商業用50公斤(含)以下裝

填液化石油氣之容器(含複合式材質所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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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分裝：係指由合格之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者從事液化石油氣充填、灌裝之行為。 

九、 購提：係指由合格之分銷商向分裝業者從事液化石油氣購買提氣之行為。 

十、 委託分裝：係指委託合格之液化石油氣分裝業者從事液化石油氣充填、灌裝之行為。 

十一、 委託運輸：係指委託合格之運輸公司運送液化石油氣及鋼瓶之行為。 

十二、 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付薪津工資而服勞務年滿十五歲之人而言。 

十三、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四、 每一個人死亡及失能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死亡及失能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五、 每一個人死亡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六、 每一個人傷亡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體傷、失能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七、 每一意外事故傷亡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傷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但仍

受每一個人體傷、死亡及失能、死亡及傷亡責任之保險金額之限制。 

十八、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所有受損之財物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十九、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受請求賠償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二十、 抗辯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進行抗辯或訴訟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四條 一般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在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內，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私自分裝液化石油氣或使用未經檢驗合格容器者。 

二、 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三、 被保險人或其用戶因瓦斯熱水器安裝於室內，導致液化石油氣外洩或燃燒廢氣所致之體傷、失能、死亡或財物損失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用戶蓄意自殺所致之體傷、失能、死亡或財物損失者。 

五、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儲槽、槽車及其固定儲氣設備，無論任何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其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意外事故。 

七、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八、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九、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十、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但上述閃電、雷擊

不適用財產損失保險。 

十一、 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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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第五條 告知義務與契約解除 

要保人在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

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的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算與交付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依下列方式分別計算: 

一、被保險人係分銷商者依實際購提液化石油氣總數量計算。 

二、被保險人係分裝場者依實際直銷及零售液化石油氣總數量計算。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每月依本條第一項計算繳交保險費予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未按約定繳交保險費時，以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辦理。交付保

險費時應以本公司所摯發之收據為憑。 

第七條 保險期間與終止 

本保險契約自承保時起生效，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雙方均得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本保險契約。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申請理賠時，被保險人應檢附出險日最近二個月實際購提氣量相關證明文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按約定足額繳交保險費時，於理賠時本公司以

不足額保險賠付。其計算方式如下： 

若實際損失金額在保險金額內： 

實際損失金額 × ( 最近二個月向本公司申報提氣量實收保費 / 最近二個月實際總提氣量應繳保費 ) 

若實際損失金額逾保險金額： 

該險之保險金額 × ( 最近二個月向本公司申報提氣量實收保費 / 最近二個月實際總提氣量應繳保費 ) 

（三）上述不足額保險賠付不適用於分裝場之被保險人。 

應於知悉後儘速通知當地警察單位到場處理，同時並以電話向本公司或各地區分支機構連絡，另須於五日內填具液化石油氣出險通知書一份逕寄

（送）本公司辦理。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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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第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責任保險適用） 

費用支出單據。（財產損失保險及慰問金補償給付適用）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一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並仍適用本保險契約第九條賠付計算方式。 

第十三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財產損失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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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財產，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承保事故發生損失時，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 液化石油氣及鋼瓶財產保險 

被保險人所有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在儲存、分裝（包括委託分裝）、運輸（包括委託運輸）、銷售中，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燃燒、碰撞、

傾覆導致之毀損滅失。 

二、 營業裝修及營業生財財產保險 

被保險人直接因液化石油氣爆炸或燃燒導致其所有之營業裝修及營業生財發生之毀損滅失。 

三、 汽、機車財產保險 

被保險人因載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至用戶處往返途中，發生交通意外事故導致其所有或租賃之汽、機車發生之毀損。但該汽、機車如已投保車體

損失險者，本公司僅對該車體損失險賠償不足之餘額在保險金額範圍內賠付之。 

第一項第一、二款之被保險人不包括分裝場。 

第三章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第十八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下列承保事故，致第三人遭受體傷、死亡或財物發生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意外事故。 

二、 因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之意外事故。 

三、 被保險人因運送、安裝、檢測、檢修其所有或所銷售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引起之意外事故。 

四、 被保險人所銷售之液化石油氣、鋼瓶及其維護保養之管線於用戶處所引起爆炸或火災事故。 

五、 被保險人所有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因委託運輸或委託分裝時引起爆炸或火災事故。 

六、 被保險人所銷售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因使用於水上船舶或浮動物體上時引起爆炸或火災事故。 

第一項第一、二款之被保險人不包括分裝場。 

第一項第四、五、六款承保事故之保險金額，以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最高新台幣貳拾萬元整，每一個人死亡及失能責任之保險金額最高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每一意外事故傷亡責任之保險金額最高新台幣伍佰萬元整；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最高新台幣玖拾萬元整為

限。 

第一項第一、二、三款承保事故之保險金額，仍以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為準，不受第三項承保事故保險金額之限制。 

第十九條 特別除外責任 

本公司就下列事項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在委託運輸及委託分裝時間內，致運送或分裝公司行號之受僱人受有體傷、失能、死亡或財物毀損滅失者。 

二、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在委託運輸途中因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失能、死亡或財物毀損滅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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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失能、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五、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六、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七、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八、 用戶處之使用者因故意或過失而未依一般之使用方法使用管線，所致之爆炸或火災事故。 

第二十條 和解之參與 

被保險人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

經被保險人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確定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依下列規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一、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 

二、 賠償責任已確定，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本公司同意者。 

三、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有破產、清算、失卻清償能力或死亡、失蹤等情事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仍得依前二款規定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第二十二條 和解或抗辯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限內因保險事故發生致受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本公司得應被保險人之要求，協助其代為進行和解或抗辯，其所

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並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被保險人有協助本公司處理之義務。 

本公司協助被保險人和解或抗辯，倘可能之和解之金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或被保險人不同意本公司協助所為之和解及抗辯時，則

本公司協助為和解及抗辯之義務即為終了。 

第二十三條 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應負之賠償責任所為之抗辯或訴訟，事先經本公司同意者，其支出之費用本公司同意支付之，並不受保險金額

之限制。 

第四章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第二十四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在儲存、運送、銷售及至用戶安裝、檢修所有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時，發生意外事故致執行上述業務之被保險人受僱人

受有體傷、失能或死亡，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五條 特別除外責任 

本公司就下列事項或賠償責任不負理賠之責： 

一、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在委託運輸及委託分裝時間內，致運送或分裝公司行號之受僱人受有體傷、失能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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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三、 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 

四、 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五、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六、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和解之參與 

被保險人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

經被保險人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確定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依下列規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一、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 

二、 賠償責任已確定，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本公司同意者。 

三、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有破產、清算、失卻清償能力或死亡、失蹤等情事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仍得依前二款規定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第二十八條 和解或抗辯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限內因保險事故發生致受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本公司得應被保險人之要求，協助其代為進行和解或抗辯，其所

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並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被保險人有協助本公司處理之義務。 

本公司協助被保險人和解或抗辯，倘可能之和解之金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或被保險人不同意本公司協助所為之和解及抗辯時，則

本公司協助為和解及抗辯之義務即為終了。 

第二十九條 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應負之賠償責任所為之抗辯或訴訟，事先經本公司同意者，其支出之費用本公司同意支付之，並不受保險金額

之限制。 

第五章 交通意外事故責任保險 

第三十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使用本身所有或租賃之陸上運輸工具，載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至分裝場或經銷商提氣，或至分銷商、用戶處送氣往返

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失能、死亡或致第三人財物毀損，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惟本公司僅對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應賠償部份於保險金額範圍內賠付之。 

倘第三人之財物若為汽、機車時，必須經警方處理，則本保險契約對其所負之最高賠償責任，分別為汽車參萬元整，機車壹萬元整。 

第一項被保險人除要保書所記載之分銷商、分裝場負責人外，另包括該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親屬及其受僱人。 

第三十一條 特別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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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下列事項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在委託運輸途中因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失能、死亡或財物毀損滅失者。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三、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四、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第三十二條 和解之參與 

被保險人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公司參與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

經被保險人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三條 直接請求權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確定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依下列規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一、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 

二、 賠償責任已確定，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本公司同意者。 

三、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有破產、清算、失卻清償能力或死亡、失蹤等情事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仍得依前二款規定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 

第三十四條 和解或抗辯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限內因保險事故發生致受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本公司得應被保險人之要求，協助其代為進行和解或抗辯，其所

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並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被保險人有協助本公司處理之義務。 

本公司協助被保險人和解或抗辯，倘可能之和解之金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或被保險人不同意本公司協助所為之和解及抗辯時，則

本公司協助為和解及抗辯之義務即為終了。 

第三十五條 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應負之賠償責任所為之抗辯或訴訟，事先經本公司同意者，其支出之費用本公司同意支付之，並不受保險金額

之限制。 

第六章 慰問金費用補償給付 

第三十六條 承保範圍 

於保險期間內對於下列原因所致各項事故，雖非屬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本公司仍得就被保險人所支付之慰問金予以補償給付，且

以每一個人體傷（不含死亡）最高新台幣伍萬元，每一個人死亡最高新台幣壹拾萬元，及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最高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整為限。 

一、 用戶使用不當或其他不明原因 

被保險人所銷售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因用戶使用不當、能注意而未予注意或其他不明原因發生爆炸或火災，致用戶等第三人受有體傷、失能或

死亡，被保險人已支付慰問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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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託分裝或運輸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因委託運輸或委託分裝時發生爆炸或火災致第三人受有體傷、失能或死亡，被保險人已支付慰問金者。 

三、 使用於水上船舶或浮動物體 

被保險人所銷售之液化石油氣及鋼瓶，因使用於水上船舶或浮動物體上時發生爆炸或火災致第三人受有體傷、失能或死亡，被保險人已支付慰問

金者。 

四、 被保險人受僱人於執行業務時發生意外事故受有體傷、失能或死亡，被保險人已支付慰問金者。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

行為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各項事由所遭受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 資訊之不法輸入、竄改或銷毀： 

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為使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上之利益或意圖使被保險人發生損失，以不法行為，將不實資料輸入被保險人之 

(一) 資訊系統，或 

(二) 服務中心之資訊系統，或 

(三) 電子資金移轉系統，或 

(四) 顧客通訊系統； 

或將上述系統所儲存或所運用之資料加以竄改或銷毀，或於經由資料通訊線路對被保險人或服務中心之資訊系統傳送之過程中作不法之輸

入，致被保險人移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其他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二、 電腦指令之偽造或變造： 

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因意圖不當利得，偽造或不法變造電腦指令，致被保險人移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

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三、 電子資料及媒體之毀損滅失： 

(一) 儲存於被保險人或服務中心資訊系統體系內之電子資料因遭被保險人員工以外之人惡意毀損而致之損失。 

(二) 裝置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或由被保險人指定之人於運送中之電子資料處理媒體因被盜竊、搶劫而導致之損失，但此項媒體須為被保險

人所有或對其毀損滅失應負責任者為限。 

所謂「運送中」指自被保險人所指定之傳遞人收受標的媒體之時起至將標的媒體交付於受領人或其代理人止。 

四、 電子訊息之誤傳或竄改： 

(一) 被保險人因信賴係由顧客、自動票據交換所或金融機構經由： 

1. 電子通訊系統，或 

2. 自動票據交換所之作業系統，或 

3. 電傳打字機、傳真電報機， 

直接將電子訊息輸入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機而實際彼等並未傳送，致移轉或交付資金、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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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二) 被保險人因誤信在 

1. 電子資料儲存媒體運送中，或 

2. 電子資料處理媒體經由資料通訊線路直接輸入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機時，業經不法行為竄改之電子訊息，致移轉或交

付資金、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五、 資訊系統服務之失誤： 

被保險人於為顧客提供資訊系統服務過程中，因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意圖不當利得所為之不法輸入，或將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所儲

存或運用之電子資料或經由資料通訊線路自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直接傳入與被保險人有資訊系統聯線作業之顧客資訊系統之電子資料作不

法之銷毀或竄改，致顧客移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對價而遭受之損失，且該項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者。 

六、 電子傳送之導誤： 

(一) 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以不法行為，將不實之電子資料利用 

1. 電子通訊系統，或 

2. 自動票據交換所，或 

3. 電傳打字機或傳真電報機， 

直接輸人被保險人之顧客、自動作業之票據交換所，或其他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機，使彼等誤信係被保險人授權而實際

被保險人並未為指示，致移轉、兌現、或交付任何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撥付金錢等直接所致之財務損失，而該項損失被保

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者。 

(二)  被保險人之顧客，自動作業之票據交換所，或其他金融機構因誤信被保險人之電子資料在 

1. 電子資料儲存媒體實體運送中，或 

2. 經由資料通訊線路傳送至彼等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時，業經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不法行為竄改，致移轉或交付資金財產

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對價而遭受之損失，且該項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者。 

七、 口頭撥款指令之偽造： 

為使被保險人及其客戶遭受損失，或意圖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法利益，而偽稱已獲被保險人之客戶授權；或偽稱代表客戶之高級主管，而實

際並無授權或其職務與權責無權代表客戶者，以虛偽之口頭指示要求被保險人移轉資金，或將客戶帳戶內資金移轉至其他銀行客戶指定之

帳戶，因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財務之損失。 

上述口頭指示係以電話通知被保險人辦公處所內被保險人指定專職接受口頭指示人員所接聽者為限。 

前項「客戶」一詞係指與被保險人訂定得以口頭指示移轉資金書面契約之任何公司、合夥組織或信託客戶或類似之企業實體組織。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茲就本保險單所使用之用語界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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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保險人資訊系統」指被保險人所有、租用或有權使用之資訊系統。 

二、 「電訊終端機」指電傳打字機、電子印表機或影像顯示終端機。 

三、 「資訊系統」包括電腦主機及其聯線並由該主機內之操作系統所控制之所有輸入、輸出、資料處理、儲存及其他通訊設備。非聯線媒體儲

存資料亦視為資訊系統之一部份。 

四、 「顧客通訊系統」指在要保書上列明與被保險人訂有聯絡之顧客，且該顧客得與被保險人資訊系統進行直接存取操作之通訊系統。 

五、 「電子資訊系統」指在要保書上列明之電信局、票據交換所、銀行間支付系統、國際間銀行財務通訊系統、銀行間自動作業電子通訊系統

等。 

六、 「電腦指令」指電腦程式，亦即業經轉換得於資訊系統中用作電子資料之事實或陳述。 

七、 「電子資料」指業經轉換得用於資訊系統及供電腦程式使用而儲存於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之事實或資訊。 

八、 「電子資料處理媒體」指儲存資料之打孔卡、磁帶、打孔帶、磁碟或其儲存資料之媒體。 

九、 「電子資金移轉系統」指用作自動提款機、自動存提款機或銷售終端機，包括經被保險人參與之有關網路或設備等系統。 

十、 「債權證書」指於通常營業過程中由被保險人之顧客保存或由被保險人執存，證明顧客對被保險人之負債，包括到期之帳款及分期付款之

書面文件。 

十一、「服務中心」指經被保險人書面契約授權使用資訊系統，從事資料處理服務之自然人、法人或合夥組織。 

十二、「服務中心資訊系統」指服務中心所有、租用或有權使用之資訊系統。 

第三章 不保項目 

第三條 下列各項損失不在本保險承保範圍之內 

一、 後附本公司銀行業綜合保險(不論投保與否)所承保危險導致之損失。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或與被保險人員工串謀之人所導致之損失。 

被保險人之員工明知他人行將從事詐騙行為而故意對被保險人不為告知者，仍以「串謀」論，但員工由於遭受加害身體或毀損被保險人之

營業處所或財產等威脅下而對被保險人不為告知者不在此限。 

三、 利息、紅利暨預期收入之損失。 

四、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間接或附帶損失。但經本保險單明文承保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自行承擔之契約責任，但縱無契約之約定，而被保險人依法仍應負責者不在此限。 

六、 被保險人為勘估或證明本保險單所承保之損失而支出之費用。 

七、 戰爭、敵侵、外敵行為、敵對行為或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內戰、叛亂暴動、民眾騷擾、武裝奪權、暴亂或任何合法當局之行為所致

之損失，但該損失若發生於被保險人從事本保險單第一條第三項所稱之運送過程中，且被保險人於運送開始前不知情者不在此限。 

八、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法律責任。 

九、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 

(一) 威脅加害任何人之身體，但電子資料或電子資料處理媒體在指定人員監管下於運送中發生之損失，而被保險人於運送開始時不知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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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時，不在此限。 

(二) 威脅毀損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或財產。 

十、 電子資料或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交由郵寄或被保險人員工以外之人運送之損失，但專責運送機構運送者不在此限。 

十一、 依據本保險單條款第十三條所約定之承保範圍與理賠方式以外之電子資料或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之毀損滅失。 

十二、直接或間接由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 

(一)書面指示或通知。 

(二)電報、海底電報之指示或通知。 

(三)電話、口頭指示或通知，但第一條第七項特別承保者不在此限。 

十三、 供電子資料處理媒體或資料終端機用作原始資料之票據、證券或文件經偽造或不法變造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十四、 票據、證券或文件之損失，但其經轉換成電子資料並以電子資料形態保存時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十五、 被保險人同意他人利用機密資料(包括商業秘書資訊、電腦程式或顧客資訊)而直接或間接導致之損失。 

十六、火災所致之損失。 

十七、 機械故障、建造缺陷、設計錯誤、固有瑕疵、磨損、耗損、電氣干擾、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之失誤或故障、程式設計錯誤或功能不良，或資

料處理錯誤或遺漏等所致之損失。 

十八、 電腦指令之偽造或不法變造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但經本保險單第一條第二項明文承保者不在此限。 

十九、 被保險人授權得使用資訊系統設備之人(包括被保險人之顧客)將電子資料輸入電子資金轉移系統終端機或顧客通訊系統所致之損失。 

二十、電腦指令於購置時業經偽造或不法變造所致之損失。 

第四章 一般條款 

第四條 承保條件 

本保險雖為銀行業綜合保險之相輔保險，承保銀行業綜合保險有關資訊系統不法行為除外或所不保之損失，如被保險人同時投保本保險及銀行業

綜合保險者，本保險與銀行業綜合保險間既不構成溢額保險亦不構成共保，本公司仍按個別之承保範圍，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訴訟費用之償還 

一、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本保險所承保之損失提出抗辯或進行訴訟而支出之訴訟費用及合理之律師酬金，於扣除自負額後負償還責任。 

二、 於訴訟中，若對被保險人之求償額或最後賠付之金額(二者中以較高額為準)超過依據本保險所得請求之金額者，則前項費用應由本公司與

被保險人按個別(包括自負額在內)所負之責任比例分擔。 

三、 本公司依據前二項所償還之費用，以不超過本保險所承保之最高限額百分之十為限，但所償還之費用不併入保險金額計算。 

四、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事故，致被控訴或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得協助被保險人就民事部份進行訴訟或和解。 

五、 被保險人經本公司要求，仍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見證人之義務。 

六、 本公司所支出之訴訟費用及律師酬金超過第二項本公司應分擔之金額時，被保險人應將超過部份償還本公司。 

第六條 視同被保險人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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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為處理特定業務之必要，而任命其負責人或職員組成之機構所遭受之損失，視為被保險人之損失。 

第七條 營業處或資訊系統之增設 

於本保險單有效期間，被保險人增設營業處或資訊系統，而此項增設非由於被保險人與他公司合併或被保險人承受他公司資產之結果，則此等增

設之營業處或資訊系統自增設之日起當然在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以內，被保險人既無須通知本公司，亦無須於本保險單承保期間屆滿前加付保險

費。被保險人增設營業處或資訊系統如係因與他公司合併或承受他公司資產之結果，除非被保險人遵行下列規定，則此等營業處或資產所遭受或

所導致之損失均不在本保險承保範圍以內： 

(一) 在合併或承受生效前，應對本公司為書面通知； 

(二) 獲取本公司將本保險單之承保範圍擴及新增之營業處之書面同意；及 

(三) 加付按合併或承受之日起至到期日間比例計算之保險費。 

第八條 共同被保險人 

一、 本保險所承保之被保險人有二人以上時，得約定其中一位被保險人代表全體被保險人。對於任何一位被保險人所遭受之損失，本公司如已

對約定代表之被保險人為賠付者，對於該項損失即免除賠償責任。 

二、 約定代表之被保險人終止其保險者，得約定另一位被保險人為其他被保險人之代表。 

三、 凡與本保險單有關之事項，為約定共同被保險人中任何一位所獲知者，其效力及於其他被保險人。 

四、 對於被保險人所遭受之損失，不論其為個別或全體被保險人之損失，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仍以本保險單所規定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九條 責任限額 

一、 因任何人(不論其身分是否知悉)之單獨或與人共謀之行為或不行為，所致一次或連續數次之損失，至發現時止，均視為一事故所致之損失，

本公司僅以本保險單正面可資適用之承保項目所載金額為限負賠償責任。雖無直接或間接單獨或共謀行為，但因同一不法事件所致之任一

損失或多項損失或一連串損失亦同。 

二、 對於同一事故所致之損失有二個以上承保項目可資適用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以其中之一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而非合併計算。 

三、 對於同一事故所致之損失有二個以上承保項目可資適用。而其承保金額不同時，本公司以其中所規定之最高金額為限負賠償責任。 

四、 本保險單之效力及本公司之責任於本保險單所載有效日期屆至時即行終了，不論本保險續保年數，本公司所負之責任不按續保年數累計。 

第十條 累計保險單限額 

任何一次損失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本保險單所承保該項保險金額為限。本公司對於保險有效期間內所發生一次或以上之承保事故所負之賠償責

任，最高不得超過本保險單正面所載「保險期限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 

第十一條 損失之發現 

一、 本公司對本保險單有效期間所發現之損失負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雖不知損失之詳情或確切之額數，但已知足以合理推斷本保險所承保之損

失業已發生或行將發生，即構成前述之發現。 

二、 第三人主張被保險人應對導致損失之情況負責，而對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者，亦構成前項之發現。 

第十二條 出險通知、損失證明及求償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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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保險人應自發現有損失發生之日起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 本保險單係為被保險人利益而存在，除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人外，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對抗本公司。 

三、 被保險人於發現有損失後，不論本公司是否應負賠償之責，均應依照本保險單之規定時間及方式將情形通知本公司。 

第十三條 損失之估定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計算賠償金額： 

一、 有價證券： 

(一) 以損失發生日市場價格折算之； 

(二) 在喪失購置、兌換或買回等權利之情況下，以前述權利到期日之市場價格為準折算之； 

(三) 如無市場價格可循時，則以雙方協議或交付仲裁方式為之；如所適用之該項承保範圍有自負額之規定或索賠之有價證券損失金額超過

保險金額時，本公司得以現金賠付或購置與承保金額相同面值之有價證券賠付之。 

二、 電子資料處理媒體： 

對於被保險人營業上使用之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於保險金額範圍內按被保險人為重製電子資料處理媒體而提供之空

白媒體之成本及資料錄製或複製之勞務費用負賠償責任，但最高仍以該項之保險金額為限。 

三、 其他財產： 

除現金、有價證券、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以外之任何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該財物之現金價值為限。本公司得選擇給

付現金或重新購置或予修復，當事人間如對標的物之價值、回復原狀之程度、修理費用、重置價格有爭議時，得交付仲裁。 

四、 電子資料： 

(一) 本保險單所承保之電子資料發生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所提供之資料複製同種類或同品質之其他電子資料實際錄製或複

製勞務費用支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仍以該項保險金額為限。 

(二) 前項電子資料如係無法複製者，且該電子資料為具有證券或債務憑證價值之財務文契時，則此種損失准用前述有價證券及其他財產二

項規定之方式計算決定之。 

第十四條 讓與、代位、追償及合作協助 

一、 對於損失之發生如有應負責之第三人存在時，被保險人於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規定賠付時，應將此項求償權讓與本公司。 

二、 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規定為賠付後，得就賠償或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範圍內對保險標的物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依保險法第五十三條之

規定行使代位求償權。 

三、 本公司或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追償之所得，應按下列次序抵充之： 

(一) 追償之費用； 

(二) 被保險人之損失超過保險金額時其差額(但自負額不包括在內)； 

(三)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額； 

(四) 被保險人之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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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保險單第十三條所規定之證券毀損滅失而取得之償還金額或再保或共保之攤賠額，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四、 被保險人如經本公司請求，應於本公司所訂定之合理時間及地點接受本公司之查詢，提供有關損失發生之記錄及文件，並為必要之合作及

協助。 

五、 被保險人應簽署一切文件，協助本公司獲取本保險單所規定之權利，被保險人於損害發生後，不得為任何有害於本公司取得前述權利之行

為。 

第十五條 保險責任之競合 

一、 對於本保險單第一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損失如有其他保險存在，不論此項保險係由被保險人自行投保，或他人為被保險人之利益向本公司投

保，而損失係在該保險契約有效期間發現者，本公司於本保險單下所負之賠償任與他保險之賠償責任合計，應不超過本保險單所規定之保

險金額或他保險之保險金額，二者中以較高額為準。 

二、 被保險人就同一標的與損失曾先向本公司以外之保險人投保，而後向本公司投保，使前者效力終止或失效，本公司對於前契約終止或失效

前或前契約所特定之損失發現期間內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僅於超過前契約之保險金額負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其他保險 

對於同一損失如有其他有效保險契約存在，不論此項保險是否由被保險人專責運送機構，或其他個人或組織所投保，或因損失因在他人之營業所

或受僱或運送電子資料處理媒體時發生所導致，亦不論該保險契約之規定如何，本公司僅就該保險之溢額部份負賠償責任。在他保險按其最高限

額賠償後仍有不足前，本保險不參與賠償金額之分攤，茲經雙方同意，被保險人僅得就實際損失額與向他保險人可得求償之金額間之差額向本公

司求償。 

第十七條 所有權 

本保險單為本保險單正面所載之被保險人之利益而存在，其效力僅及於該被保險人所有，占有或依法應負保管責任之電子資料處理媒體，電子資

料或財產之損失。 

第十八條 自負額 

本公司僅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超過本保險單所規定之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十九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一、 本保險契約因： 

(一) 被保險人收到本公司終止之書面通知後屆滿六十日者； 

(二) 本公司收到被保險人終止之書面通知； 

(三) 被保險人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或政府所接管；或 

(四) 被保險人為其他營業團體所接管而終止。 

保險契約因前述(一)、(三)及(四)款之事由而終止者，本公司按比例退還未滿期保險費；因(二)款之事由而終止者，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

算，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二、本保險契約對於服務中心之承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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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中心之合夥人、董事、負責人或受僱人所為之詐騙或不誠實之行為為被保險人或非與此等行為人串謀之其他董事或負責人所知悉

時；或 

(二) 本公司收到被保險人對於此等行為人終止保險契約之書面通知後屆滿十五日而視為終止。 

本保險契約因前述(一)款之事由而終止時，本公司對於當時正由此等行為人運送或監管中之財產所遭受之損害仍須負賠償責任。 

三、 本保險契約經終止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業已遭受但於終止生效日後，始行發現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終止後之權利 

一、 被保險人得於本公司終止契約生效前通知本公司，要求寬限一定期間以發現被保險人於終止前所遭受之損失。前述期間最長不得超十二個

月，並須加付保險費。 

二、 本公司於接到被保險人前述之通知後，當出具書面同意，但此項寬限期間仍因下列事由而終止： 

(一) 被保險人或其事業繼受人另行投保，以替代本保險之全部或一部。不論此項保險是否將被保險人於生效前所遭受之損失承保在內，寬

限期間於該契約生效之日終止。 

(二) 被保險人之事業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或政府所接管。 

寬限期間因本項事由而終止者，本公司無須個別通知，僅將未滿期保險費退還。 

三、 本條第一項所規定發現損失之寬限期間請求權，除被保險人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行使。 

第二十一條 對於服務中心或顧客之追償 

本公司因服務中心之合夥人、董事、負責人或受僱人或顧客所為之詐騙或不誠實行為所導致之損失而對被保險人為賠付後，被保險人基於此等行

為對服務中心或顧客所得行使之求償權，應於本公司賠償金額範圍內讓與本公司，被保險人應簽署使本公司獲取此項求償權之必要文件。 

第二十二條 訴訟有關約定 

一、 被保險人依據本保險契約規定對本公司所得提起之求償之訴，以本公司之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二、 本保險為本保險單記名被保險人(包括共同被保險人)之權益，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被保險人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主張之。 

第二十三條 保險單之解釋 

本保險單之名詞、定義等意義及解釋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及本保險單內所載文義決定之。 

第二十四條 仲裁 

因本保險之爭議而提付仲裁者，應按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處理。 

第二十五條 變更通知 

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未經本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第二十六條 其他 

本保險單未規定之事項，適用保險法及其有關法令之規定。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

行為保險特別約定附加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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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增補或修訂如下： 

一、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電腦病毒侵害所遭受下列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 儲存於被保險人資訊系統或服務中心資訊系統的電子資料，因遭受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植入電腦病毒而毀損，致被保險人移

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二) 儲存於被保險人資訊系統或服務中心資訊系統的電子資料，因遭受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植入電腦病毒而毀損。 

二、 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第四項「電子訊息之誤傳或竄改」所指之電子訊息及第七項「口頭撥款指令之偽造」所指之口頭指示，皆須經

過驗證程序，或有回撥至協辦人之機制，確認該電子訊息及口頭指示並非誤傳、竄改或偽造。 

第二條 定義 

主保險契約第二章定義增補或修訂如下： 

一、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四項「顧客通訊系統」，並修改如下：「顧客通訊系統」指與被保險人訂有聯絡之顧客，且該顧客得與被保險人

資訊系統進行直接存取操作之通訊系統。 

二、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五項「電子資訊系統」，並修改如下：修改為「電子通訊系統」指電信局、票據交換所、銀行間支付系統、國際間

銀行財務通訊系統、銀行間自動作業電子通訊系統等。 

三、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增列以下定義： 

（一）「電腦病毒」指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非經授權而惡意植入之電腦指示或程式，進而感染散播至被保險人資訊系統或其網路，

造成被保險人之電腦程式、電子資料等遭到損壞、變更或刪除。 

（二）「電話語音銀行系統」指電話語音通訊系統，而此通訊系統係透過電話系統服務方式提供顧客直接傳達指令至被保險人資訊系統，

其服務必須有相關的驗證程序以進行一般的銀行交易。但用戶交換機、語音答錄機、語音轉接或提供類似電話、語音連絡功能之電

腦系統並不包含在內。 

（三）「驗證」指被保險人為確認其與其顧客、自動票據交換所、其他金融機構或各分分支機構間之所有通訊安全所設立的認證機制。 

第三條 不保項目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項目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在本保險承保範圍之內： 

一、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七項，並修改如下：「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

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失。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

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

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十二項新增第（四）款，內容如下：「（四）傳真電報之指示或通知，但第一條第四項及第六項特別承保者不在此限。」 

三、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十五項，並修改如下：「被保險人同意他人利用機密資料(包括商業秘密資訊、電腦程式或顧客資訊)而直接或間接

導致之損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電話語音銀行系統或由經授權或未經授權使用用戶交換機、語音答錄機、語音轉接或提供類似電話、語音連絡功能之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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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保險契約第一條第一項特別承保者不在此限。 

五、下列所稱之損失亦不在承保範圍之內： 

（一） 於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遭致之損失，或於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發生或開始之行為、交易或事件所致之損失。 

（二）於本保險單保險期間生效日前或到期日後發現之損失。 

（三）已通知其他保險公司之損失。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第一項第一款，對於被保險人因電腦病毒侵害所遭受之損失，約定每一事故保險金額為           元整；倘遇有損

失時，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八條自負額之約定。 

上述保險金額仍受主保險契約第九條責任限額及第十條累計保險單限額之限制。 

第五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並修改如下：「(一)被保險人收到本公司終止之書面通知後屆滿三十日者；」。 

第六條 仲裁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二十四條，並修改如下：「因本保險之爭議而提付仲裁者，應按仲裁法之規定處理。」。 

第七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

行為保險加密貨幣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加密貨幣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任何加密貨幣的損失、竊盜、人為因素的錯放、毀壞、修改、

不可使用、無法存取或因加密貨幣的延遲交易所產生之損失及費用，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第二條 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加密貨幣」係指一種使用密碼學原理來確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單位元創造的交易媒介，包含虛擬貨幣(例如比特幣Bitcoin、

乙太幣Ethereum、瑞波幣Ripple、埃歐塔幣IOTA等)，代幣Tokens(例如新經幣Nem、泰達幣Tether、基於商用區塊鏈操作系統EOS發布之代幣等)，

或者是與前述虛擬貨幣、代幣配合使用的公鑰和/或私鑰。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信用卡綜合保

險 

第一章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條款、要保書、批單、批註及其他附著於本保險單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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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後就下列各類別同時訂之： 

一、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二、旅遊期間個人責任保險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單位」係指發行信用卡並代理被保險人要保之機構。 

二、「承保信用卡」係指由要保單位所核發，並交由被保險人所持有且記載於本保險契約之信用卡。 

三、「被保險人」係指持有要保單位所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含正卡及附卡）之持卡人。 

四、「保險期間」係指本保險契約上所載之時日，其起迄時日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 

五、「保障期間」係指被保險人投保「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之保險期間內，依本保險契約所得享有各項權利之有效期間，但以符合下列條件

者為限： 

1. 須於保險期間內持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 

2.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本保險契約須尚未屆期或已完成續保事宜。但本公司仍以被保險人用以支付本款第一目項目金額之承

保信用卡及該年度保險契約所提供之保障內容為據。 

3. 要保單位已屆期之保單若非由本公司簽單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該已屆期保單年度內刷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者，而於本保單年度發生意外事故者，本公司亦依本保險契約負理賠之責。 

第四條 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事故或損失，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被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收、扣留、徵收或銷毀者。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六、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

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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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要保單位於保險期間內預計核發之承保信用卡計算預收。 

預收保險費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交付，本公司應給與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者外，對於預收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本公司

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要保單位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將實際核發之承保信用卡數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

險費之差額者，應由要保單位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者，由本公司無息退還予要保單位，但本公司應收保險費不得低於本保

險契約所載之最低保險費。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單位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 

要保單位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危

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受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受領人返還保險金。 

第七條 契約終止  

要保單位終止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起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一百二十日前書面通知要保單位，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八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應事先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始生效力。 

第九條 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單位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所指定之國內外代理人。  

二、立即採取合理之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被保險人、要保單位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證明文件。  

要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意外事故所生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額度內之損失，本公司僅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理賠之責。 

第十一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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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

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僅按本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四條 貨幣之計算 

被保險人之損失或本公司理賠金額之計算涉及外國貨幣時，其匯率計算以事故發生日台灣銀行公告該貨幣賣出現金匯價為兌換基礎理算損失。 

第十五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或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準據法  

關於本保險契約之爭議或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之法令規定。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被保險人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八條 保密義務  

本公司同意就所有得自要保單位之資訊嚴守保密之責任，絕不向任何第三方揭露；但遇下列情況時不受此限制：  

一、與要保單位相關之資料，經要保單位許可。  

二、因法律或相關規定之要求。  

三、因處理本保險契約業務之必要行為。  

第二章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第十九條 承保範圍及項目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其

須支付下列合理且必要費用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之責；但被保險人嗣後取消前述交易項目及金額者，本公司即不負理賠之責： 

一、班機延誤費用  

二、行李延誤費用  

三、行李遺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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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五、行程縮短或取消費用  

第二十條 班機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已確認之定期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被拒絕搭乘（但不包括自本國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

延誤、取消者），而於該定期班機預定起飛之後四小時內，無其他空中運輸工具可供其搭乘。 

二、失接應轉接之定期班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之四小時內，無其他空中運輸工具可供其搭乘。 

前項所稱「班機延誤費用」，係指於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當地所生之下列費用： 

一、必要之膳食、住宿費用。  

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三、因班機延誤而須住宿，且被保險人行李已交寄而須購買之日用必需品費用。 

四、國際電話費。 

被保險人因無法提供相關支出費用單據憑證者，則以每滿四小時支付新台幣一仟伍佰元；且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十一條  行李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含居住所在地)十二小時後仍未送達者，

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之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第二十二條 行李遺失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含居、住所在地)二十四小時

後仍未送達者，亦在承保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遺

失購物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一百二十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 

本公司若已依前條規定給付行李延誤保險金者，則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所負之理賠責任以行李遺失保險金扣除已給付之行李延誤保險金之餘額為

限。 

第二十三條 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從事國外旅行時，其護照、簽證或出入旅行地之通行證明文件等（不含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金）因毀損滅失，

或遭強盜、搶奪、竊盜而遺失所生之文件重置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被保險人應於發現前項損失後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海關、警察機關、我國駐外等相關單位報案。若未於約定時間內報案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

責。 

第二十四條 行程縮短或取消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預定從事國外旅行時，因下列意外事故而取消或縮短旅行行程，以致被保險人所有已預付之旅行費用（含住宿），無法依

旅行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請求一部份或全部費用之返還，本公司在「行程縮短或取消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第 492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一、被保險人旅行活動出發前三天內，住居處所發生火災、或水災、颱風、地震等天災事故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或其配偶、父母或子女身故所致者。 

三、被保險人或其配偶、父母、子女因罹患疾病或因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立即住院治療者。 

四、旅行地發生戰爭、內亂、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暴動事故所致者。 

五、旅行地發生火災、或水災、颱風、地震等天災事故所致者。 

第二十五條 特別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因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而致生之「旅行文件重置費用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其配偶、父母或子女之死亡或病危係因下列原因所致者，其「行程取消費用及行程縮短費用」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自殺、自殘或鬥毆行為。但為正當防衛者，不在此限。 

二、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三、飲酒後駕（騎）車，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第二十六條 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航空公司所開具之班機延誤/失接/登機被拒之班機延誤證明正本。 

六、倘係申請失接之「班機延誤費用」，請說明本欲轉接之班機時間、及轉機前往地點及延誤時數。 

第二十七條 行李延誤費用或遺失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機票及行李牌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事故發生當時航空公司或機場所開具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文件正本及領回延誤行李之證明文件正本。 

第二十八條 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領「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 



 

第 493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重置後之旅行文件影本。 

六、被保險人向當地海關、警察機關、我國駐外等相關單位報案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二十九條 行程取消及行程縮短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領「行程取消費用保險金」或「行程縮短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行程取消費用或行程縮短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醫師診斷證明與住院證明 

六、死亡診斷書、屍體相驗證明書或醫院或醫師開立之病危通知書正本及該死亡或病危者之身分關係證明文件影本。 

第三章 旅遊期間個人責任保險  

第三十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本公司同意於保障期間內對於

被保險人因旅遊時發生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意外事故，造成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依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責任。 

第三十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從事商業或與其職業相關之事務或執行公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因所有或使用或管理飛機、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對其直系親屬、家屬或受雇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當地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或因吸食、施打、服用毒品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因各種傳染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因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 

十、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起訴時，其具保及因刑事訴訟所生之一切費用。 

第三十二條 申請理賠費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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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承保事故發生後，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

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法院確定判決或仲裁判斷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

償金額之給付。第三人亦得在被保險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三、被保險人依法得行使抗辯權或其他權利以免除或減輕責任，若因過失而未行使前述權利所產生或增加之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四、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五、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

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三十三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

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

及證人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

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第三十四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訂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

為限。 

臺灣產物降水量參數養

殖水產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屏東縣政府、或其委託機構確認有養殖水產事實，並且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養殖地區之養殖業者；要

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 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要保書所載養殖地區之養殖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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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養殖水產：係指本保險契約要保書所載養殖之水產名稱。 

四、 養殖地區：係指屏東縣東港鎮、林邊鄉、佳冬鄉、枋寮鄉、枋山鄉等五個地區，並且以陸上養殖區為限。 

五、 約定氣象觀測站：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枋寮氣象站 C0R660。 

六、 替代氣象觀測站：係指本保險契約約定氣象觀測站外，另行約定其他作為雨量資料依據之氣象觀測站。 

七、 累積降雨量：係指連續48小時累計降水量。 

八、 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係指連續48小時累計降水量達480毫米。 

九、 自負額：係指累積降雨量未達500毫米，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累積降雨量達500毫米，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計算

賠付金額。 

十、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係指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最高以百分之百

為限。 

十一、汛期及颱風期間：係指每年自五月一日零時起至十一月三十日二十四時止，若有任何調整，本公司應於調整前十日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約定氣象觀測站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並符合自負額之約定，本公司依

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害。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害。 

六、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氣象觀測站或替代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賠付責任。 

七、非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養殖水產。 

八、被保險人所有之養殖設備、飼料、土地、池水、或其他任何養殖生產器材。 

九、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或融資費用及其利息之損失。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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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保險契約生效前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

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付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三、 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一條 賠付金額之計算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事故時，按下列方式計算賠付金額，但本公司之最高賠付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並適用自負額之約定。 

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事故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為賠付者，此項賠付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

賠付金額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賠付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賠付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  

第十二條 保險金額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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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整保險金額，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加收或退還調整保險金額期間之保險費。但本公司退還保險費以本

保險契約訂定時所載保險費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保險契約於汛期及颱風期間不接受保險金額異動，倘須調整保險金額，要保人應於4月10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

力。 

第十三條 保險效力之中斷 

被保險人養殖地區於保險期間內有養殖中斷、空池、清池或全部養殖水產捕撈離池等情事時，要保人應於前述事實發生五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同意保險金額歸零期間，依照實際天數按日數比例退還保險費。前述書面通知須載明養殖中斷、空池、清池或全部養殖水產捕撈離池日期

和預訂再恢復養殖日期及保險金額等。 

要保人未依前項通知者，本公司自知悉之日起，按短期費率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四條 替代氣象觀測站 

約定氣象觀測站發生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時，本公司同意以東港氣象站 C0R640、林邊氣象站 C0R530 及佳冬氣象站 C0R540 發佈之連續二日曆日

（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第一項所述之任一氣象站發生無法提供累計降水量時，依據中央氣象局證實後，應捨去該氣象站累計降水量，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站發佈

之正確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第一項任二氣象站無法提供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時，本公司同意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佳冬氣象觀測站之連

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作為賠付依據。 

第十五條 保險利益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益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移轉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當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繼續承保，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

移轉時失其效力。失效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六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表一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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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降雨量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累積降雨量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500毫米 1.25% 630毫米 28.75% 

510毫米 2.50% 640毫米 32.25% 

520毫米 3.75% 650毫米 35.75% 

530毫米 5.00% 660毫米 40.00% 

540毫米 6.25% 670毫米 47.50% 

550毫米 7.50% 680毫米 55.00% 

560毫米 8.75% 690毫米 62.50% 

570毫米 10.00% 700毫米 70.00% 

580毫米 11.25% 710毫米 77.50% 

590毫米 14.75% 720毫米 85.00% 

600毫米 18.25% 730毫米 92.50% 

610毫米 21.75% 740毫米 100.00% 

620毫米 25.25%   

註：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 

臺灣產物高雄地區降水

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高雄市政府、或其委託機構確認有養殖水產事實，並且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養殖地區之養殖業者；要

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 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要保書所載養殖地區之養殖水產。 

三、 養殖水產：係指本保險契約要保書所載養殖之水產名稱。 

四、 養殖地區：係係指高雄市永安區、彌陀區、岡山區、路竹區、阿蓮區、湖內區、茄萣區及梓官區等八個地區，並且以陸上養殖區為限。 

五、 約定氣象觀測站：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市永安氣象站 C0V620。 

六、 替代氣象觀測站：係指本保險契約約定氣象觀測站外，另行約定其他作為雨量資料依據之氣象觀測站。 

七、 累積降雨量：係指連續48小時累計降水量。 

八、 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係指連續48小時累計降水量達500毫米。 

九、 自負額：係指累積降雨量未達520毫米，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累積降雨量達520毫米，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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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付金額。 

十、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最高以百分之百為限。 

十一、汛期及颱風期間：係指每年自五月一日零時起至十一月三十日二十四時止，若有任何調整，本公司應於調整前十日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約定氣象觀測站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並符合自負額之約定，本公司依

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害。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 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 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害。 

六、 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氣象觀測站或替代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賠付責任。 

七、 非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養殖水產。 

八、 被保險人所有之養殖設備、飼料、土地、池水、或其他任何養殖生產器材。 

九、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或融資費用及其利息之損失。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保險契約生效前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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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付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三、 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一條 賠付金額之計算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事故時，按下列方式計算賠付金額，但本公司之最高賠付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並適用自負額之約定。 

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事故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為賠付者，此項賠付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

賠付金額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賠付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賠付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  

第十二條 保險金額之調整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整保險金額，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加收或退還調整保險金額期間之保險費。但本公司退還保險費以本

保險契約訂定時所載保險費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保險契約於汛期及颱風期間不接受保險金額異動，倘須調整保險金額，要保人應於4月20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

力。 

第十三條 保險效力之中斷 

被保險人養殖地區於保險期間內有養殖中斷、空池、清池或全部養殖水產捕撈離池等情事時，要保人應於前述事實發生五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同意保險金額歸零期間，依照實際天數按日數比例退還保險費。前述書面通知須載明養殖中斷、空池、清池或全部養殖水產捕撈離池日期

和預訂再恢復養殖日期及保險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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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未依前項通知者，本公司自知悉之日起，按短期費率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四條 替代氣象觀測站 

約定氣象觀測站發生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時，本公司同意以彌陀氣象站 C0V650累積降雨量為賠付依據。 

倘第一項所述之氣象站發生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時，依據中央氣象局證實後，應捨去該氣象站累積降雨量，本公司同意以路竹氣象站 C0V750、

岡山氣象站 C0V660 及梓官氣象站 C0V610 發佈之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第二項所述之任一氣象站發生無法提供累計降水量時，依據中央氣象局證實後，應捨去該氣象站累計降水量，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站發佈

之正確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第十五條 保險利益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益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移轉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當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繼續承保，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

移轉時失其效力。失效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六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表一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累積降雨量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累積降雨量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520毫米 1.00% 680毫米 29.09% 

530毫米 2.00% 690毫米 31.82% 

540毫米 3.00% 700毫米 34.55% 

550毫米 4.00% 710毫米 37.27% 

560毫米 5.00% 720毫米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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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毫米 6.00% 730毫米 46.00% 

580毫米 7.00% 740毫米 52.00% 

590毫米 8.00% 750毫米 58.00% 

600毫米 9.00% 760毫米 64.00% 

610毫米 10.00% 770毫米 70.00% 

620毫米 12.73% 780毫米 76.00% 

630毫米 15.45% 790毫米 82.00% 

640毫米 18.18% 800毫米 88.00% 

650毫米 20.91% 810毫米 94.00% 

660毫米 23.64% 820毫米 100.00% 

670毫米 26.36%   

註：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 

臺灣產物屏東內陸地區

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

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屏東縣政府、或其委託機構確認有養殖水產事實，並且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養殖地區之養殖業者；要

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 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要保書所載養殖地區之養殖水產。 

三、 養殖水產：係指本保險契約要保書所載養殖之水產名稱。 

四、 養殖地區：係指屏北地區及屏中地區，並且以陸上養殖區為限。屏北地區為屏東縣里港鄉、九如鄉、高樹鄉、鹽埔鄉、長治鄉等五個地區；

屏中地區為屏東縣屏東市、麟洛鄉、萬丹鄉、萬巒鄉、潮州鎮、新埤鄉、新園鄉、南州鄉、崁頂鄉等九個地區。 

五、 約定氣象觀測站： 

（一）屏北地區 

1.里港鄉、九如鄉：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里港氣象站 C0R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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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樹鄉、鹽埔鄉、長治鄉：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鹽埔新圍氣象站 C0R160。 

（二）屏中地區 

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潮州氣象站 C0R220。 

六、 替代氣象觀測站：係指本保險契約約定氣象觀測站外，另行約定其他作為雨量資料依據之氣象觀測站。 

七、 累積降雨量：係指連續48小時累計降水量。 

八、 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係指連續48小時累計降水量達500毫米。 

九、 自負額：係指累積降雨量未達520毫米，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累積降雨量達520毫米，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計算

賠付金額。 

十、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係指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一或附表二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最高以

百分之百為限。  

十一、汛期及颱風期間：係指每年自五月一日零時起至十一月三十日二十四時止，若有任何調整，本公司應於調整前十日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約定氣象觀測站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並符合自負額之約定，本公司依

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害。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

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害。 

六、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氣象觀測站或替代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賠付責任。 

七、非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養殖水產。 

八、被保險人所有之養殖設備、飼料、土地、池水、或其他任何養殖生產器材。 

九、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或融資費用及其利息之損失。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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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保險契約生效前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

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付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三、 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一條 賠付金額之計算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事故時，按下列方式計算賠付金額，但本公司之最高賠付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並適用自負額之約定。 

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事故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為賠付者，此項賠付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

賠付金額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賠付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賠付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一或附表二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 

第十二條 保險金額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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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整保險金額，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加收或退還調整保險金額期間之保險費。但本公司退還保險費以本

保險契約訂定時所載保險費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保險契約於汛期及颱風期間不接受保險金額異動，倘須調整保險金額，要保人應於4月10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

力。 

第十三條 保險效力之中斷 

被保險人養殖地區於保險期間內有養殖中斷、空池、清池或全部養殖水產捕撈離池等情事時，要保人應於前述事實發生五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同意保險金額歸零期間，依照實際天數按日數比例退還保險費。前述書面通知須載明養殖中斷、空池、清池或全部養殖水產捕撈離池日期

和預訂再恢復養殖日期及保險金額等。 

要保人未依前項通知者，本公司自知悉之日起，按短期費率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四條 替代氣象觀測站 

約定氣象觀測站發生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時，本公司同意屏北地區及屏中地區各依以下約定作為賠付依據： 

一、屏北地區 

（一）里港鄉、九如鄉：以鹽埔新圍氣象站 C0R160、九如氣象站 C0R490 及長治氣象站 C0R480 發佈之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

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上述之任一氣象站發生無法提供累計降水量時，依據中央氣象局證實後，應捨去該氣象站累計降水量，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

站發佈之正確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二）高樹鄉、鹽埔鄉、長治鄉：以里港氣象站 C0R590、九如氣象站 C0R490 及長治氣象站 C0R480 發佈之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

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上述之任一氣象站發生無法提供累計降水量時，依據中央氣象局證實後，應捨去該氣象站累計降水量，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

站發佈之正確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二、屏中地區 

以萬丹氣象站 C0R510、新園氣象站 C0R560 佈之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 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上述之任一氣象站發生無法提供累計降水量時，依據中央氣象局證實後，應捨去該氣象站累計降水量，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一氣象站與新

埤氣象站 C0R550 及南州氣象站 C0R580 發佈之正確連續二日曆日（非連續 48小時）累計降水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第十五條 保險利益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益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移轉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當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繼續承保，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

移轉時失其效力。失效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六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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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表一 

屏北地區：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累積 

降雨量 

保險金額 

賠付比例 

累積 

降雨量 

保險金額 

賠付比例 

累積 

降雨量 

保險金額 

賠付比例 

520毫米 1.00% 650毫米 26.00% 780毫米 64.00% 

530毫米 2.00% 660毫米 28.50% 790毫米 67.00% 

540毫米 3.00% 670毫米 31.00% 800毫米 70.00% 

550毫米 4.00% 680毫米 34.00% 810毫米 73.00% 

560毫米 5.00% 690毫米 37.00% 820毫米 76.00% 

570毫米 7.00% 700毫米 40.00% 830毫米 79.00% 

580毫米 9.00% 710毫米 43.00% 840毫米 82.00% 

590毫米 11.00% 720毫米 46.00% 850毫米 85.00% 

600毫米 13.50% 730毫米 49.00% 860毫米 88.00% 

610毫米 16.00% 740毫米 52.00% 870毫米 91.00% 

620毫米 18.50% 750毫米 55.00% 880毫米 94.00% 

630毫米 21.00% 760毫米 58.00% 890毫米 97.00% 

640毫米 23.50% 770毫米 61.00% 900毫米 100.00% 

註：未列示之累積降雨量採內插法計算賠付比例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 

第一章 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項目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項目，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後就下列二種類別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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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銀珠寶損失保險。 

二、金銀珠寶損失保險與其他財產損失保險。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金銀珠寶：指珍珠、翡翠、玉石、鑽石、珠寶、黃金、白銀、白金及前述物品之製品、鐘錶、與其他載於本保險契約或其附表上之貴重物

品。 

二、 營業裝修：指為業務需要，而固定或附著於建築物內外之裝潢修飾;包括戶外固定之招牌。 

三、 動產：指營業處所內之營業生財、機械設備、辦公設備，但不包括機動車輛及其零配件。 

四、 竊盜：指企圖獲取不法利益，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並侵入營業處所內竊取標的物之行為。 

五、 營業處所：指被保險人收藏被保險金銀珠寶之室內場所，包括因營業需要而使用或暫時使用之記載於本保險契約上之相連房舍。 

六、 實際現金價值：指保險標的物在當時當地之實際現金價值，即以重置或重建所需之金額扣除折舊之餘額。 

七、 保險櫃：係指置存於建築物內固定處所存放貴重物品之厚重鋼鐵製鐵櫃，但不包括手提式保管箱，及文書鐵櫃。 

八、 保險庫：係指建築於建築物內存放貴重物品之庫房。 

九、 原始進貨成本：係指被保險人購入被保險金銀珠寶當時之價格。 

第四條 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不論直接或間接由於下列危險事故，或因其引起之火災或其延燒或爆炸所致之損失： 

(一) 地震、海嘯、地層滑動或下陷、山崩、地質鬆動、土石流、沙及土壤流失。 

(二) 颱風、暴風、旋風或龍捲風。 

(三) 洪水、河川、水道、湖泊之高漲氾濫或水庫、水壩、堤岸之崩潰氾濫。 

(四) 冰雹。 

二、 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恐怖主義者之破壞行為或任何政府當局強制行為所致

者。 

三、 直接或間接因原子能所致者。 

四、 各種放射線之幅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五、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之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六、 文稿、圖樣、圖畫、圖案、模型、書畫、陶瓷器、銅器、雕刻品或其他骨董、藝術品。 

七、 貨幣、股票、債券、郵票、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 

八、 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 

九、 由於烹飪或使用火爐、壁爐或香爐正常使用產生之煙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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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但因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導致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者，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或約定期限內，向本公司交付保險費。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予收據為憑。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者，本保險契約

自始不生效力。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契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保險契約，終止前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之規定計收。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但需於終止前十五日以書面送達要保人之營業處所，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退還被保險人。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內容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保全系統之變更及撤除 

非經事前通知本公司，並重新核算保險費者，被保險人不得撤除或變更本保險單或要保書上所載之保全防護系統與警衛之配置。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保險契約自違反時起自動終止。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之規定退還被保險人。 

第十條 保險事故發生後之處理 

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危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發生竊盜、搶奪或強盜致有損失時，應儘速通知警察機關或治安單位，說明損失情形，並應盡一切合理措施以防止損失之擴大。 

二、 應於知悉損失後儘速通知本公司，並於五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三、 保留事故現場，隨時接受並協助本公司指派之理賠人員或公證人員前往勘查鑑定。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第一、二款之規定時，對於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一條 理賠計算基礎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保險契約之承保與理賠基礎如下： 

一、 第二十四條承保之金銀珠寶以原始進貨成本為準。 

二、 第三十一條承保之營業裝修及動產以實際現金價值為準。 

第十二條 套組物品之理賠 

任何一套或一組保險標的物遇有部份損失時，應視該損失部份對於該標的物在使用上之重要性與價值之比例，合理估算損失金額，被保險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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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損失視為全損要求理賠。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以下之文件或證物：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警方報案證明。 

三、 出險後之盤點清單。（應儘可能詳載受損失金銀珠寶之等級、成色、重量、式樣、成本單價、數量等資料，以下皆同） 

四、 要求理賠之損失清單。除另有特別約定外，不得計入任何費用與利益。 

五、 被保險金銀珠寶之買進、賣出、進出貨簿冊或收據等交易記錄。 

六、 被保險金銀珠寶之盤點記錄。 

七、 保全服務契約書（視案情而定）。 

八、 其他因案情需要而必須具備之證明文件。 

第十四條 不足額保險與超額保險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低於保險標的物之價值時，本公司仍按實際損失金額賠付保險金。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高於保險標的物之價值時，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僅於該價值之限度內有效。 

第十五條 尋找期間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竊盜、搶奪、強盜致生損失時，自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之日起逾三十日後仍未尋獲者，本公司始負賠償之責。 

第十六條 保險人之代位權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本公司就保險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以全損賠付被保險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及其有關之權益予本公司。 

第十七條 保險標的物尋回時之處理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竊盜、搶奪、強盜致有損失，經本公司賠付後尋獲者，被保險人經本公司書面通知後得於七日內領回保險標的物並退還本公司

已付之保險金。 

第十八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第十九條 其他保險 

被保險標的物若有其他之保險契約同時承保，且各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總和超過標的物之價值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各保險契約

保險金額總和之比例，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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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一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訂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章 金銀珠寶損失保險 

第二十四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所擁有或受託之金銀珠寶（以下簡稱為被保險金銀珠寶），在營業處所內收藏、或在展覽陳列期間、或在運送途中因意外事故

所致之損失，除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不保事項外，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五條 金銀珠寶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事項（一） 

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下列人員之詐欺、竊盜、侵佔、或其他不誠實行為所致者： 

(一) 被保險人及其家屬。 

(二)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代理人、經銷商或被保險人委託運送或保管之人、或委託其修理或加工之人。 

二、 因加工或修理被保險金銀珠寶不當所致者。 

三、 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之短少、或其他無法解釋損失發生原因之事故所致者。 

四、 因穿戴或使用不當或不慎所致者。 

五、 因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以音速或超音速飛行引起之音爆所致者。 

六、 任何人非因託修或託售而委託被保險人僅為保管之金銀珠寶。 

七、 被保險人未保留所有購買、銷售、其他交易行為或受託與寄託之記錄，致不能證明其損失與金額者。 

八、 於非營業時間內，被保險人未啟動保全防護系統及防盜警鈴，或未將防盜警鈴連線於保單所載之處所者。 

九、 於非營業時間內，被保險人未將保全防護系統、保險櫃與保險庫之鑰匙與複製鑰匙攜離本保險單所載之營業處所者；但被保險人居住於營

業處所內者，不在此限。 

十、 被保險人未能與保全系統之製造廠商或裝設廠商簽訂維修契約，以保持其正常運作之功能者。 

第二十六條 金銀珠寶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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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除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於非營業時間，未將裝置於保險櫃或保險庫之定時器設定於不能開啟狀態者。 

二、 被保險人於開店時將被保險金銀珠寶自保險櫃（庫）移出及關店時將被保險金銀珠寶移入保險櫃（庫）時，未將全部向外門戶關閉上鎖；

並且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外，尚有其他第三人留置店內者。 

三、 被保險金銀珠寶攜出營業處所時，未由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兩人以上（含）親自運送或保管該被保險金銀珠寶者。 

四、 被保險人以郵寄方式運送被保險金銀珠寶所致者。 

第二十七條 非置存於保險櫃（庫）金銀珠寶保險金額限制 

非營業時間內，未置存於保險櫃（庫）之被保險金銀珠寶之總價值，以及任一單件被保險金銀珠寶之價值，不得超過保單所載約定之金額。保險

人對於超過該約訂金額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八條 陳列於街道展售櫥窗之金銀珠寶保險金額限制 

保險人對於置放陳列於面向街道櫥窗之被保險金銀珠寶，因竊盜、搶奪所致之損失，以保單所載約定之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九條 竊盜搶奪損失保險金額限制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金銀珠寶因遭受竊盜、搶奪所致之損失，以保單所載約定之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三十條 受託金銀珠寶保險金額限制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委託被保險人銷售或修理之被保險金銀珠寶，因承保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以保單所載約定之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第三章 其他財產損失保險 

第三十一條 承保範圍 

經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並載明保險單，本公司對於營業處所之營業裝修及其內之動產（不含前項所承保之金銀珠寶），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或

滅失，負賠償之責： 

一、 火災、閃電、雷擊。 

二、 爆炸。 

三、 竊盜、搶奪、強盜及前述行為之未遂行為。 

四、 非被保險人機動車輛碰撞。 

五、 消防裝置或水管意外滲漏或噴灑、及水塔倒塌崩潰。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地震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地震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地震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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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係指經中央氣象局監測並紀錄之自然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不論直接或間接因地震引起洪水或海潮高漲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金額為限，並仍受主保險契約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重置成本附加條款 

第一條 理賠計算基礎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重置成本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之營業裝修及動產（若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之承保與理賠基礎，約定以

重置成本為準，並仍受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限制。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致有損失時，被保險人應儘速加以妥善修復、重置或置換，本公司始得依照本附加條款負給付保險

金之責；若被保險人不願或不能修復、重建或置換受損之保險標的物，本附加條款不予適用，而改以實際現金價值作為承保與理賠基礎。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遭受損害，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且經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人。 

三、重置成本：係指修復、重建或置換與該保險標的物，同一地點之建築物或裝修，或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成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展覽會場附加條款

(含運送途中)(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條

款（含運送途中）（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展覽會場展覽或

本保險契約所載因展覽之暫存處所，或往返該展覽會場或暫存處所途中，因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展覽期間內，除動態展覽或應客戶要求查驗被保險金銀珠寶外，未置存於上鎖之展示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展覽期間，展覽會場內未有二人（含）以上看管被保險金銀珠寶所發生之損失。前述看管人員或人數若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三、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非展覽期間未置存於上鎖之保管箱、保險櫃或金庫所發生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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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運送全程未有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人員及人數親自隨身運送所發生之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金額為限，並仍受主保險契約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展覽會場附加條款

(含運送途中)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條

款（含運送途中）（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展覽會場展覽或本保

險契約所載因展覽之暫存處所，或往返該展覽會場或暫存處所途中，因發生竊盜、搶奪、強盜、火災、閃電、爆炸或第三人惡意破壞所致之損失，

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展覽期間內，除動態展覽或應客戶要求查驗被保險金銀珠寶外，未置存於上鎖之展示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展覽期間，展覽會場內未有二人（含）以上看管被保險金銀珠寶所發生之損失。前述看管人員或人數若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三、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非展覽期間未置存於上鎖之保管箱、保險櫃或金庫所發生之損失。 

四、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運送全程未有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人員及人數親自隨身運送所發生之損失。 

第三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金額為限，並仍受主保險契約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寄送金銀珠寶附加條

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寄送金銀珠寶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以雙掛號、郵局快捷、快遞、貨運或經本公司同意之運送方式寄與國內外收件人之被保險

金銀珠寶所受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金銀珠寶，每一郵件保險金額詳如本保險單所載之金額。本附加條款所規範之給付金額仍受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

險金額限制。 

第三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須以雙掛號、郵局快捷、快遞、貨運或經本公司同意之運送方式寄送該金銀珠寶，否則本公司得不負理賠責任；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

須提供以雙掛號或其他寄送方式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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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散鑽或裸石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別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散鑽或裸石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增列下列規定(詳細內容依英文敘述為準)： 

任何一件散鑽或裸石價值超過美金       ，須有(i)重量 (ii) GIA 鐳射刻字認證 (iii)高倍放大鏡檢測 (iv)Smart-i’鑽石安全系統，且經由

第三方進行認定。 

理賠金額的計算基礎以原始進貨成本為準。 

Any single item of the insured interest where the sum insured is excess of USD and which is defined as a loose diamond or stone 

shall be (i) weighed, or (ii) verified by GIA Laser Inscription Registry, or (iii) examined by Loupe, or (iv) examined by ‘Smart-i’ 

Diamond Security System immediately following each and every showing to, or inspection by a third party. 

the basis of settlement is based on purchase cost as per provision of policy wording.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對外寄託金銀珠寶附

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對外寄託金銀珠

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委由他人銷售或加工修理中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所受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對於前條被保險金銀珠寶的保險金額：詳如保險單所載。 

第三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委由他人於營業處所外加工修理或銷售被保險金銀珠寶者，應向該他人取得寄託憑單，被保險人違反此項規定時，對於此項金銀珠寶之

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保險期間最高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所規範之給付金額仍受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均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規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颱風及洪水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颱風及洪水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颱風或洪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

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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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用詞定義如下： 

一、颱風：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二、洪水：係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水道之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壩、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迅

速淹沒之現象。 

第三條 不保事項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不論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或洪水引起地層滑動或下陷、山崩、地質鬆動、沙及土壤流失(包括土

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金額為限，並仍受主保險契約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罷工、暴動、民眾騷

擾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罷工、暴動或民

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

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論是否與勞方之罷工或資方之歇業有關）。 

二、治安當局為鎮壓前項擾亂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三、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四、治安當局為防止前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 

二、由於全部或部份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損失。 

三、由於政府或任何地方機構之徵收、充公所致之損失，或因封鎖或海關管制而遭受損失。 

四、由於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非法佔用所致之損失。 

五、由於核子武器或其物料，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六、任何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 

所謂恐怖主義（Terrorism）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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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八、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類似之情形（不論宣戰與否）、內戰、謀反、革命、叛亂或因叛亂軍事力或謀反事件致之群眾騷擾。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親自運送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約定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親自運送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被保險金銀珠寶攜出營業處所時，運送或保管條件如下： 

對於由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親自運送或保管被保險金銀珠寶金額在新台幣 元（含）以內，且在運送途中運送人員   名（含）以上負責運

送時所發生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金銀珠寶被攜入飯店、旅館（社）外宿時，應由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看守之。被保險人違反上述義務，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攜出外借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攜出外借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對外借出期間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時，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詳如本保險單所載之金額。本附加條款所規範之給付金額仍受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金銀珠寶之保險金額限制。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承保現金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承保現金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存放於營業處所之現金、外幣、支票、本票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在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接受任何被證明係偽造、變造、仿冒、或不論其他原因而無效之貨幣所致損失。 

二、因被保險人接受任何支票、信用卡或可轉讓票據而被拒絕兌現所致之損失。 

三、任何其他形式且不論任何原因而無效或無法收回之給付。 

第三條 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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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約定應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者，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臺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賠償金額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

限。 

第四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之每一意外事故自負額約定為   ，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

款 

第一條 特別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增列下列規定: 

1.本保險採實損實賠基礎(First Loss Basis)，不受不足額保險之限制。 

Sum insured and claim payment is based on first loss basis. 

2.附加承保營業處所因搶奪竊盜事故所致之保險櫃或金庫毀損滅失，最高      元為限。 

Extend to cover safe and vault damage following burglary. 

3.附加承保營業處所因搶奪竊盜所致之營業裝修毀損滅失，最高   元為限。 

Extend to cover window and door damage following burglary. 

4.Extend to cover typhoon, flood, earthquake, SRCC and malicious damage.  

(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颱風及洪水附加條款、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地震附加條款內容為準) 

5.Extend to cover the loss of registered post. 

(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寄送金銀珠寶附加條款內容為準) 

6.Extend to cover the loss of transit by employee hand carry locally and overseas. 

(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親自運送附加條款及保單所載內容為準) 

7.本保險包括各營業處所(含    )存放展示。全年各展覽(含國內及海外)及拍賣含運送保險。(保額約定依保單所載內容為準) 

保險櫃資料：                                              

Extend to cover the risk of transportation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exhibition and auction. 

8.承保品項不包括散鑽 (loose diamonds)，如有必要，須先提出申請並得到保險公司同意。 

Subject to Jurassic exhibitions and auctions are jewellery and no loose diamonds. For loose diamonds prior submission and agreement 

from the insurer is required. 

9.不明損失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或順手牽羊、掉包 (sleight of hand)。 

Exclude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from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and “sleight of hand” for exhibitions.  

10.運輸工具無人看管之偷竊除外不保 (unattended vehicle ex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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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t or disappearance of or from road vehicles of every description owned by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and/or their 

servants or agents or representatives when such vehicles are left unattended. 

未符合下列約定事項(詳細內容依英文敘述為準)，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11.各營業處所必須設置警報系統、與警方連線，簽定維護合約、安裝鐵捲門(roller shutter)。 

Burglary alarm to be fitted, connected to policy station, maintained under contract. Roller shutters to be installed on all branches. 

Subject to satisfactory information on Hong Kong office safe to be provided. 

12.國內外之展覽或拍賣會之運送，金額達 NTD 1 億元以上必須聘僱專業運送公司(如下)：        

a.                                            

b.                                            

c.                                            

Subject to insured interest being carried by approved carriers to the event locations for sum insured above NTD100million. Approved 

carriers refer to Brinks or others, to be approved by the insurer. 

13.展出期間，展品不能無人看管，特別是在取出展示櫃展示時。 

Warranted that during event hours, the insured interest shall not be left unattended at any time whilst: 

(i) Outside of any showcase or safe (s) and whilst being shown to a third party. 

(ii) Displayed and/or inspected and/or in any other similar situation. 

14.個人運送條款 (personal conveyance clause)： 

a.貨品必須隨身看管，住家無人看管時，必須放入保險櫃。 

b.運送途中隨時看管，除非依 IATA Regulation 航空運輸規定。 

c.住飯店時，隨時有人看管或放入保險櫃。 

The insured property must not be left unattended by the Insured, their principals, his traveller or agent, employees or agents 

or anyone else to whom the property is entrusted: 

a.In a private dwelling unless left in the custody of a responsible individual. If the premises are unattended, valuables must 

be left in an appropriate locked safe. 

b.In transit the property insured must remain under close personal supervision at all times, except when the insured property may 

not be carried as cabin luggage due to IATA Regulation and travels as accompanied baggage on the same flight. 

c.Whilst on the premises of Hotels or Motels, unless in their immediate personal supervision or whilst; 

(i) kept in personal possession and care of a responsible person; 

(ii) contained in a locked safe and or safe deposit vault. 

15.監視系統保證條款(CCTV warranty clause)：在保險標的所在，須全程有攝影機監控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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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CTV system shall be installed at the secured location where the insured interest is displayed, shown or and/or in any other 

similar situation insured hereunder in the event that (i) the insured interest contains loose diamonds and/or semi-precious stones 

and the sum insured is exceeding USD 2,000,000 and/or (ii) the insured interest comprises of any other type of insured interest 

and the sum insured is exceeding USD 3,000,000 and/or (iii) the insured interest contains any high value item. A high value item 

means any single item of the insured interest defined as loose diamonds and/or precious stones, exceeding a sum insured of USD 

100,000.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

險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第一條 小額賠款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小額賠款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因保險事故發生致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若其損失金額未達新台幣        元及(或)損失件數      件以下

時，本公司依被保險人所出具之下列文件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且不受主保險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不足額保險之限制：  

一、警方報案證明。  

二、理賠申請書。  

三、損失標的物之成本證明。 

四、其他因案情需要而必須具備之證明文件。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

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

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耕種蓮霧之農民；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 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地區種植之蓮霧。 

三、 承保地區：係指屏北地區及屏南地區。屏北地區為屏東縣高樹鄉、鹽埔鄉、內埔鄉、里港鄉、長治鄉、麟洛鄉等六個地區；屏南地區為屏

東縣南州鄉、東港鎮、林邊鄉、佳冬鄉、枋寮鄉、潮州鎮、新埤鄉、崁頂鄉等八個地區。 

四、 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 

（一）颱風風速：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Central Weather Bureau，縮寫：CWB，網址 https://www.cwb.gov.tw）。 

（二）降水量：屏北地區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鹽埔新圍氣象站 C0R160；屏南地區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枋寮氣象站 C0R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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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係指本保險契約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外，另行約定其他單位作為數據資料提供。 

六、 颱風：係指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就臺灣地區發布陸上警報者；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再度發布之陸上颱風警報視為另一次事故。 

七、 颱風路徑：係指依颱風風速之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每 1 個小時發布一次颱風之座標位置，將其間隔 1 小時發布之座標以直線串連而成之

路徑。 

八、 承保區域：係指承保範圍之颱風風速參數保險，屏北地區及屏南地區各依下列約定： 

（一）屏北地區：經緯度座標位置（經度 120.6，緯度 22.75）半徑 60 公里圓範圍內。 

（二）屏南地區：經緯度座標位置（經度 120.5，緯度 22.45）半徑 60 公里圓範圍內。 

九、 颱風風速：係指依颱風風速之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解除臺灣地區陸上颱風警報翌日起算第 7 日所公布颱風期間每 1 個

小時發布一次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 

十、 颱風風速起賠點: 係指依颱風風速之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發布之網站上，所公布之颱風風速大於每秒 24.7公尺者。 

十一、累積降雨量：係指連續 5日累計降水量，即以連續 5日的第 1日零時起算連續 120 小時。 

十二、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係指連續 5日累計降水量超過 450毫米。 

十三、自負額：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係指颱風風速小於或等於每秒 24.7公尺，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颱風風速大於每秒 24.7

公尺，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賠付。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係指連續 5 日累計降水量 450 毫米（含）以下，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連續 5 日累計降水量

超過 450 毫米，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賠付。 

十四、保險金額賠付比例：合計最高以百分之百為限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依實際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詳附表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二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包含下列二款承保範圍： 

一、 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颱風，其颱風路徑經過所約定之承保區域，且颱風風速達到颱風風速起賠點，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

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二、 降水量參數保險 

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所公布之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降雨量起賠點，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

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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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害。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一、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十二、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十三、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十四、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害。 

十五、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或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賠

付責任。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付責任。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保險標的物或其樹體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完全滅失時，本保險契約終止，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如保險標的物或其

樹體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部分損失時，要保人得部分終止本保險契約，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

保險費。 

保險標的物其樹體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毀損或滅失等情事致無法繼續生產時，要保人應於前述事實發生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

約，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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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轉讓、休耕或改種其他農物作物之處理 

保險標的物果園轉讓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通知本公司辦理保險契約之轉讓批改，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繼續承保，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標的物果

園所有權移轉時失其效力，失效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若受讓人不欲繼續投保本保險契約者，本公司依本保險

契約第七條第三項之約定退還保險費。 

保險標的物果園休耕或改種其他農作物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除休耕日或改種其他農作物之日期另有約定外，自通知之書面送達本

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被保險人未為通知者，對於改

種之其他農作物不負賠付之責。 

第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四、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五、 颱風路徑及颱風風速證明文件。 

六、 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七、 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一條 賠付金額之計算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事故時，按下列方式計算賠付金額，但本公司之最高賠付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並適用自負額之約定。 

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事故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為賠付者，此項賠付金額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

賠付金額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賠付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賠付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如下，合計最高以百分之百為限： 

一、 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颱風路徑經過所約定之承保區域，依颱風行徑方向以先發布之颱風風速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惟發布之颱風風速落於所約定之承保區域內，

則以該颱風風速與前一次公布之颱風風速取高者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詳附表一。 

二、 降水量參數保險 

以累積降雨量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惟承保事故於連續 15 日內發生二次以上時，則取最高累積降雨量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保險金額賠付

比例詳附表二。 

第十二條 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 

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無法提供資料時，本公司同意約定下列單位提供之數據資料作為賠付依據：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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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縮寫：JMA，網址 https://www.jma.go.jp)公布之颱風近中心十分鐘平均風速，惟須將其公

布之風速換算與附表一相同之颱風風速單位。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  

（一）屏北地區： 

以長治氣象站 C0R480 發布之累積降雨量作為賠付依據。 

倘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證實上述氣象站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數據時，本公司同意以高樹氣象站 C0R470 及龍泉氣象站 C1R630 發布之

累積降雨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二）屏南地區：  

以東港氣象站 C0R640、林邊氣象站 C0R530 及佳冬氣象站 C0R540 發布之累積降雨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證實上述之任一氣象站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數據時，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站發布之累積降雨量平均值作

為賠付依據。 

第十三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表一 

颱風風速參數保險：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颱風風速 
保險金額 

賠付比例 

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24.7(m/s) 0% 

24.7(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28.6(m/s)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E%E5%A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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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32.5(m/s) 4% 

32.5(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36.7(m/s) 6% 

36.7(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41.4(m/s) 10% 

41.4(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46.1(m/s) 15% 

46.1(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51.1(m/s) 20% 

51.1(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55.8(m/s) 25% 

55.8(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61.2(m/s) 70% 

61.2(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 100% 

 

附表二 

降水量參數保險：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累積降雨量 屏北地區 屏南地區 

450毫米(含)以下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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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毫米~600毫米(含) 1.5% 3% 

600毫米~800毫米(含) 2.5% 6% 

800毫米~1,000 毫米(含) 5% 12% 

1,000 毫米~1,200 毫米(含) 15% 18% 

超過 1,200 毫米 25% 25%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

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

保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屏東地

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 12月 1 日起至翌年 3月 31日止，因保險標的物發生約定數據

資料提供者所公布之溫度達本附加保險所約定之溫度起賠點，本公司依本附加保險第四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

負賠付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用詞定義如下： 

一、 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屏北地區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鹽埔新圍氣象站 C0R160；屏南地區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屏東縣枋寮氣象站

C0R660。 

二、 溫度：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CODiS)發布之日報表資料，取最低氣溫為依據。 

三、 溫度起賠點：  

（一）屏北地區：係指氣溫等於或低於攝氏10度。 

（二）屏南地區：係指氣溫等於或低於攝氏10.5度。 

四、 自負額：  

（一）屏北地區： 係指氣溫高於攝氏10度，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氣溫等於或低於攝氏10度，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付比

例賠付。 

（二）屏南地區： 係指氣溫高於攝氏10.5度，本公司不予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氣溫等於或低於攝氏10.5度，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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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比例賠付。 

五、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係指依實際氣溫依承保地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 

第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溫度證明文件。 

三、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四條 賠付金額之計算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事故時，按下列方式計算賠付金額，並適用自負額之約定。 

本附加保險之保險期間內倘發生多次承保事故，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之累積賠付金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 25%為限。 

賠付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賠付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如下： 

一、 屏北地區：實際氣溫等於或低於攝氏 10 度，保險金額賠付比例為 1.25%。 

二、 屏南地區：實際氣溫等於或低於攝氏 10.5度，保險金額賠付比例為 1.5%。 

第五條 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 

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無法提供資料時，本公司同意約定下列單位提供之數據資料作為賠付依據： 

一、 屏北地區： 

以長治氣象站 C0R480 發布之氣溫作為賠付依據。 

倘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證實上述氣象站無法提供氣溫數據時，本公司同意以高樹氣象站 C0R470 及麟洛氣象站 C0R570 發布之氣溫平均值作

為賠付依據。 

二、 屏南地區：  

以東港氣象站 C0R640、林邊氣象站 C0R530 及佳冬氣象站 C0R540 發布之氣溫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證實上述之任一氣象站無法提供氣溫數據時，本公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站發布之氣溫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 灣 產 物 Cyber 

Insurance 

Operation of cover 

For first party cover the insured event must be first discovered by you and reported to u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reported 

during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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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third party claim must first be made against you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reported to u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Any data breach or cyber incident occurring on the computer systems of a service provider in connection with services they provide 

to you will, unless otherwise excluded, be covered as if they occurred on your computer systems. 

Any insured events arising from the same original cause will be deemed to be one insured event, discovered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of the ser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excess or limit of liability.  

What is covered 

Subject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exces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A. First party cover 

1. Data breach response. We will pay on your behalf any reasonable and/ or necessary costs resulting from an actual or suspected 

data breach: 

a. for an expert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to you on the data breach; 

b. to comply with your respective data protection laws (such as notifying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or data subjects); 

c. to purchase credit and identity theft monitoring services for the benefit of data subjects affected by a data breach,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d. for an expert to manage and protect your reputation until the end of the reputational protection period after the data breach; 

and 

e. fo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to respond to or defend action taken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itigation costs you pay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which will not be unreasonably withheld). 

We will also reimburse you for any legally insurable administrative fines and penalties imposed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data breach. 

2. Restoration. We will pay on your behalf any reasonable and/ or necessary costs to restore your data and software after a cyber 

incident, to the closest possible condition in which they were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a breach.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itigation costs you pay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which will not be unreasonably withheld). 

3. Business interruption. We will pay you for your reduction of net profit during the interrupted period which has been directly 

caused by a cyber incident. 

4. Cyber extor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ransom you pay (where legally permissible and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and any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costs to resolve cyber extortion. If so requested by us, you must notify any relevant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of the cyber extortion.  

5. Cyber-crime.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oney illegally taken from you as a direct result of cyber-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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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CI-DSS.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onetary fines and penalties levied against you by a Payment Card Brand due to your 

breach of PCI-DSS which is directly caused by a cyber incident. If required by a Payment Card Brand, we will also pay on your behalf 

any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costs for: 

a. a PCI Forensic Investigator to investigate a suspected PCI-DSS breach, 

b. PCI-DSS recertification, or 

c. reissuing any credit, debit or pre-funded cards due to your breach of PCI-DSS, directly caused by a cyber incident. 

B. Third party claims 

1.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liability. We will reimburse any sums you are under a legal liability to pay arising from a third 

party claim or a claim against you by an employee for a data breach relating t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r personal data of a 

third party, or for infringement of your respective data protection laws and you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our consent. 

2. Network security liability. We will reimburse any sums you are under a legal liability to pay if a third party claim is made 

for a data breach, theft of data or a DoS attack on a third party’s computer systems, which is directly caused by a malicious 

act or malware on your computer systems that you failed to prevent and you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our consent. 

3. Media liability. We will reimburse any sums you are under a legal liability to pay arising from a third party claim for: 

a. defamation, 

b. breach of copyright, title, slogan, trademark, trade name, service mark, service name or domain name, or 

c. breach or interference of privacy rights,  

resulting from your online media activities and you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our consent. 

What is not covered  

We will not cover any claim by you under this polic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following: 

1. insured events occurring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2. any third party claim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or any terri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uerto Rico, American Samoa,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Guam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3. failure, interruption, degradation or outage of infrastructure of a third party or service provider that is not under your 

control (including communications, internet service, satellite, cable, electricity, gas, water or other utility providers), save 

that this does not apply to your service providers; 

4. terrorism; 

5. strike, riot or civil commotion; 

6. war, including any state of hostile conflict (whether declared or not) that is carried on by force of arms and/or violence 

to resolve a matter of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 or nations, including acts of war such as invasion, insurrect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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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ilitary coup; 

7. discharg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release or escape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contaminants or pollutants; 

8. seizure, confiscation, demand,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system, due to the action, requirement or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regulator, court or other body acting within its lawful authority; 

9. use of illegal or unlicenced software; 

10. fault, defect, error or omission in design, plan or specification of your computer systems making them unfit for purpose; 

11. your conduct which is malicious, dishonest, deliberate or reckless; 

12. loss of or damage to tangible property and any consequential losses, including the loss of use of tangible property; 

13. if we are prohibited from paying, insuring and/or providing any benefit to you by any legal or regulatory sanction,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14. where you have failed to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co-operate with, or prevent the imposition of an order, instruction or directive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 insured event; 

15. fines, punitive damages or penalties of whatever nature (save that this will not apply to section A.1 – Data breach response 

or section A.6 – PCI-DSS); 

16. investment or trading loss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inability to sell, transfer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securities; 

17. scheduled downtime, planned outages or idle period of computer systems or parts of computer systems; 

18. failure by you or a service provider to make a payment due or renew or extend any lease, contract, licence, or order to supply 

goods or services; 

19. bodily injury, psychological harm (save for distress) , trauma, illness or death; 

20. theft, breach or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ch as patents, trademarks, copyrights). Save in the case of patents,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B.1 –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liability or B.3 – media liability; 

21. third party claims made by or on behalf of: any legal entity with effective control over you; any of your subsidiaries; any 

legal entity over which you or your subsidiaries have effective control; any person holding a majority shareholding interest over 

you; any legal entity in which you have a financial interest, irrespective of amount; or any partnership or joint-venture to which 

you are a party; 

22. services that a service provider has subcontracted to a third party; 

23. human error of a service provider; 

24. contractual liability which exceeds liability which would otherwise arise; 

25. inaccurate, inadequate or incomplete description of any goods or services or their price; 

26. ex gratia or discretionary settlements or gestures of goodwill for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discounts, service credits, r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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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reductions, coupons, prizes, awards or other contractual or non-contractual incentives, promotions or inducements; 

27. publication on any website where content can be published without registration, or any website or content that is not directly 

controlled by you; 

28. failure to remove website or webpage data controlled by you after receiving a complaint or request from a third party; 

29. insured events discovered by you or that should reasonably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you before the policy period; 

30. negligent advice,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mula or other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How to make a claim 

1. Reporting. You must report as soon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 to us any third party claim or circumstance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third party claim. 

b. to the incident response provider and us any actual or suspected data breach, cyber incident, cyber extortion or cyber-crime 

which may give rise to payment under this policy. 

Any circumstance of which you become aware and report to u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hich results 

in a third party claim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ported and the third party claim mad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Your obligations. You must: 

a. provide to us evidence demonstrat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scribe the likely consequences of any insured event; 

b. take all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measures to minimise the duration and effect of any insured event; 

c. do and permit to be done all such things as may be practicable to establish the cause and extent of the insured event; 

d. preserve any hardware, software and data and make these available to us or the incident response provider; 

e. comply with any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us or the incident response provider. 

3. Claims against you. You must not,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admit liability for, pay, settle or prejudice any third 

party claim. You must assist us in investigating, defending and settling the third party claim, and assist any lawyer or other 

expert we appoint on your behalf to defend the third party claim. You must pay the excess to any third party we require to comply 

with any settlement. 

4. Co-operation. If we request, you must, at our expense: 

a. co-operate with and assist us when required including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securing the co-operation and attendance in 

court of witnesses employed by you; 

b. enforce any legal rights you or we may have against any third party who may be liable to you for a cyber incident, including 

giving us authority to bring court proceedings in your name against a third party and to settle those proceedings; 

c. execute any documents that we require to secure our rights under this policy. 

Gener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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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ur liability.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excess applicable to each and every insured event or third party claim. Our liability 

will be subject to the limit of liability for each and every insured event or third party claim and the aggregate limit of liability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f we have directly indemnified any third party, you must immediately reimburse us for the amount of 

the applicable excess. 

2. Payment by more than one section. Any cover affecting more than one section of cover will be subject to the highest applicable 

excess and if applicable the waiting period for section A.3 – business interruption. 

3. Inspection and audit. We, any experts or representatives may inspect and/or audit you, your premises, records, computer systems 

or computer network and/or – as far as possible – that of any service provider, at any reasonable time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within one year of expiry or cancellation of this policy. You must provide all relevant details and information that 

we may require. 

4. Subrogation. If any payment is made under this policy, we will be subrogated to the extent of such payment up to all your 

rights of recovery from any third party. You must do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secure and must not prejudice such rights. Any monies 

recovered will be applied first to any costs and expenses made to obtain the recovery, second to any payments made by us, and third 

to any other payments made by you. 

5.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You must notify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of any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of which you 

become aware or ought reasonably to be awar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acquisition by or of you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insured event resulting from any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unless we have agreed to that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and received adequate additional premium (if we require). 

6. Other Insurance. We will not pay any claim if you are covered for that claim by another insurance policy. You must not insure 

the excess. 

7. Cancellation. If you and we agree to cancel this policy, we will repay a proportion of the premium for the remaining policy 

period, unless you have reported a claim in which event no premium will be repaid. 

8. Premium payment. You must pay the premium to us within sixty 60 days of the start of the policy period otherwise we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giving you 14 days’ written notice. If the policy is cancelled by us pursuant to this clause you must pay a proportion 

of the premium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start of the policy period until expiry of the notice period, unless you have reported any 

claim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notice period in which case the full premium shall be due and payable. 

9. Confidentiality. You must not disclose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licy save to your senior management or professional advisers 

or where under a legal obligation to do so unless we have given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We may not pay a claim under section 

A.4 – cyber extortion or may cancel your cover under that section immediately from the date of disclosure. But this limitation 

will not apply to disclose required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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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otices. Notices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ent by e-mail, registered post or hand to the addresse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or 

any other agreed addresses. You may give notice by telephone but must send a written notice as soon as practical afterwards. 

11. Assignment. You must not assign any legal rights or interests in this policy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12. Variations. Variations to this policy must be agreed by the parties in writing. 

13. Laws or regulations.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policy conflicts with the laws or regulations of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is 

policy applies, this policy must be varied by the parties to comply with such laws or regulations. 

14. Severability. Any unenforceable provision of this policy will not affect any other provisions and, if practicable, will be 

replaced with an enforceable provision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intent as that unenforceable provision. 

15. Third party rights. No third party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is policy shall have any right to enforce any part of this policy. 

16. Law and jurisdiction. This policy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The courts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will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for any dispute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by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17. Dispute resolution. Any dispute will be referred to mediation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ny dispute that cannot be settled 

by mediation wi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Definitions 

1. Additional premium means the amount payable by you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the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2. Aggregate limit of liability means the amount stated in the schedule which shall be the maximum amount payable by us under 

this policy whether in respect of first party cover of third party claims or payment of any expenses including any payment made 

by us to the incident response provider. 

3. Automatic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means the extension to the policy period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4. Computer network means one or more computer systems which are connected or otherwise able to exchange data. 

5. Computer systems mean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s (such as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software, 

or electronic media)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ccessing, processing, protecting, monitoring, storing, retrieving, 

displaying or transmitting data. 

6.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eans any form of commercially sensitive business and/or trade secret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whether 

or not marked ‘confidential.’ 

7. Cyber-crime means theft of money from you as a direct result of a third party’s unauthorised electronic transfer from your 

bank account or alteration of data on your computer systems where you are unable to recover such sums. 

8. Cyber extortion means any credible threat by a third party to cause an insured event unless a ransom is paid or any demand 

for ransom by a third party to end a cyber incident caused by that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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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yber incident means malicious act, malware, human error, DoS attack, theft of data, having an impact on your computer system 

or the computer system of a service provider or a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the same. 

10. Data means any digital informa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way it is used or displayed (such as text, figures, images, video 

or software) stored outside the random access memory. 

11. Data breach means a breach of security leading to the accidental or unlawful destruction, loss, alteration, unauthorised 

disclosure of, or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stored or otherwise processed on your computer 

systems or the computer system of a service provider. 

12. Data subject means any 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 natural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personal data. 

13. DoS attack means any malicious act causing total or partial deprivation, disruption or unavailability of your computer systems 

or your computer network by an overloading stream of requests, including 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DDoS) attacks. 

14. Directors and officers means any of your past, present or future directors, officers, senior management. 

15. Electronic media means an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ices (such as external drives, CD-ROMs, DVD-ROMs, magnetic tapes or disks, 

USB sticks) that are used to record and store data. 

16. Employee means any person performing services or providing labour for you under an express or implied employment contract. 

This includes external staff hired by you to provide services, working within your operational structure and under your functional 

authority. This exclude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17. Excess means the waiting period and each excess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being the period or amount which you must cover 

before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responds. 

18. Expert means any person or legal entity appointed by or in consultation with us and/or the incident response provider (such 

as a forensic accountant, lawyer or public relations consultant). 

19. Hardware means the physical components of any computer systems used to store, transmit, process, read, amend or control data, 

including electronic media. 

20. Human error means any negligent or inadvert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perating error (such as the choice of software to be 

used, a set-up error, or any inappropriate one-off operation) by an employee. 

21. Incident response provider means the person or entity stated in the schedule. 

22. Indemnity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stated in the schedule. 

23. Infrastructure means any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ir conditioning,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installations, standalone 

generators, frequency inverter units, transformers and any other facilities that are used to maintain the functioning of electronic 

facilities that support computer systems and data. 

24. Insured event means any data breach, cyber incident, third party claim, cyber extortion or cyber-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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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nternet means the worldwide public data network that allows the transmission of data. 

26. Internet service means services to enable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such as: 

a.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hardware and technical equipment for accessing and 

use/operation of the internet; 

b. domain name system service providers; 

c. other internet and external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responsible for internet exchanges, Tier 1 network providers; and, 

d. cable network, satellite and radio communication network operators. 

27. Interrupted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of time commencing after the waiting period, during which your computer systems continue 

to be partly or wholly unavailable and ending on the earlier of  

a. the number of day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fter your computer systems are wholly available again; or, 

b. the end of the indemnity period. 

28. Intranet means a private or restricted internal data network. 

29. Legal defence costs means any costs, expenses and/or fees for experts, investigations, court appearances, surveys, examination 

and/or procedur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your civil, commercial, administrative and/or criminal defence. This does not include 

your general expenses (such as salaries and overheads). 

30. Limit of liability means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ncluding any sub-limit and aggregate limit of liability. 

31. Malicious act means any unauthorised or illegal act intending to cause harm or to gain access to, or disclose data from, computer 

systems or computer networks through the use of any computer system or computer network. 

32. Malware means any unauthorised or illegal software or code (such as viruses, spyware, computer worms, trojan horses, rootkits, 

ransomware, keyloggers, dialers and rogue security software) designed to cause harm or to gain access to or disrupt computer systems 

or computer networks. 

33. Mitigation costs means any reasonable costs incurred by you, with prior written consent by us, with the aim to reduce the 

expected cost of a data breach or cyber incident. These costs must be less than the reduction they are expected to produce. 

34. Online media activities means any text, images, videos or sound distributed via your website, social media presence or e-mail. 

35. Optional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means if applicable, the extension to the policy period stated in the schedule. 

36. Payment Card Brand means American Express, Discover, JCB, Mastercard, Visa or an entity (such as an acquiring bank or payment 

card processor) that is contractually obliged to enforc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sured’s PCI-DSS obligations. 

37. PCI-DSS means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s.  

38. PCI Forensic Investigator means an expert forensic investigator that is approved by the PCI Security Standards Council. 

39. Personal data means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 data subject, who can be identifi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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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a name, an identification number, location data, an online identifier or to one or more factors specific 

to the physical, physiological, genetic, mental, economic, cultural or social identity of that natural person) as defined by your 

respective data protection laws. 

40. Policy means the schedule and policy. 

41. Policy period means the duration of this policy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42. Premium means the amount payable by you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43. Ransom means any money, bitcoins or other digital currency. 

44. Retroactive date means the date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45. Reduction of net profit means an expert's reasonable projection of the net income (net profit or loss before taxes) you would 

have earned, taking into account previous trading patterns and market conditions, less any net income you actually earned (adjusted 

for any reasonable increased costs of working or cost savings made) during the interrupted period. 

46. Reputational protection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stated in the schedule. 

47. Schedule means the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48. Services means any services for the processing, maintenance, protection or storage of your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electronic 

data or computer software. 

49. Service provider means the third partie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except those providing power supply,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ternet services, that provides services pursuant to a written contract with you. 

50. Software means any digital standard, customised or individual developed program, or application held or run by a computer 

system that comprises a set of instructions that are capable, when incorporated in a machine readable medium, of causing a machine 

wi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to indicate, perform or achieve a particular function, task or result. 

51. Supervisory authority means any supervisory authority, independent public authority, regulator, government organisation or 

statutory body authorised to enforce statutory oblig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control or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respective applicable data protection laws. 

52. Terrorism means any acts committed for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similar purpose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and/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53. Theft means any malicious act of illegitimately copying or obtaining, for exampl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data or personal 

data, from computer systems. 

54. Third party means any person or legal entity other than you, or employees. 

55. Third party claim means any demand or assertion by a third party against you for compensation, money due, property, damages 

or enforcement of a right before an administrative, arbitration, civil, commercial or criminal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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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Waiting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of time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commencing on a cyber incident which directly causes your 

computer systems to be partly or wholly unavailable. 

57. We, us and our mean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the insurer) or their agent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58. Your computer systems means computer systems under your control that you own, lease, licence or hire. 

59. You and your means the insured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nd it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臺灣產物一桿進洞獎品

費用補償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係指主辦或協辦高爾夫球比賽活動之法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依比賽規則應給付約定之獎品，且經載明於本

保險契約之人。 

三、 一桿進洞：係指參賽者於開球區首次擊球即直接進洞者。 

四、 獎品：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獎品，且以能客觀衡量其經濟價值之有形財產獎品為限，不包括現金。 

五、 每一次一桿進洞補償限額: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金額，且為本公司所負最高補償之金額。 

六、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補償限額: 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金額，且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補償請求不止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補償

金額。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舉辦高爾夫球比賽，因參賽者一桿進洞，依比賽規則應給付獎品，所發生之相關費用支出，本公司按實際支出之費用負補

償責任，但每一次一桿進洞及累計最高補償金額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為限，惟前述一桿進洞之發生須符合下列各項約定： 

一、須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比賽。 

二、須於指定之比賽日期內。 

三、須揮進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球洞。 

第四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補償責任，不負補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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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 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 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七、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補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八、 參賽者為高爾夫球職業球員，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補償條件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高爾夫球比賽須遵守下列各項約定，本公司始負補償責任： 

一、 應依職業高爾夫球員協會（The Professional Golfers Association）或皇家古老高爾夫球俱樂部（The Royal and Ancient Golf Club）

所約定的規則進行比賽。 

二、 比賽期間所使用之設備均須符合職業高爾夫球員協會（The Professional Golfers Association）或皇家古老高爾夫球俱樂部（The Royal 

and Ancient Golf Club）所約定之規格。 

三、 約定球洞之周遭草坪須維持原有及正常使用狀態，亦不得變更球洞之設置位置以利於一桿進洞之發生。 

四、 應由專人監督整場比賽之進行，且任何得索求獎品之參賽者，其計分卡須經參賽對手、球僮或監督整場比賽之人簽署。 

五、 自開球區至直接進洞所需之預設標準擊球次數不得超過1次。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

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補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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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之累計補償限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比賽活動開始後，要保人無終止之權利，本公司亦無返還保險費之義務。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或有關保險契約權益之轉讓，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紀錄文件之保存 

被保險人應保存與本保險契約所載比賽有關之資料或紀錄等文件。本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查閱該文件。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被保險人發生承保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 於知悉後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提供本公司承保事故發生之證明文件，並協助本公司調查事實。 

四、 提供本公司認為有需要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十二條 權利之保留  

本公司對於承保危險事故之發生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本公司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減少或降低損失。 

二、 無論是否已經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可獲得權利或第三人補償作為保險金之抵充。 

第十三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購買獎品之發票及單據。 

三、 球場證明文件及計分卡。 

四、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補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約定期限內為補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補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補償金額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

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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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補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補償責任，僅就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

額之比例負補償之責。 

第十六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七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補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

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企業法定傳染

病費用綜合保險（中小

企業適用） 

第一章 共同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類別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分別訂定二項以上保險： 

一、 營業處所經營費用保險。 

二、營業處所清潔消毒費用保險。 

三、薪資費用保險。 

四、慰問金費用保險。 

第三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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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 

四、被保險人之員工：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依被保險人之指示服勞務並受其監督或管理，接受被保險人給付報酬之人。 

五、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係指被保險人經營業務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場所。 

六、法定傳染病：係指主管機關依法公告屬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之傳染病。 

七、強制性停業：係指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經主管機關強制處分禁止進入所致之停止營業。 

八、預防性停業：係指因發生下列任一情況，被保險人為預防法定傳染病傳播而主動停止營業： 

(一) 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其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 

(二) 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達百分之二十(含)以上員工，因接觸確診病患而受主管機關要求應居家隔離，並發給隔離文件。 

九、經營費用：係指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停止營業期間，營業處所租金及借貸利息支出所致之損失。 

十、確診：係指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法定傳染病。 

十一、居家隔離：係指受主管機關要求配合防疫措施應居家隔離，並發給隔離文件者。 

十二、疫情期間：係指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七條規定而設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存續期間。 

十三、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對於任何一次保險金給付請求所負之最高給付保險金額。 

十四、保險期間內之最高保險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保險金給付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給付金額。 

第四條 共同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保險事故，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被保險人在疫情期間內，指派其員工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二級或第三級之地區者，但出發時尚未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遊

警示地區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之員工或其家屬在疫情期間內，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二級或第三級之地區者，但出發時尚未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

旅遊警示地區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之員工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確診法定傳染病或接觸確診病患受主管機關要求應居家隔離者。 

四、因要保人、被保險人、員工及其家屬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六、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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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與交付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 

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他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

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短期費率表詳附表一。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期間內各項承保範圍之最高給付金額時，該項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

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申請各項理賠時，應檢具所需之理賠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費用項目，如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給付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

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一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

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營業處所經營費用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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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承保事故發生經營費用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按每日補償保險金額乘以補償日數後，

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一、 強制性停業。 

二、 預防性停業。 

前項第二款預防性停業原因消失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恢復營業，其拖延恢復營業之期間，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 

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停業期間同時或先後發生預防性停業及強制性停業時，本公司僅按強制性停業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計算應給付之保險金。 

補償日數係指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實際停業日數，每一次事故補償日數最高以三十日為限，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以六十日為限，停業結束日與次回

停業起始日間隔超過十日者，視為不同次事故。 

第十五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因主管機關執行特定區域、行業或場所封閉禁止進入所致之停業，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但屬本保險契約約定之

強制性停業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營業處所經營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主管機關開立禁止進入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停業證明文件。 

四、被保險人支付租金之證明文件。 

五、被保險人支付借貸利息之證明文件。 

六、被保險人之員工名冊。 

七、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或主管機關開立應居家隔離之證明文件。 

八、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三章 營業處所清潔消毒費用保險 

第十七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而對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施行清潔消毒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每一次事

故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給付金額為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期間內之最高保險金額為限。 

第十八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營業處所清潔消毒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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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施行清潔消毒費用收據。 

四、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四章 薪資費用保險 

第十九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之員工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承保事故，被保險人為配合主管機關啟動防疫，對於下列期間仍給與薪資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按本條第二項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一、 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而住院隔離治療期間。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因接觸確診病患，受主管機關要求配合防疫措施應居家隔離期間。 

三、 被保險人因營業處所發生強制性停業或預防性停業期間。 

保險金給付＝每一被保險人之員工每日薪資費用金額×補償日數×被保險人之員工人數。 

被保險人之員工每日薪資高於全民健康保險月投保薪資平均每日薪資時，本公司最高賠償金額以健保月投保薪資平均每日薪資為限，但仍受本保

險契約約定每一被保險人之員工每日薪資費用金額之限制。 

被保險人之員工每日薪資低於全民健康保險月投保薪資平均每日薪資時，本公司最高賠償金額以被保險人給與每日薪資為限。 

被保險人之員工同時或先後發生本條第一項各款承保事故時，本公司最高賠償金額以被保險人給與每日薪資為限，但仍受本保險契約每一被保險

人之員工每日薪資費用各項約定金額之限制。 

補償日數係指被保險人於本條第一項所指期間實際給與薪資日數，每一次事故補償日數最高以三十日為限，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以六十日為限，停

業結束日與次回停業起始日間隔超過十日者，視為不同次事故。 

被保險人之員工人數係指被保險人於本條第一項所指期間實際給與薪資人數。 

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停業期間同時或先後發生預防性停業及強制性停業時，本公司僅按強制性停業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計算應給付之保險金。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給付金額為本保險契約所約定

之保險期間內之最高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十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保險事故，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 被保險人之員工入境，受主管機關要求配合防疫措施，應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者。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係因未配合主管機關防疫相關規定所致之事故。 

三、 被保險人實施無薪假、減薪或裁員等減損員工權益之情事。 

四、 被保險人進行公司解散或歇業之情事。 

第二十一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薪資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第 544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 

三、 主管機關開立被保險人之員工應居家隔離之證明文件。 

四、 被保險人之員工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之月投保薪資證明文件。 

五、 被保險人支付員工薪資之證明文件。 

六、 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第五章 慰問金費用保險 

第二十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之員工於保險期間內，因確診法定傳染病而住院隔離治療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支付員工之住院慰問金費用，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每一人住院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給付責任，每一次事故以約定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之員工於保險期間內，因確診法定傳染病而身故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支付員工法定繼承人之身故慰問金費用，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每一

人身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給付責任，每一次事故以約定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保險期間內本公司對於前二項被保險人所支付慰問金費用之理賠，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給付金額為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期間內之最高保險金

額為限。 

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住院後身故，本公司僅按身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理賠。 

第二十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係因未配合主管機關防疫相關規定所致之事故，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第二十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慰問金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證明書或身故證明書。 

三、 住院慰問金費用被保險人之員工簽收單據或回條。 

四、 身故慰問金費用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 

五、 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附表一 

短期費率表 

一、保險期間全期介於非疫情期間者 

保險期間 按總保險費百分比(%) 

非疫情期間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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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二、保險期間全期介於疫情期間者，以全年保險費百分之百計算。 

三、保險期間跨越前二項者，以全年保險費百分之百計算。 

臺灣產物企業門市防疫

費用補償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公司行號。 

三、員工：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依被保險人之指示服勞務並受其監督或管理，接受被保險人給付報酬之人。 

四、營業處所：係指被保險人經營業務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場所。 

五、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並於門市營業時間內進入營業處所，完成門市實聯制登錄、使用本人會員卡、

信用卡消費或足以證明進入門市之人。 



 

第 546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六、法定傳染病：係指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經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公告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七、確診：係指經採檢、醫師診斷或經主管機關認定罹患法定傳染病。 

八、發病日：係指開始發燒日；無症狀者，發病日以採檢日計算。 

九、每一次事故：係指同一營業處所之負責人及全部員工，其確診之負責人或員工發病日前三日(含)至隔離日後十四日(含)之期間視為一次事

故，每一次事故間隔超過二十一日者，視為不同次事故。 

十、每一個人確診慰問金：係指在任何一次事故內對每一個人確診個別所負之最高給付金額。 

十一、每一個人身故慰問金：係指在任何一次事故內對每一個人身故個別所負之最高給付金額。 

十二、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係指同一次事故確診或身故人數超過一人時，本公司給付之保險金以本保險契約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但仍受

每一個人確診慰問金及每一個人身故慰問金之保險金額限制。 

十三、本保險契約之最高保險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保險金給付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所負之累積最高給付金額。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於載明之營業處所，在保險期間內發生負責人或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且尚未被發現確診時，致消費者於

該確診負責人或員工發病日前三日(含)起至隔離前之期間內接觸，受主管機關納入居家隔離管制之匡列對象，並確診法定傳染病時，本公司依下

列各項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 確診慰問金。 

二、 身故慰問金。 

第四條 合併給付之限制 

本保險契約「每一個人」各項保額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事故內，對每一個人確診或身故所負之最高給付金額。「每一個人」確診法定傳染病後身

故，本公司僅按身故慰問金之保險金額為最高給付金額。 

第五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保險事故，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在疫情期間內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二級或第三級之國家者，但出發時尚未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

遊警示國家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或保險期間內已發現確診法定傳染病。 

三、被保險人未配合主管機關防疫相關規定所致者。 

四、因要保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之隱匿、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因消費者確診致其家屬或共同居住之人確診法定傳染病。 

六、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七、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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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

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與交付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 

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他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

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

短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

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紀錄文件之保存 

被保險人應保存與本保險契約所載與消費者有關之資料或紀錄等文件。本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查閱該文件。 

第十一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必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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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出、差勤明細表。 

三、 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證明書。 

四、 消費者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證明書。 

五、 消費者進入門市之登錄紀錄、會員卡消費紀錄、使用信用卡消費紀錄或足以證明進 

 入門市之文件。 

六、 消費者確診慰問金簽收單據或回條。 

七、 消費者身故慰問金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 

八、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保險金；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

分。 

第十二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三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

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I. GENERAL DEFINITIONS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nnual Aggregate Lim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of benefit per Cardholder available during th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Policy Period. 
Cardholder(s) / Insured Person(s) / You Your means all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issued an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secondary or additional 
Cardholders on the same account, in the Taiwan where such Eligible Card is issued by a participating Iss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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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able Item(s) means an object suitable for a collection, originally a work of fine art or an antique, including also any of a wide variety of 
items collected as a hobby, for display, or as an investment whose value may appreciate that may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antiques, toys, 
coins, comic books and stamps. 
Deductible Subject to the Policy limits that apply, We will pay only that part of the total of all covered loss that exceeds the deductible amount 
shown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ligible Card means a participating Issuer’s credit or debit cards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ligible Cardholder means those cardholders holding Eligible Cards that are valid,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not cancelled, suspended or 
delinquent) at the time of loss, who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eive payment or such other benefit as is provided for in the Policy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Policy means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Policyholder. 
Policy Period means Policy coverage period commencing of the inception date and ending of the expiration date as specifi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Insurer / We / Us / Our mean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Issuer means an entity that is authorized to operate a credit or debit card program in the Taiwan and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surance offering 
to Cardholders. 
Natural Catastrophe means flood, windstorm, lightning, fire, explosion, landslide, volcanic action and/or earthquake. 
Per Occurrence Lim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of benefit available under this insurance per incident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Policyholder means the entity who has applied for this insurance to Us, and whose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by Us. 
Territory means the country or region in which Eligible Cards are issued, in this case, Taiwan. 
Terrorist Act means the use or threatened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gainst person or property, or commission of an act dangerous to human 
life or property, or commission of an act that interferes with or disrupts an electronic or communication system, undertaken by any person or 
group, whether or not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any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government, power, authority or military force, when 
the effect is to intimidate, coerce or harm a governmen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r any segment thereof, or to disrupt any segment of the 
economy.  Terrorism shall also include any act which is verified or recognized as an act of terrorism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ct of terrorism occurs. 
War means any declared or undeclared war or any warlike activities, including use of military force by any sovereign nation to achieve 
economic, geographic, nationalistic, political, racial, religious or other ends. 

II. INSURANCE COVERAGE  
The Insurance Coverage which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is detailed in the sections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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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 set out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RICE PROTECTION 
1.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Price Protection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Business means (i) a trade,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engaged in on a full-time, part-time or occasional basis; or, (ii) any other activity engaged 
in for money or other compensation. 
Covered Purchase(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Price Protection,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redit Account means any credit arrangement, from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r personal use, such as a credit card account or a 
car/home loan account. 
Customized/Personalized Items means items that may have been specially ordered specifically for the card holder e.g. shoes/shirts with 
printed name on etc.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means a sales promotion taking place in a retail store which shows: (i) the authorized dealer or store’s name; (ii) 
item (including model number); (iii) item price; and, (iv) the dates in which the item’s price is effective on a printed poster, leaflet or is shown 
on the product shelf.  
Lower Price means the price that is below the original price paid for the same item, identified by the same brand, make, model name and 
model number, as shown in a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a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means an advertisement posted on the internet by a non-auction merchant with a valid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Printed Advertisement means an advertisement appearing in a newspaper, magazine or store circular which states: (i) the authorized dealer or 
store’s name; (ii) item (including model number); (iii) item price; and, (iv) the dates in which the item’s price is valid. 
Theft means the unlawful intentional and dishonest taking of a Covered Purchase belonging to the Cardholder without their consent. 
2.   COVERAGE specific to Price Protec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a. the original price of an item You paid with Your Eligible Card; and 
b. a lower price for the same item, identified by the same brand, make, model name and model number, as shown in a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a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3.   EXCLUSIONS specific to Price Protection 
This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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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an item’s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is below USD 50, or if the price difference is below USD 10; 
2. for items purchased from an internet auction site;  
3. for items advertised as "limited quantity", "going out-of-business sales", "cash only" or "close out" sales; 
4. resulting from package offers, manufacturer's coupons, employees discount, or, where the advertised price includes bonus or free offers, 

special financing, installation, rebate, one-of-a-kind or other limited offers; 
5. for cash, Cheques, securities and othe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ullion, stamps, lottery tickets or tickets to events or admission tickets; 
6. for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7. for furs, jewelle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made of or containing gold (or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or precious stones); 
8. for perishable items including food, beverages, tobacco and fuel; 
9. for used, recycled, previously owned, rebuilt, or remanufactured items, whether or not You knew the item was used, previously owned, 

rebuilt, or remanufacture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10. for pharmaceutical, optical or medical products or equipment; 
11. for Customized/Personalized Items, unique and one-of-a-kind items; 
12. for any item acquired illegally; 
13. for counterfeit or fake goods; 
14. for animals and plants; 
15. for any motor vehicl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utomobiles, boats, airplanes, and any equipment and/or parts necessary for their 

operation and/or maintenance; 
16. for land, permanent structures and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uildings, homes, dwellings, and building and home 

improvements; 
17. for services You may purcha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erformance or rendering of labour or maintenance, repair or 

installation of products, goods or property, or professional advice of any kind; 
18. for items purchased by a person not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19. shipping and/or transportation costs, handling costs and sales tax; 
20. for items advertised outside the Territory or in a Duty-Free zone; 
21. resulting from special deal(s) available only to the members of specific organizations, or, in a place not open to the public, such as clubs 

and associations;  
22. for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professional, or commercial use;  
23. for items not purchas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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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at result from, or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Your work or profession; 
25. for any merchant's credit, discount and/or manufacturer's rebates; or 
26. for instances where the amount charged for the purchased item is greater than the actual amount displayed. 

4.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rice Protection 
This Policy will only cover the Cardholder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item must be paid entirely with a covered the Eligible Card. 
 Purchase can be made in-store or from online retailers.  
 The price difference must be the within same channel as Your original purchase. 
 The lower price must be in a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The lower price must be from a retailer in the same city or region where Your original purchase is made. 
 The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must be published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Your original purchase.  
 If the lower priced item is the result of, or is further reduced due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 an advertised rebate; 
- a redeemable manufacturer's coupon; 
- a refund of any sort. 
We will add back such advertised rebate amount, redeemable manufacturer's coupon, or refund of any sort to the calculation of the 
lower item price by the applicable amount and refund any net difference in price. 

PURCHASE PROTECTION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Purchase Protection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ccidental Damage means items that can no longer perform the function they were intended for due to broken parts or material or structural 
failures due to an accident. 
Covered Purchase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Purchase Protection,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Theft means the illegal act of taking a Covered Purchase belonging to the Insured Person, without their consent, with intent to deprive 
him/her of its value. 
b. COVERAGE specific to Purchase Protection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of Covered Purchase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ing within one hundred eighty days (18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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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as indicated on the store receip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Covered Purchases given as gifts are covered.  

 Covered Purchases include internet purchases. 

 Covered Purchases do not have to be registered.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Purchase Protection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any motor vehicle, airplanes, drones, boat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2. permanent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peting, flooring, tile, air conditioners, refrigerators, or heaters;  
3. travellers check(s), cash, tickets of any kind,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ullion, rare or precious coins or stamps;  
4. art, antiques, collectable items, furs, jewelle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fragile items;  
5. consumables or perishables;  
6. plants or animals; 
7. hazardous materials and any item banned in the Territory; 
8. access to internet websites, mobile applications, software or data fil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usic files, photos, reading materials, books and movies; or reinstatement or recovery thereof;  
9. used, rebuilt, refurbished, or remanufactured items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10.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11. items rented out, rented or leased;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professional, or commercial use;  
12. services, shipping, handling, installation or assembly costs;  
13. Losses occurring to item(s) you purchased online prior to your taking possession of such item(s); 
14. items damaged through alteration (including cutting, sawing, and shaping);  
15. items left unattended in a place to which the general public has access; 
16. any item confiscat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r 
17. losses caused by abuse, wilful damage, vermin and insect infestation, wear and tear, inherent product defect, mechanical or electrical 

failure, nuclear, biological or chemical event, terrorism or war.  
d.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urchase Protection 

1. It is the Insurer’s discretion to decide whether to have the item repaired or replaced, or to reimburse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less 
any rebates, discounts or reward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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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vered Purchases that are a pair or a set will be limited to the cost of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the specific item if repairable or 
replaceable; otherwise, the value of the pair or set will be covered, not to exceed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I.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Terms have the specific meanings set forth below and are capitalized throughout the Policy: 
Courier means transportation company. 
Covered Purchase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Exclusions specific to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Damage means items that can no longer perform the function they were intended for due to broken parts or material or structural failures due 
to an accident. 
Good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Exclusions specific to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below,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Seller means online entity legally selling goods via the internet. 
Theft means the unlawful, intentional and dishonest taking of a Covered Purchase belonging to the Cardholder without their consent. 
II. DESCRIPTION OF COVERAGE specific to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Subject to the coverage, limits and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We will cover You under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and 
reimburse You for the following: 

a. Non-delivery/and or incomplete delivery of Goods and shipping charges that are purchased on the internet.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non-delivery if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within 30 days of the scheduled delivery, unless so otherwise stated by Seller and the 
Seller has failed to refund You to Your Eligible Card, in excess of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b. Improper functioning due to damage of delivered Goods: The delivered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improper functioning as a result of 
physical damage if the Seller or Courier has failed to refund to Your Eligible Card, in excess of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After receipt of the Covered Purchase,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ing within 180 days from the 
purchase date of the Covered Purchase,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Covered Purchases given as gifts are covered.  

 Covered Purchases include internet purchases. 

 Covered Purchases do not have to be registered.  
In the event of a valid claim, We will pay You the purchase price for each item(s) of Your purchase, up to the amount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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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CLUSIONS specific to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claim, expenses 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1. lawful confiscation by the Police, Government Agencies, Courts or other empowered authorities; 
2. any fraudulent or willful act by You; 
3. any motor vehicle airplanes, boat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W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for the non-delivery of the Covered Purchase 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4. animals or plant life; 
5. cash, bullio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ares, traveler’s checks, or tickets of any descrip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ickets for 

sporting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and travel); 
6. consumable or perishable item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od, flowers, drink, medicines, nutrition supplements); 
7.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or motor scooters, watercraft, aircraft and any equipment and/or parts necessary for its operation 

and/or maintenance; 
8. Goods purchased for commercial use including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tools of trade or profession; 
9. access to internet websites, software or data fil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music files, photos, reading material, 

books and movies; 
10. services provided via the Internet such as cinema tickets, air tickets, hotel bookings, car rental, financial advice; 
11. Goods purchased from a natural person either through a private transaction or an online auction website; 
12. counterfeit or fake goods; 
13. loss or damage due to a natural catastrophe, atmospheric or climatic conditions, wear and tear, depreciation, gradual deterioration, 

water,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manufacturing defects or inherent vice, vermin,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rust, cleaning, servicing, maintenance, adjustment or repairs; 

14. losses due to mechanical failure, electrical failure; software or data failure; 
15. loss of data; 
16. Good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items which are used goods, damaged goods or second-hand goods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17. permanent household and/or business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peting, flooring and/or tiling, air conditioners, 

refrigerators, or heaters; 
18. Goods used for, or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retail and/or property rental, or other business purposes; 
19. items that You have rented or leased; 
20. items that were,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used, rebuilt, refurbished, or remanufa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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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22. furs, watches, jewel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made of or containing gold (or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or precious 

stones); 
23. the costs or charges which do not relate to any purchase, which You paid for using Your Eligible Card; 
24. misplacement; 
25. disappearance; or 
26. Goods deemed to be illegal by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V. CONDITIONS specific to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coverage, the following needs to be present or to have occurred: 

1. The delivery address for the Goods must be to Your postal address in the Taiwan. 
2. A shipment tracking number must be assigned and provided by the Seller of the Goods or a designated transportation company. 
3. You must take all necessary reasonable action against the Seller to send replacement Goods or refund the purchase amount to You. 
4. You must have informed the Seller in writing and by registered mail of the non-delivery of Goods and demanded replacement Goods or a 

full refund and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5. In the event that a claim for non-delivery is paid to You, and the original Goods eventually arrive, You should pay back any indemnity 

received to Us. 
6. In the event that a claim is submitted for improper functioning due to damage of delivered Goods, You shall notify the seller of the 

Goods and Us within 48 hours. 
7. You will cooperate with Us and help Us to enforce any legal rights You or We may have in relation to Your claim.  
8. For Damage claims, it is the Insurer’s discretion to decide whether to have the item repaired or replaced, or to reimburse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less any rebates, discounts or rewards points. 
9. Covered Purchases that are a pair or a set will be limited to the cost of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the specific item if repairable or 

replaceable; otherwise, the value of the pair or set will be covered, not to exceed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RIDESHARE INSURANCE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Rideshare Insurance 
Terms have the specific meanings set forth below and are capitalized throughout the Policy. 
Account means any credit card, debit card, checking account, line of credit, loan, certificate of deposit or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 including 
supporting statements or bills issued by the Issuer for use by Eligible Cardholders.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means the companies authorized to operate in the Territory under a current license as required by law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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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ance of passengers.  
Business Items means items that are used in the purchase, sale, promo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anuals, software, data, facsimile, samples, collateral materials, etc.). 
Car Sharing means a mode of vehicle rental where users can rent vehicles for short periods of time and users are members that have been 
pre-approved to drive the rented vehicle. 
Covered Trip means a trip for which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books a trip using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s application and charges 
the full amount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portion of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to the Eligible Card registered with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Due Diligence means the performance of all vigilant activity, attentiveness, and care that would be taken by a reasonable and prudent person 
in the same or similar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guard and protect any Personal Property from loss or theft.  
Pair and Set means where an item lost or Stolen forms part of a pair or set, We will not pay more than the value of any particular part which 
may be lost or Stolen nor more than a proportionate value that the lost or Stolen item bears to the value of the pair or set. 
Per Tip Lim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of benefit available under Rideshare Insurance for a Covered Trip. 
Personal Property means any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owned by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that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takes in the Rideshare 
carrier’s vehicle during a Covered Trip, which is not excluded under section e. EXCLUSIONS specific to Rideshare Insurance. 
Rideshare means the method of transportation used by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for travel on a Covered Trip. The Rideshare carrier must work 
for or be hired through an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Rideshare carrier does not include street-hailed taxis, limousines, rail or commuter 
bus lines, personal automobiles, rental cars, or vehicles intended for Car Sharing. 
Stolen means Personal Property that is unlawfully, intentionally and dishonestly taken from the Cardholder without their consent. 
b. INDIVIDUAL COVERAGE PERIOD specific to Rideshare Insurance 
An Eligible Cardholder's coverage begins immediately after an Eligible Cardholder enters a Rideshare carrier while traveling on a Covered Trip. 
The coverage ends each time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reaches his or her destination and exits the Rideshare carrier. 
c. INDIVIDUAL TERMINATION specific to Rideshare Insurance 
An Eligible Cardholder's coverage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terminate on the earliest of:  

1. the date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is no longer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2. the date the Eligible Card is defined as ineligible by the Issuer;  
3. the date the Issuer ceases to pay premium;  
4. the date the Issuer cea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ust; or  
5. the date the Policy is terminated.  

https://www.lawinsider.com/dictionary/car-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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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ESCRIPTION OF COVERAGE specific to Rideshare Insurance 
Lost or Stolen Personal Property 
This coverage applies to an Eligible Cardholder's whose Personal Property was permanently lost or stolen within the Rideshare carrier’s vehicle 
during a Covered Trip.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must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protect, save and recover Personal Property at all times.  
Coverage is secondary to and in excess of the amounts covered by the Rideshare carrier,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or other benefits 
that covers the Personal Property. In no event shall this coverage apply as contributing insurance. This “noncontribution" clause will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noncontribution" clauses found in other insurance or indemnity language.  
This coverage pay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amount claimed and the payments from the Rideshare carrier,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or other benefit up to th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The value of the amount claimed will be the lesser of the 
following:  

1. the actual purchase price of the item; or  
2. the actual cash value at the time of loss or theft of Personal Property with deduction for depreciation; or  
3. the cost to replace the item.  

The maximum liability per Eligible Card shall not exceed the Aggregat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 EXCLUSIONS specific to Rideshare Insurance 
A. Property.  
The following personal property shall not be covered:  

1. Contact lenses, hearing aids, artificial teeth, dental bridges or prosthetic limbs. 
2. Money, securities, credit cards,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visa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3. Tickets, documents (travel or otherwise), keys, coins, deeds, bullion antique items, collectibles of any kind (such as items designed for 

people to collect or items that over time become collectible), stamps, perishables, consumables, silverware, furs, plants, shrubs, 
perfume, jewelry, art, rugs and carpets; animals; household furniture or rare or precious metals. 

4. Items excluded under the Rideshare Carrier’s or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s coverage. 
5. Business Items. 
6. Sporting equipment or musical instruments. 
7. All types of stored data or music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puter software, DVDs, video cassettes, CDs, audio cassettes, and 

film. 
B.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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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does not apply to losses for lost or stolen Personal Property: 
1. Arising from confiscation or expropriation by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or detention by customs or other officials. 
2. Arising from war (whether declared or not),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civil war, rebell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3. On any conveyance which is hired or used for sport, contest, or recreational activity, or is operated or maintained for the purchase of 

sport, gamesmanship, contest, sightseeing, observatory or recreational activi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conveyance is licensed. 
4. Resulting from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intentional, negligent acts or omissions. 
5. Caused by war or hostilities of any kind (for example, invasion,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6. Losses arising from illegal activities or acts, fraud, confiscation by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items of 

contraband. 
7. Natural disast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lood, hurricane, or earthquake). 
8. Indirect or direct damages or losses of any nature, whether in tort or contract or base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in any civil action or 

other legal proceeding arising from or related to a covered loss. 
9. War and Terrorism: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e), civil war, mutiny,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popular uprising, or usurpation of power; or 

 Any act of terrorism and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other way relating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10. Nuclear Risk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ionizing radiation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including any self-sustaining process of nuclear fission; or 
 the use of any nuclear weapons material. 

11. State of Emergency: Any loss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ing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ether physical or otherwis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said occurrenc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shall prove that such loss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ed independentl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ccidental Damage means items that can no longer perform the function they were intended for due to broken parts or material or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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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s due to an accident. 
Eligible Device means Personal Electronics device with Postpaid or Prepaid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Mysteriously Disappear means the vanishing of an item in an unexplained manner where there is absence of evidence of a wrongful act by a 
person or persons.  
Personal Electronics means Computers, Tablets, or Communication devices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ostpaid means a plan subscription where the Cardholder enters into a contract with a mobile network provider with a monthly billing 
arrangement. 
Prepaid means Eligible Device subscription for which credit is purchased in advance of using the mobile network provider’s services. 
Theft means the illegal act of taking an Eligible Device belonging to the Insured Person without their consent, with intent to deprive him/her of 
its value. 
b. COVERAGE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if: 

1. For Postpaid, the mobile network provider’s monthly billing statement for the billing cycle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ed is paid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2. For Prepaid, the Issuer’s monthly billing statement shows a top-up value related to the Telecom network provider’s services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ed. 

Individual Termination Date 
An Eligible Cardholder’s coverage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terminate on the earliest of:  
1. the date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no longer qualifies as an Eligible Cardholder; 
2. the date the Eligible Card is determined to be ineligible by the Issuer; 
3. the date the Issuer cea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cy; or 
4. the date the Policy is terminated.  
Coverage sha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nd section c.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for the Eligible Device stolen or damaged after the Policy effective date and before the individual 
termination date. Coverage shall not be provided for any Eligible Device stolen or damaged after the individual termination date. 
Coverage is limited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exclusion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of this insurance as well as the deductible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The maximum liability 
annually is also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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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tion 
We shall be liable only for the lesser of the following amounts:  
1. the actual cost to repair or replace the Eligible Device after a deductible has first been applied to the cost to repair or replace the Eligible 

Device; or  
2.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Scope of Coverage 
Our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the Policy may not exceed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Eligible Card per twelve-month period. 
c.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1. You will be reimbursed for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f Eligible Device. 
2. Effective Date of Coverage  

Coverage begin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the payment of your Postpaid monthly bill or Prepaid top-up. Coverage 
will be valid until la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the payment of your Postpaid monthly bill or Prepaid top-up. 

3. Suspension of Coverage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will be suspend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ollowing calendar month if an Eligible Cardholder fails to make an 
Eligible Device Postpaid bill payment or Prepaid Top-up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while coverage is in effect in the previous month.  

4. Resumption of Coverage 
If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is suspended, coverage will resum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the date of any future 
Eligible Device Postpaid bill payment or Prepaid Top-up using an Eligible Card subject to a 15-day waiting period following the date of 
Postpaid bill payment or Prepaid Top-up using an Eligible Card, whichever is later. Coverage will be valid until la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5. Coverage is excess of any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or benefit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may have. 
d. EXCLUS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Mobile telephone accessories other than the standard battery and/or standard antenna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2. Eligible Devices that are lost or Mysteriously Disappear. 
3. Eligible Devices under the care and control of a common carri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ostal service, airplanes or delivery 

service. 
4. Eligible Devices stolen from baggage unless hand-carried and under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supervision 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traveling companion who is previously known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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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smetic damage such as a dent or scratch to the Eligible Devices or Accidental Damage that does not impact the Eligible Mobile 
Telephone’s operation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minor screen cracks and fractures less than 5 cm in length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ability to make or receive phone calls or to use other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Eligible Devices). 

6.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abuse, intentional acts, fraud, hostilities of any kin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 
invasion,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confisc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risks of contraband, illegal activities, normal wear and tear, flood, 
earthquak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damage from inherent product defects or vermin. 

7.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mis-delivery or voluntary parting from the Eligible Device. 
8. A electronic device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commercial use.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document, coverage is for Personal 

Electronics devices and for use by Eligible Cardholder for personal purposes only. 
9. Electrical,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defects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ccidental Damage. 
10. Any Personal Electronics no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a.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ccidental Damage means items that can no longer perform the function they were intended for due to broken parts or material or structural 
failures due to an accident. 
Eligible Device means Personal Electronics devices of Eligible Cardholders.  
Mysteriously Disappear means the vanishing of an item in an unexplained manner where there is absence of evidence of a wrongful act by a 
person or persons.  
Personal Electronics means Computers, Tablets 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means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that Eligible Cardholder uses to purchase goods for personal 
purposes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Theft means the illegal act of taking an Eligible Device belonging to the Insured Person without their consent, with intent to deprive him/her of 
its value. 
b. COVERAGE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for Eligible Device if Cardholder spend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per month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in the month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ed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Individual Termina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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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ligible Cardholder’s coverage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terminate on the earliest of:  
1. the date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no longer qualifies as an Eligible Cardholder; 
2. the date the Eligible Card is determined to be ineligible by the Issuer; 
3. the date the Issuer cea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cy; or 
4. the date the Policy is terminated.  
Coverage shall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b. Coverage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and c.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for the Eligible Device stolen or damaged after the Policy effective date and before the individual termination 
date. Coverage shall not be provided for any Eligible Device stolen or damaged after the individual termination date. 
Coverage is limited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exclusion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of this insurance as well as the deductible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The maximum liability 
annually is also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Valuation 
We shall be liable only for the lesser of the following amounts:  
1. the actual cost to repair or replace the Eligible Device after a deductible has first been applied to the cost to repair or replace the Eligible 

Device; or  
2.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Scope of Coverage 
Our maximum liability under the Policy may not exceed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Eligible Card per twelve-month period. 
c. CONDIT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1. You will be reimbursed for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f Eligible Device. 
2. Effective Date of Coverage  

Coverage begin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Eligible Cardholder spend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Coverage will be valid until la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spend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3. Suspension of Coverage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will be suspend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ollowing calendar month if an Eligible Cardholder fails to spend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while coverage is in 
effect in the previous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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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sumption of Coverage 
If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is suspended, coverage will resum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Eligible Cardholder 
spend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subject to a 
15-day waiting period following the date of any future minimum cumulative spend on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whichever is later. Coverage will be valid until la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5. Coverage is excess of any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or benefit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may have. 
d. EXCLUSIONS specific to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Mobile telephone accessories other than the standard battery and/or standard antenna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2. Eligible Devices that are lost or Mysteriously Disappear. 
3. Eligible Devices under the care and control of a common carri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ostal service, airplanes or delivery 

service. 
4. Eligible Devices stolen from baggage unless hand-carried and under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supervision 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traveling companion who is previously known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5. Cosmetic damage such as a dent or scratch to the Eligible Devices or Accidental Damage that does not impact the Eligible Devices’ 

operation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minor screen cracks and fractures less than 5 cm in length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ability to 
make or receive phone calls or to use other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Eligible Device). 

6.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abuse, intentional acts, fraud, hostilities of any kin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 
invasion,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confisc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risks of contraband, illegal activities, normal wear and tear, flood, 
earthquak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damage from inherent product defects or vermin. 

7.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mis-delivery or voluntary parting from the Eligible Device. 
8. A mobile telephone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commercial use.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document, coverage is for Personal 

Electronics devices and for use by Eligible Cardholder for personal purposes only. 
9. Electrical,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defects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ccidental Damage. 
10. Any Personal Electronics no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XTENDED WARRANTY 
a. DEFINITIONS EXTENDED specific to Extended Warranty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with an initial capital letter. 
Computer System means any electronic hardware or software, or components thereof, that are used to store, process, access, transmi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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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 information.   
Covered Purchase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Extended Warranty,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Electronic Data means any data stored on a computer system. 
Manufacturer Warranty means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repair or to replace an article due to mechanical breakdown that renders the 
article unfit for its intended purpose provided by the maker of the item. This includes store brand warranties provided on store brand 
products. 
b. COVERAGE specific to Extended Warranty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Manufacturer’s Warranty, the Extended Warranty Benefit duplicates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anufacturer’s 
Warranty up to one (1) full year for Covered Purchases that cease to operate satisfactorily and require repai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Benefits are provided to pay for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a Covered Purchase, up to the amount charged for the item or Per Occurrence 
Limit, whichever is less,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Covered Purchases given as gifts are covered. 
 Covered Purchases include internet purchases. 
 Covered Purchases do not have to be registered.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Extended Warranty 
This Extended Warranty Coverage will not apply to: 

1. boats; 
2. motorized vehicles including airplane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3. land or buildings; 
4. consumables and perishables 
5. any customized, unique, or rare items; 
6. used, rebuilt, refurbished and re-manufactured items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7.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professional, or commercial use; 
8. items which carry a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promise that provides product replacement or benefits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of the item; 
9. items which carry a Manufacturer’s Warranty of longer than three years; 
10. services, maintenance, repair, installation or assembly costs; 
11. any shipping or promised time frames of delivery, whether or not stated or covered by the Manufacturer's 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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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ny costs relating to damage to Covered Products caused by accident, neglect, abuse, willful damage, vermin and insect infestation, 
misuse, theft, sand, fire, earthquake, storm and tempest, lightning, explosion, aircraft impact, water damage, corrosion, battery 
leakage or Acts of God; and 

13. The loss of, loss of use of, damage to, corruption of, inability to access or inability to manipulate any Computer System or Electronic 
Data within the Covered Purchase as a result of unauthorized access or unauthorized use of such system or data or the transmission, a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or receipt or transmission of malicious code.  

d. CONDITIONS specific to Extended Warranty 
1. Covered Purchases must have a minimum Manufacturer’s Warranty of one (1) year; and cannot have greater than a maximum 

combined Manufacturer’s Warranty and additional optional warranty period of three (3) years. 
2. Covered Purchases must have a valid Manufacturer’s Warranty in the country of use stating the extent of cover, the period of cover, 

what the manufacturer will do to correct the problem and whom to contact for service. 
3. Covered Purchases may be repaired or replaced or the Cardholders may receive reimbursement of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less any 

rebates, discounts or rewards points.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TM means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Bank account means an account for personal use, with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against which the account holder can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ey, or, deposit and draw cheques. 
Bodily injury means bodily harm, sickness or disease. 
Business means (i) a trade,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including those conducted on a full-time, part-time or occasional basis, or, any other legal 
activity in which one is engaged for money or other compensation. 
Check means any bank draft, other than a draft with a stamped signature, drawn against deposited funds to pay a specific sum to a specified 
payee on demand. 
Credit account means a credit arrangement, from a bank or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r personal use, such as credit card account, 
car/home loan account. 
Cyber Attack means unauthorized access to or unauthorized use of a computer system or network with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dentity theft means the unauthorized and/or illegal use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name and other personal details to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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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accounts and/or bank accounts that You did not authorize including where personal information was acquired through a Cyber Attack.   
Payment card means any ATM, credit, charge or debit cards issued by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retailer for personal use only.   
Relative means the Cardholder’s legally married spouse, parent, step-parent, parent in-law, grandparent, child, stepchild, legally adopted child, 
grandchild, brother, brother in-law, sister, sister in-law, son in-law, daughter in-law, uncle, aunt, niece, nephew or first cousin.   
Suit means: (i) a civil proceeding seeking monetary damages as a result of identity theft, or, (ii) a criminal proceeding in which You are charged 
with illegal acts committed by someone else while engaged in the theft of Your identity. 
b. COVERAGE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We will reimburse You the expenses below,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and per policy period limits list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resulting from 
Your efforts to resolve Your identity theft. All expenses incurred must be submitted up to 6 months after You first report a loss under section V.  
DUTIES AFTER LOSS below. The following expenses are covered: 

1. Legal Expenses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attorney and court fees incurred by You to: 
a. Defend any suit brought against You by a creditor or collection agency, or someone acting on their behalf,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and/or 
b. Remove any civil or criminal judgment wrongfully entered against You,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2. Lost Wages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unpaid time You take from work, solely as a result of Your efforts to correct Your 
financial records, if the later are altered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Payment of lost wages under this section includes 
compensation for whole or partial unpaid workdays. To be covered, You must take these unpaid days within 6 months of first 
reporting a loss under section V. DUTIES AFTER LOSS below. 

3. Obligation to pay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amount(s) You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to creditor(s), arising from the 
unauthorized opening and use of credit account(s) and/or bank account(s), under Your name,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4. Miscellaneous Expenses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 The cost(s) incurred by You to re-file applications for Your credit accounts or bank accounts that are rejected solely because 

the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ceived incorrect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b. The cost incurred by You to notarize documents related to Your identity theft, as well as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and 

certified mail reasonably incurred by You as a result of Your efforts to report an identity theft or to correct Your financial and credit 
record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We will not cover: 

1. Cost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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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netary losses other than the out-of-pocket expenses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related to the 
resolution of Your identity theft;    

3. Costs associated with any physical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disability, shock, mental anguish and mental injury including required care, 
loss of services or death;  

4. Compensation for time taken from self-employment, or workdays that will be paid by Your employer, in order to correct Your financial 
record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due to Your identity theft; 

5. Losses that do not occur within the Policy period;  
6.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or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Your work or profession; 
7. Losses caused by Your or Your relatives’ illegal acts; 
8. Losses that You have intentionally caused; 
9.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the intentional actions of a relative, or actions that a relative knew of or planned; 
10. Losses due to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terrorism, riot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vandalism of any kind; or 

11. Losses due to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d. COVERAGE CONDITIONS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a. You must cooperate with Us and help Us enforce any legal rights You, or We, may have in relation to Your identity theft. This may 
include Your attendance at depositions, hearings and trials, and giving evidence as necessary to resolve Your identity theft. 

b. Evidence of any false charge or withdrawal from the unauthorized opened bank account and or credit account must be submitted by 
You, or the issu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Us. 

c. Coverage for section b.3 Obligation to pay is limited to the amount You are held liable for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ATM PROTECTION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ATM Protection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TM means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Bank account means an account for personal use, with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against which the account holder can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ey, or, deposit and draw cheques. 
Bodily injury means bodily harm, sickness or disease. 
Business means (i) a trade,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including those conducted on a full-time, part-time or occasional basis, or, any other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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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in which one is engaged for money or other compensation. 
Cardholder(s)/Insured Person(s)/You means all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issued an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secondary or additional 
cardholders on the same account, in the Territory where such Eligible Card is issued by a participating Issuer.  
Check means any bank draft, other than a draft with a stamped signature, drawn against deposited funds to pay a specific sum to a specified 
payee on demand. 
Coverage Territory: Worldwide. 
First aid means necessary treatment and transportation, provided by a medical professional.  
Money means currency, coins and bank notes in current use and having a face value. 
Relative means the Cardholder’s legally married spouse, parent, step-parent, parent in-law, grandparent, child, stepchild, legally adopted child, 
grandchild, brother, brother in-law, sister, sister in-law, son in-law, daughter in-law, uncle, aunt, niece, nephew or first cousin.   
Residence means the place in which the Cardholder principally resides the majority of the time and where the Cardholder keeps the 
Cardholder’s personal belongings.  Residence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 single-family structure, condominium unit, cooperative or 
apartment. 
Robbery means the unlawful taking of the Cardholder’s property, by a person or person(s), using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nd who 
has/have caused or threatened physical harm to the Cardholder, the Cardholder’s spouse and/or children under age 21. 
b. COVERAGE specific to ATM Protection 
The Policy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up to the Cardholder’s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Annual Aggregate Limits lis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1. ATM Robbery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money You withdrew, with Your Eligible Card, from any ATM around the world, that was 
stolen as a result of a robbery, occurring within 30 minutes of the withdrawal of the money,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and per policy 
limits list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2. First Aid Charges – If You incur bodily injury during a robbery covered under section b.1. ATM Robbery above,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emergency first aid charges incurred within the first 12 hours after the robbery,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and per policy limits 
list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ATM Protection 
The Policy will not cover: 

1. Peril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ATM Protection; 
2. Loss incurred by any third parties; 
3. Loss resulting from the robbery of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money You withdrew from the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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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ss that happened before and/or after the covered robbery period;  
5. Loss related to any medical treatment due to mental illnes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r real or perceived emotional distress 

following an ATM robbery; 
6. Loss aris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emergency first aid to anyone other than You; 
7. Perils that do not occur within the Policy Period;  
8. Loss that results from, or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Your work or profession; 
9. Loss caused by Your illegal acts or those a relative; 
10. Loss that You have intentionally caused; 
11. Loss that results from the intentional actions of a relative, or actions that a relative knew of or planned; 
12. Loss due to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terrorism, riot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vandalism of any kind; or 

13. due to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WALLET GUARD INSURANCE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Wallet Guard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TM means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Bank Account means an account for personal use, with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against which the account holder can deposit and 
withdraw Money, or, deposit and draw Checks. 
Burglary means the unlawful taking of Your property, or an attempt thereof, by a person or persons who illegally entered Your Primary 
Residence using force or violence with visible signs of forced entry. 
Business means (i) a trade,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including those conducted on a full-time, part-time or occasional basis, or, any other legal 
activity in which one is engaged for money or other compensation. 
Check means any bank draft, other than a draft with a stamped signature, drawn against deposited funds to pay a specific sum to a specified 
payee on demand. 
Coverage Territory: Worldwide. 
Covered Content means the Payment Cards and Personal Papers contained in Your wallet. 
Credit Account means any credit arrangement, from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r personal use, such as a credit card account or a 
car/home loan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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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Theft means the unauthorized and/or illegal use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name o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o open 
Credit accounts and/or Bank Accounts that You did not authorize. 
Lost means no longer in Your possession due to having been (i) inadvertently misplaced, or, (ii) in an irretrievable place. 
Money means currency, coins and bank notes in current use and having a face value. 
Payment Card means any ATM card, credit or charge card issued by a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retailer for personal use only. 
Personal Papers means any of Your official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Your driver’s license, employment papers 
and/or passport(s). 
Relative means the Cardholder’s legally married spouse, parent, step-parent, parent in-law, grandparent, child, stepchild, legally adopted child, 
grandchild, brother, brother in- law, sister, sister in-law, son in-law, daughter in-law, uncle, aunt, niece, nephew or first cousin. 
Replacement Cost means the current price of a similar item, with similar specifications. 
Residence means the place in which the Cardholder principally resides the majority of the time and where the Cardholder keeps the 
Cardholder’s personal belongings. Residence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 single-family structure, condominium unit, cooperative or 
apartment. 
Robbery means the unlawful taking of the Cardholder’s property, by a person or person(s), using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nd who 
has/have caused or threatened physical harm to the Cardholder, the Cardholder’s spouse and/or children under age 21. 
Theft means the unlawful taking of property from Your care and/or custody, without consent, with the intent of gain, as a result of a Robbery 
or a Burglary. 
Transportation Ticket means any ticket purchased for any type of public or private transporta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Wallet Guard 
The Policy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up to the Cardholder’s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Annual Aggregate Limits lis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1.  Replacement Cost for Your wallet or bag if Your wallet or bag i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Theft; 
2. Application fees for new Personal Papers and/or Eligible Cards if they were in Your wallet when Your walle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a Theft.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Wallet Guard 
The Policy will not cover: 

1. Cost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Wallet Guard; 
2. Money, Checks, Transportation Tickets or any item other than Your Covered Content that were in Your wallet when Your walle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Theft; 
3. Losses caused by fire, water, normal wear and tear, manufacturing defects, abuse, vermin,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第 572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bacteria, rust, cleaning or repairs, or similar events; 
4. Accidental damage to Your wallet and its Covered Content; 
5. Any fraudulent/unauthorized charges and/or withdrawals on the Payment Cards that were in Your wallet when Your walle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a Theft; 
6. Any costs related to Identity Theft; 
7. Losses that do not occu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8.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or are related to, Your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any Business-related travel; 
9. Losses caused by Your or Your Relatives’ illegal acts; 
10. Losses that You have intentionally caused; 
11.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the intentional actions of a Relative, or actions that a Relative knew of or planned; 
12. Losses due to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terrorism, riot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vandalisms of any kind; or 

13. Losses due to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HOME CONTENTS 
a. DEFINITIONS specific to Home Contents 
Accident means a sudden, unforeseen and fortuitous event. 
Accidental Damage means Contents that can no longer perform the function they were intended for due to broken parts or material or 
structural failures due to an Accident. 
Burglary means the unlawful taking of Your Contents, or an attempt thereof, by a person(s) who illegally entered the Primary Residence using 
force or violence with visible signs of forced entry. 
Business means (i) a trade,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including those conducted on a full-time, part-time or occasional basis or (ii) any other 
legal activity in which one is engaged for money or other compensation. 
Contents means furniture and furnishings, clothing and Personal Effects belonging to You that are kept in the Primary Residence, but excludes 
deeds, bonds, bills of exchange, promissory notes, cheques, travelers’ cheques, tickets of any description, bullion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ecurities for money, documents of any kind, cash and currency notes. 
Immediate Family means any individual ordinarily residing in Your Primary Residence and who is related to You by blood, through marriage or 
through adoption under any written law, including domestic helper(s), room-mates and co-owners ordinarily residing in Your Primary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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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means any currency, coins or bank notes that are in current use, have a face value and are kept in the Primary Residence.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means the vanishing of an item in an unexplained manner where there is absence of evidence of a wrongful act by 
a person or persons.  
Pair and Set means where an item lost or damaged forms part of a pair or set, We will not pay more than the value of any particular part which 
may be lost or damaged nor more than a proportionate value that the lost or damaged item bears to the value of the pair or set subject to the 
per item limit. 
Personal Effects means watches, sports equipment, luggage, portable equipment, photographic equipment, musical instruments, clothing and 
other items that are designed to be worn or carried on by You.  
Primary Residence means the property where You ordinarily reside in within the Territory at the time of occurrence of an event giving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Relative means Your legally married spouse, parent, step-parent, parent in-law, grandparent, child, stepchild, legally adopted child, grandchild, 
brother, brother in-law, sister, sister in-law, son in-law, daughter in-law, uncle, aunt, niece, nephew and first cousin. 
Replacement Cost means the full cost to replace the Contents or the amount required to repair the Contents in the event of a covered loss 
under the Policy, whichever is lesser.  
Theft or Stolen means the unlawful taking of Your Content and/or Personal Effects from Your care and / or custody during a Burglary without 
Your consent and with the intent of gain.    
Unoccupied means not lived in by You or Your Immediate Family or any other person with Your permission for more than 30 consecutive days. 
Utility Bill means the amount which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has to pay for electricity, water and/or gas each month for the Primary Residence. 
b. COVERAGE specific to Home Contents 
We will cover the Replacement Cost of Your Content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Your Primary Residence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Insured Perils: 
Insured Perils  

 Fire, lightning, earthquake or smoke; 

 Explosion of domestic appliances; 

 Bursting or overflowing of fixed water tank or pipe or fixed heating system within Your Primary Residence; 

 Burglary or Theft; 

 Accidental Damages. 

Payments under this benefit shall not exceed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the Aggregat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Coverages provided by this benefit are provided as an additional cover to any home policy or its equivalent policy which you may hold.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of any Insured Peril, You must first make a claim under any home policy or its equival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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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reimburse You under this benefit only for the balance amount of such loss that is not reimbursed under your home policy or its 
equivalent policy. 
c. EXCLUSIONS specific to Home Contents 
1.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if Your Primary Residence was unoccupied for more than 30 consecutive days; 

 caused to Your Business items;  

 arising from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as a result of a burst flexible water hose or water pipe within Your Primary Residence;  

 not reported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the Theft or Burglary; 

 caused by any animals, insect, primate, amphibians and species; 

 to any Content which do not belong to You or which belong to others but is held in trust by You or is in Your custody, care or control; 

 to any living creatures; 

 to any promotional vouchers, air mile vouchers, loyalty points, lottery tickets, scratch-cards, raffle tickets; 

 to any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due to any Natural Catastrophe not listed as an Insured Peril;  

 to items that You damaged through alteration or abuse (including cutting, sawing and shaping); and 

 that do not occu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Negligence, Willful, Criminal or Fraudulent Act 
We will not cover You for any loss, damage or liability which, in any way, is due to: 

 negligence, willful, criminal or fraudulent act on Your part; or 

 negligence, willful, criminal or fraudulent act of Your Relatives, Immediate Family, employer, employees, legal representatives, tenant(s) 
or anyone who is authorized by You to gain access to Your Primary Residence. 

3. Gradual Deterioration, Breakdown, Wear and Tear 
We will not cover You fo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latent defect, mechanical, electrical, software, or data failure or breakdow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electrical 
power interruption, surge, brownout or blackout or telecommunications or satellite systems failure; 

 scratching or denting; 

 any process of dyeing, washing, cleaning, restoring, reproofing, adjusting, maintaining or rep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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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ic or climatic conditions, water, manufacturing defects, vermin or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corrosion, warping, shrinkage, rust, cleaning or repairs; 

 wear and tear or normal course of play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sporting or recreational equipment) or use; and/o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scorching, singeing, melting or damage caused by smoke that happens gradually over a period of time. 
4. Nuclear Hazard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 chemical, biological, bio-chemical, or electromagnetic contamination whether controlled or uncontrolled or however caused;  
b) radioactivity or ionizing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from nuclear fuel or nuclear waste arising from burning nuclear fuel;  
c) the radioactive, poisonous, explosive or other dangerous properties of any nuclear equipment or nuclear part of that equipment; or  
d) the use of a chemical or biological weapon.  
5. Act of War / Act of Terrorism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by: 
a) any kind of warlike ac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undeclared war, civil war,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warlike act by military 

force or military personnel, destruction, seizure, or use for a military purpose, and including any consequence of any of these;  
b) discharge of a nuclear weapon, whether it is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or 
c) any act of terrorism. We also do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efforts to prevent, terminate, counter, retaliate against or 

respond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6. State of Emergency 
Any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ing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ether 
physical or otherwis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said occurrenc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shall prove that such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ed independentl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7. Confiscation or Detention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y loss (whether temporary or permanent) of Your Contents or Personal Effects or any part thereof by reason of confiscation, requisition, 
detention or legal or illegal occupation of such Contents or Personal Effects or any premises, vehicle or thing containing the same by an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d. CONDITIONS specific to Home Contents- Eligibility  
To be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You must use Your Eligible Card to pay Your Utility Bill.  
a) Initial Effective Date of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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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begin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the payment of Your Utility Bill. Coverage will be valid until last day of 
the calendar month following the payment of Your Utility Bill. 

b) Suspension of Coverage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will be suspend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ollowing calendar month if You fail to make a payment of Your Utility 
Bill while coverage is in effect in the previous month.  

c) Resumption of Coverage 
If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is suspended, coverage will resume after a 15-day waiting period following the date of any future payment 
of Your Utility Bill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III. DUTIES AFTER LOSS 
1. Notice of Claim: Written notice of claim must be given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Failure to give notice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may result in a denial of the claim. To file a claim, send a claim notification to: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8F, No.49, Guanqian Rd., Zhongzheng Dist.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Tel.: (02) 23120923     
Email: claims_mastercard@tfmi.com.tw 

2. Proof of Loss: In the event of a covered loss, the Cardholder must provide: 
Price Protection 

a. Contact Us within 5 days of the Printed Advertisement or with photo of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b.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30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The original item purchase receipt; 
 The original Eligible Card receipt demonstrating that the entire purchase was made with Your Eligible Card; and 
 The original or copy of the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a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showing the 

purchased item, sale date and/or date of the advertisement, lower advertised price, and advertising retailer’s name. 
Purchase Protection 

a. a signed claim form, if provided by Us;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a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item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 For theft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police report within ninety (90) days of incident;  
d. For damage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repair estimates.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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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a. a signed claim form, if provided by Us;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Covered Purchases which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 For Non-delivery claims: in the event that a claim for non-delivery is paid to You and the original Goods eventually arrives, You should 

pay back any indemnity received to Us; 
d. For Theft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police report within ninety (90) days of incident;  
e. For Damage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repair estimates.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Rideshare Insurance 

a. Contact Us within 24 hours from discovery of the loss or damage; 
b. A copy of a claim or report filed with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and result of their investigation; 
c. A copy of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receipt showing the details of the trip including date, time and fare payment made; 
d. Any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a. Eligible Cardholder’s card statement reflecting the monthly Eligible Device payment or Prepaid Top-up for the 

month preceding the date the Eligible Device was subject to Theft or suffered Accidental Damage. 
b. If Postpaid, a copy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current network provider’s billing statement. 
c. If available, a copy of the original Eligible Device purchase receipt or other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Eligible Device model currently linked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Eligible Device account. 
d. If the Cardholder has an existing insurance from the network operator,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claim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insurance, or in the event that the claim amount is less than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deductible, a copy 
of the policy’s declarations page.  

e. If a claim i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a copy of the repair estimate and photos of the Accidental Damage. 
f. If the claim is due to Theft, a copy of the police report filed within forty-eight (48) hours of the Theft.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a. Eligible Cardholder’s card statement reflecting the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spend per 
month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preceding the date the Eligible Device was subject to Thef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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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ed Accidental Damage. 
b. If available, a copy of the original Eligible Device purchase receipt or other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Eligible Device model belongs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c. If the Cardholder has an existing insurance from the network operator,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claim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insurance, or in the event that the claim amount is less than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deductible, a copy 
of the policy’s declarations page.  

d. If a claim i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a copy of the repair estimate and photos of the Accidental Damage  
e. If the claim is due to Theft, a copy of the police report filed within forty-eight (48) hours of the Theft.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Extended Warranty 

a. a signed service request form, if provided by Us;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item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Rewards Program; 
c. legible copies of all warranty inform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anufacturer's original warranty; the store warranty; or any 

other applicable extended warranty;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Identity Theft 
a. Call Us a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Your identity theft,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s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Your identity theft;   
c. Inform all appropriate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redit card company or bank) of Your identity thef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Your identity theft; 
d.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30 days after You report a loss under section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in Part IV. INSURANCE COVERAGE:  
1) an authorization for Us to obtain Your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credit reports (if applicable); 
2) Your financial repor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ank statements, as necessary to complete our investigation;  
3) credit reports, when You contest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Your credit history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4) original receipts of Your expenses incurred to resolve Your identity theft, up to 12 months after You report a loss under this section, 

point a)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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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of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time away from Your work if You make a claim for lost wages under coverage “Lost Wages” in 
section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Part IV. INSURANCE COVERAGE. We will ask You to submit written proof from Your employer 
that You took unpaid days off; 

6)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receipts, summonses, complaints, or legal papers in connection with a covered loss; and 
7)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e. Take all reasonable and prudent action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to Your identity; and 
f. Cooperate with Us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a claim. 

ATM Protection 
a. Contact the Insurer at the contact details set out in the Policy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hours of You experiencing an ATM 

robbery,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s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You experiencing an ATM robbery; 
c. Notify Your bank of an ATM robbery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Your experiencing an ATM robbery; 
d.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the Insurer with all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one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loss 

incident: 
1) an original medical receipt show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emergency first aid charges for bodily injury that You incurred during an 

ATM robbery; 
2)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 regarding an ATM robbery; 
3) an authorization for Us to obtain records from the Issuer (if applicable); and 
4)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e. Providing assistance cooperating with the Insurer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the claim. 
Wallet Guard 

a. Contact the Insurer at the contact details set out in this Policy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Your discovery of a covered loss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a Theft; 
c. Notify Your Issuer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that Your wallet or bag, with its Covered Conten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a 

Theft; 
d.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the Insurer with all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1) an original receipt showing the cost of Your wallet or bag at 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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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the event of a Theft,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 and 
3)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e. Provid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Insurer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the claim. 
Home Contents 

a. Contact Us within 7 days of You discovering a loss or damage;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Your discovery of a Burglary or Theft; 
c.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15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1)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 in case of Burglary or Theft;  
2) if available, provide the original purchase receipt of any damaged or lost item showing the description of such item and the amount 

paid at purchase;  
3) Your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Utility Bill Payment receipt showing the details of the last Utility Bill payment; and   
4) Any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IV. GENERAL POLICY PROVISIONS   
1. Burden of Proof: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sured to provide the Insurer with sufficient proof pertaining to the los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claim.  
2.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A person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is Policy contract will have no right under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and to enforce any of its terms. 
3. Fraudulent Claims: If the claim is in any respect fraudulent all benefits in respect of such claim shall be forfeited. 
4. Governing Law and Jurisdiction: This Policy is governed by and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to the laws of the Taiwan. Any disput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Taiwan. 
5. Legal Rights: You will cooperate with Us and help Us to enforce any legal rights You or We may have in relation to Your claim. 
6. Mediation: In the event of any controversy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or in relation to this Policy, or a breach thereof, the parties hereto agree 

first to try and settle the dispute by mediation, administered by the Insurance Commission or any recognized mediation institution under 
its Mediation Rules, before resorting to arbitration, litigation or some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 

7. Payment of Claims: All payments to be made by the Insurer shall be paid to Eligible Cardholders in the Taiwan and such payment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n in effect in the Taiwan. 

8. Recovery: If We pay your claim for any item that was Stolen, You must inform Us immediately in the event the Stolen item is recovered. In 
such an event, there are two options available to You: (i) the recovered Stolen item is returned to You and You return the claim payment We 
made to You, or (ii) You hand over the recovered Stolen item to Us and it will become Our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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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 We shall not be deemed to provide cover and W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or provide any benefit hereunder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rovision of such cover, payment of such claim or provision of such benefit would expose Us to any sanction,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under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r the trade or economic sanctions, laws or regu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United Kingdom 
o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FMI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Insurance 

The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Insurance Coverage which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is detailed in the sections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limits set out in the Policy Schedule. 
I. DEFINITIONS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have this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Eligible Card means a participating Issuer’s consumer or commercial credit or debit cards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Courier means transportation company responsible for delivering Your Covered Purchase. 
Covered Purchase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III. Exclusions,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Damage means items that can no longer perform the function they were intended for due to broken parts or material or structural failures 
due to an accident. 
Goods means ite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III. Exclusions purchased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have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Seller means online entity legally selling goods via the internet. 
II. COVERAGE  
Subject to the coverage, limits and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the Summary of Cover, We will cover You under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and reimburse You for the following: 

   Non-delivery/and or incomplete delivery of Goods and shipping charges that are purchased on the internet.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non-delivery if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within 30 days of the scheduled delivery, or such other date as advis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Seller has failed to refund You to Your Eligible Card. 

   Failure to function or improper functioning due to damage of delivered Goods: The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failure to function or 
improper functioning as a result of physical damage provided that You are unable to recover for the same from either the Seller or 
Courier. 

In the event of a valid claim, We will pay You the purchase price for each item(s) of Your purchase, up to the amount as specified in the 
Summary of Cover. The coverage we provide in the Policy is in excess of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or other benefit which you can recover 
from any other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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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CLUSIONS  
The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claim, expenses, damage or loss under this se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  lawful confiscation by the Police, Government Agencies, Courts or other empowered authorities; 
b.  any fraudulent or willful act by You. 
c.  any motor vehicle airplanes, boat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purchased for its 

operation and/or maintenance; 
d.  War and Terrorism: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e), civil war, mutiny,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popular uprising, or usurpation of power; or 

 Any act of terrorism and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other way relating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e.  Nuclear Risk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ionizing radiation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including any self-sustaining process of nuclear fission; or 
 the use of any nuclear weapons material 

f.  State of Emergency: Any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ing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ether physical or otherwis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said occurrenc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shall prove that such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ed 
independentl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2. W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under this Section for the non-delivery or incomplete delivery in connection with: 
a.  animals or plant life; 
b.  cash, bullio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ares, traveler’s checks, or tickets of any descrip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ickets for 

sporting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and travel); 
c.  consumable or perishable item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od, flowers, drink, medicines, nutrition supplements); 
d.  Goods purchased for commercial use, except when the Eligible card used for the purchase is a commercial credit or debit card, as 

defined in I. DEFINITIONS; 
e.  access to internet websites, software or data fil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music files, photos, read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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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and movies; 
f.  services provided via the Internet such as cinema tickets, air tickets, hotel bookings, car rental, financial advice; 
g.  Goods purchased from a natural person either through a private transaction or an online auction website; 
h.  counterfeit or fake goods; 
i.  loss or damage due to a natural catastrophe, atmospheric or climatic conditions, wear and tear, depreciation, gradual deterioration, 

water,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manufacturing defects or inherent vice, vermin,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rust, cleaning, servicing, maintenance, adjustment or repairs; 

j.  losses due to mechanical failure, electrical failure; software or data failure; 
k.  loss of data; 
l.  Good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Goods which are used, damaged or second-han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m.  permanent household and/or business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peting, flooring and/or tiling, air conditioners, 

refrigerators, or heaters; 
n.  Goods used for or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retail and/or property rental; 
o.  items that You have rented or leased; 
p.  items that were,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rebuilt, refurbished, or remanufactured; 
q.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r.  furs, watches, jewel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made of or containing gold (or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or precious 

stones); 
s.  the costs or charges which do not relate to any purchase, which You paid for using Your Eligible Card; 
t.  misplacement; 
u.  disappearance; or 
v.  Goods deemed to be illegal by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V. CONDI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coverage, the following needs to be present or to have occurred: 

10. The delivery address for the Goods must be to Your postal address in Taiwan. 
11. A shipment tracking number must be assigned and provided by the Seller of the Goods or a designated transportation company. 
12. You must take all necessary reasonable action against the Seller to send replacement Goods or refund the purchase amount to You. 
13. You must have informed the Seller in writing and by registered mail or electronic mail of the non-delivery of Goods and demanded 

replacement Goods or a full refund and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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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You shall notify the seller of the Goods and Us within 48 hours of receipt of a Covered Purchase which is not functioning properly due 
to damage of delivered Goods. 

V. DUTIES AFTER LOSS  
Proof of Loss: In the event of a covered loss, the Cardholder must provide: 
a. a signed claim form, if provided;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a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Covered Purchases which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 Non-delivery: In the event that a claim for non-delivery is paid to You and the original Goods eventually arrives, You should pay back 

any indemnity received to U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Travel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I. GENERAL KEY TERMS AND DEFINITIONS 
Terms with a specific meaning are defined below and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 wherever they appear: 
Accident means a sudden, unforeseen, uncontrollable and unexpected physical event to the Insured Person caused by external, violent and visible means 
occurring during a Covered Trip. 
Annual Aggregate Lim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of benefit per Cardholder available during the Credit Card Travel Protection Insurance Policy Period. 
Cardholder(s) means all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issued an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secondary or additional Cardholders on the same account, in the 
Taiwan and where such Eligible Card is issued by a participating Issuer. 
Child or children means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son or daughter, biological offspring, stepchildren and directly and biologically related children born 
outside of marriage aged above 6 months and under eighteen (18) years of age (or under twenty three (23) years of age if a full time student), unmarried 
and primarily dependent on the Insured Person for support. 
Common Carrier means any land, sea or air travel arrangements for a scheduled tour, trip or cruise to any location pre-pai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means the city in which You are residing.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means the city in which You are residing. 
Country of Departure means the country from which You first departed for Your Trip as per Your Travel Itinerary.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Country of Residence means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currently residing and hold a valid residency visa or where You 
were born. 
Covered Trip means an Insured Person’s land, sea or air travel arrangements for a scheduled tour, trip or cruise pre-pai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that starts 
from the country of the Eligible Card issuance. Covered Trip will be from the departure date to the return date as shown on the ticket purchas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subject to a maximum of 180 days. This includes planned and pre-paid domestic trips only beyond 100 kilometers from Your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Domestic Helper means a full-time worker with a valid work permit and sponsored by the Cardholder under a written contract of domestic services. 
Eligible Card means the [insert card name] cards issu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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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le Cardholders means those Cardholders aged between 18 years and 69 years with Eligible Cards that are valid,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not 
cancelled, suspended or delinquent)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of Covered Trip who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eive payment or such other benefit as is provided 
for in the Policy. 
Excess or Deductible means the amount of expenses or the number of days of each and every Loss payable by You before the Policy benefits become 
payable. 
Family means the Spouse and up to 3 Children. 
One-way Trips means the following benefits end seven (7) days after Your arrival at Your final destination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1. Emergency Medical Expenses; 
    2.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Transportation expenses; 
    3. Emergency Dental Treatment; 
    4. Repatriation of Mortal Remains; and 
    5. Hospital Daily Cash Benefit. 
All other benefits will expire forty-eight (48) hours after Your arrival at Your final destination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Policy means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Policyholder. 
Policy Period means Policy coverage period commencing of the inception date and ending of the expiration date as specifi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Hospital means a place that:  

1. holds a valid license (if required by law);  

2. operates primarily for the care and treatment of Sick or injured persons;  

3. has a staff of one or more Physicians available at all times;  

4. provides 24-hour nursing service and has at least one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nurse on duty at all times;  

5. has organized diagnostic and surgical facilities, either on premises or in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the Hospital or a pre-arranged basis; and  

6. is not, except incidentally, a clinic, nursing home, rest home, or convalescent home for the aged, or a facility operated as a drug and/or alcohol 
treatment center. 

Injury means a bodily injury caused solely and directly by violent, accidental, external and visible means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dependently of all other 
causes occurring during a Covered Trip while the Policy is in effect. 
Insured Person(s) means an Eligible Cardholder or other eligible person(s) who are defined as being eligible under each program’s “Who is Covered” 
provision in this guide. 
The Policy offers coverage only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ordinarily resident in the Taiwan where the Eligible Card was issued. 
Insured Events means an occurrence which is outlined in the Benefits as a circumstance for which coverage is provided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a Covered 
Trip. Insured Events include those that occur during acts of Terrorism.  
Insurers/We/Us means the Insurers tha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ravel Insurance to cardholders in their country of registration, in this ca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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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r means a Bank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like entity) that is admitted and/or authorized by the Policyholder to operate a credit or debit card program 
in the Taiwan and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vel Insurance offering to Cardholders. 
Major Travel Event means: 

1.Natural Disaster; 
2.epidemic or pandemic as at a Phase 4 level or higher as declar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r for which a warning against non-essential travel is 

issued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or territory You are travelling to; 
3.major industrial accident; 
4.Civil Unrest, Riot or Commotion resulting in cancellation of scheduled Common Carrier services or in a relevant government warning against 

non-essential travel; 
5.Strike resulting in cancellation of scheduled Common Carrier services; or 
6.any event leading to airspace or multiple airport closures. 

Medically Necessary means medical services or supplies which: 
1.are essential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or care of the covered loss under the applicable benefit for which it is prescribed or performed; 
2.meets general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3.is ordered by a Physician and performed under his or her care, supervision or order. 

Natural Disaster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yphoons, hurricanes, cyclones or tornados), fires, floods, tsunamis, volcanic 
eruptions, earthquakes, landslides or other convulsion of nature or by consequences of any of the occurrences mentioned above. 
Overseas means beyond the territorial limits of Your Country of Departure or Country of Residence as applicable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from where 
You originally depart as per Your travel itinerary, but in no circumstance includes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Per Cover Lim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payable under any single Cover per Cardholde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Physician means a doctor of medicine or a doctor of osteopathy licensed to render medical services or perform surge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such professional services are performed, however, such definition will exclude chiropractors, physiotherapists, homeopaths and 
naturopaths. 
Policyholder means the entity who has applied for this insurance to Us, and whose application has been accepted by Us.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means a condition for which medical care, treatment, or advice was recommended by or received from a Physician or 
which first manifested or was contracted within a period up to 12 months preceding the Covered Trip. 
Quarantine means a restriction on movement or travel placed by a medical o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in order to stop the spread of a communicable 
disease. 
Sickness means illness or disease of any kind contracted and/or commencing during a Covered Trip. 
Spouse means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legally married husband or wife between the ages of eighteen (18) years and sixty-nine (69) years. 
Territory means the counties in which Eligible Cards are issued, in this case, Taiwan. 
Terrorist Act means the use or threatened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gainst person or property, or commission of an act dangerous to human lif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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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or commission of an act that interferes with or disrupts an electronic or communication system, undertaken by any person or group, whether or 
not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any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government, power, authority or military force, when the effect is to intimidate, coerce 
or harm a governmen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r any segment thereof, or to disrupt any segment of the economy. Terrorism shall also include any act 
which is verified or recognized as an act of terrorism by the government where the event occurs. 
War means any declared or undeclared war or any warlike activities, including use of military force by any sovereign nation to achieve economic, 
geographic, nationalistic, political, racial, religious or other ends. 
II. INSURANCE COVERAGE  
The Insurance Coverage which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is detailed in the sections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limits set out 
in the POLICY SCHEDULE.  
1. TRAVEL ACCIDENT COMMON CARRIER & TRAVEL INSURED JOURNEY INSURANCE 
Eligible Cardholders can benefit from comprehensive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1.   Definitions Travel Accident: 
Exposure and Disappearance means if an Insured Person suffers a Loss resulting from being unavoidably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due to a covered 
Accident, it will be covered as if resulting from an Injury. If the body of an Insured Person has not been found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forced landing, 
stranding, sinking or wrecking of a conveyance in which the Insured Person was a passenger, then it shall be deemed the Insured Person has suffered loss 
of Life.  
Limb means entire arm or entire leg. 
Loss means for:  

a. hand or foot means actual severance through or above the wrist or ankle joints;  
b. eye means entire and irrecoverable loss of sight;  
c. thumb and index finger mean actual severance through or above the joint that meets the hand at the palm;  
d. speech or hearing means entire and irrecoverable loss of speech or hearing of both ears.  

Member is defined as one hand; one foot; sight of one eye; speech; or hearing in both ears.  
Principal Benef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payable for: accidental loss of Life; two (2) or more Members. 

2.   Who Is Cover 
An Eligible Cardholder, his Spouse and Children, whether traveling together or separately. 

3.   To Get Coverage 
Coverage is provid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entire cost of the Common Carrier passenger fare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Eligible Card and/or has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Your card (i.e. mileage points for travel). 
TRAVEL ACCIDENT COMMON CARRIER 
Provides Common Carrier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against Accidental Death, Dismemberment (including loss of sight, speech & hearing) while 
travelling on a Common Carrier if tickets are purchas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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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provided for Covered Trips on a Common Carrier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2.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provided for Covered Trips on a Common Carrier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domestic flights outside of Your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3. A trip commences when the Insured Person boards a Common Carrier 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on such trip and continues until such time as the 
Insured Person alights (departs) from the Common Carrier.  

Schedule of Losses 
For Loss of: Percentage of the Principal Benefit: 
Life 
Two Members 
One Member 
Thumb and Index Finger of Same Hand 

100% 
100% 
50% 
25% 

TRAVEL ACCIDENT INSURED JOURNEY 
Provides Insured Journey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after You disembark from the Common Carrier at the destination of the trip (as designated on 
the passenger ticket), against Accidental Death, Dismemberment (including loss of sight, speech & hearing), 24 hours/day worldwide. 
This coverage is meant to complement and not duplicate the Common Carrier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provided above. 

1.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for Insured Journey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international trips. 

2.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for Insured Journey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domestic trips outside of Your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3. The coverage of an Insured Journey begins when You alight from (leave) a Common Carrier while on a Covered Trip and ends when You board 
a Common Carrier on a Covered Trip, whichever occurs sooner. 

4. A trip commences when the Insured Person boards a Common Carrier 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on such trip and continues until such time as 
the Insured Person alights (departs) from the Common Carrier.  

Schedule of Losses 
For Loss of: Percentage of the Principal Benefit: 
Life 
Two Members 
One Member 
Thumb and Index Finger of Same Hand 

100% 
100% 
50% 
25% 

4.   Coverage Conditions/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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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covered Loss must occur within 365 days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b. In the event that You have multiple Losses due to the same Accident, only one (1) payment, the largest, will be paid; 

c. Coverage extends to Exposure and Disappearance; 

d. Los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cts of Terrorism (defined herein) are included; 

e. Once the limit of [insert number] is reached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no further payment is made for the Travel Accident & Insured Journey insurance. 

5.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avel Acciden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fatal or non-fatal,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loss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olly or partly by medical or surgical 
treatment except as may be necessary solely as a result of Injury. 
2. TRAVEL MEDICAL BENEFITS 
We will pay the usual 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 for 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not due to a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sustained by an 
Insured Person while travelling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1. Who is Covered 
An Eligible Cardholder, his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whether traveling together or separately on a Covered Trip. 
2. To Get Coverage 
Coverage is provid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entire cost of the Common Carrier passenger fare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Eligible Card; or has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Your card (i.e. mileage points for travel).  
3. Key Features 

a. Trips are covered for travel worldwide. 
b. Coverage is provided for Injury or Sickness, even if it is not an emergency. 
c. Medical Expense coverage up to a maximum benefit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d. No limitation on the number of trips. 
e. Coverage is provided for both, one-way or round-trip travel. 
f. Covered losse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cts of Terrorism are included.  

MEDICAL EXPENSES 
If You suffer an Injury or Illness and need medical attention while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benefits are provided for 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This coverage provides a maximum benefit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1. 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include: 

a. The services of a Physician including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surgery by a Phy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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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harges made by a Hospital for room and board, floor nursing and other services, including charges for professional services, except personal 
services of a non-medical nature, provided, however, that expenses do not exceed the Hospital’s average charge for semi-private room and board 
accommodation; 

c. Anesthetics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x-ray examinations or treatments, and laboratory tests, the use of radium and radioactive isotypes, oxygen, 
blood transfusions, iron lungs and medical treatment; 

d. Ambulance Services; 

e. Dressings, drugs, medicines and therapeutic services and supplies that can only be obtained upon a written prescription from a Physician or surgeon; 
and 

f. Dental Treatment resulting from injuries sustained to sound, natural teeth subject to a maximum of [insert number] per tooth. 
The charges for services enumerated above shall not include any amount of such charges that are in excess of regular and customary charges or excluded. 
Regular and Customary means the charge for the services and supplies for which the charge is made if it is not in excess of the average charge for such 
services and supplies in the locality where received, considering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the Sickness or Injury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such services 
and supplies are received. 
If the charge incurred is in excess of such average charge, such excess amount shall not be recognized as covered expenses. All charges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urred on the date such services or supplies which give rise to the expense or charge are rendered or obtained.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Medical Expense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Medical Expense” benefits are not payable for any losses, fatal or non-fatal, which are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 a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as defined herein; 

b. services, supplies or treatment, including any period of hospital confinement, which was not recommended, approved and certified as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by a Physician;  

c. routine physicals, laboratory diagnostic, x-ray examinations or other examinations, except in the course of a disability established by the prior call or 
attendance of a Physician; 

d. Electiv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the result of an accident; 

e. dental care, except as the result of injury to sound, natural teeth caused by accident while the Policy is in effect; 

f. Expense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weak, strained, or flat feet, corns, calluses, or toenails; 

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ne; 

h. Deviated septum, including sub mucous resection and/or other surgical correction thereof; 

i. Organ transplants that competent medical professionals consider experimental; 

j. Well childcare including exams and immunizations; 

k. Expenses which are not exclusively medical in nature. 

l. Any expenses incurred in Country of Residence. 



 

第 591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m. Eyeglasses, contact lenses, hearing aids, and examination for the prescription or fitting thereof, unless Injury or Sickness has caused impairment of 
vision or hearing; or 

n. Treatment provided in a government hospital or services for which no charge is normally made; 

o. Mental, nervous, or emotional disorders or rest cures; 

p. Pregnancy and all related conditions, including services and supplies related to the diagnosis or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or other problems related to 
inability to conceive a child; birth control, including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devices. 

MEDICAL EVACUATION 
1.   We will pay up to the maximum combined benefit of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covered expenses due to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 or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if 
incurred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An Emergency Evacuation must be ordered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or a Physician who 
certifies that the severity or the nature of Your Injury or Sickness and warrants Your Evacuation. 
Covered expenses are thos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medical services and medical supplies necessarily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Emergency Evacuation. All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s made for evacuating You must be by the most direct and economical route possible. 
Expenses for Transportation must be:  

a. recommended by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b. required by the standard regulations of the conveyance transporting You; and  
c. arranged and authorized in advance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2.   Definitions 
Emergency Evacuation means:  

a. Your medical condition warrants immediate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injured or sick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where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can be obtained; or 

b. after being treated at a local Hospital, Your medical condition warrants transportation to Your current place of residence; or  
c. both (a) and (b) above. 

Transportation - means any land, water or air conveyance required to transport You during an Emergency Evacuation. Transportation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ir ambulances, land ambulances and private motor vehicles.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We will pay benefits for covered expenses reasonably incurred while travelling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to return Your body to if 
You die. Benefits will not exceed the combined maximum limit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both the Medical Evacuation and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Covered expens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expenses for:  

 embalming;  

 cre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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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ins; and  

 transportation. 
These expenses must be authorized and arranged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and You or Your Family must contact the numbers listed in the 
Customer Service Section.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If You are hospitalized as an Inpatient, due to Injury or Illness while outside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a benefit of [insert number] per day per 
person for each continuous 24hour period that you have to spend in hospital as an Inpatient and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sert number] consecutive 
days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for each day an 
Insured Person is hospitalized. The Hospital confinement must be recommended by a Physician. 
1. Definitions 
Inpatient means an Insured Person who is confined to a Hospital, under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Physician, and for whom a room and board 
charge is made.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b. Hospitalization in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c. Pregnancy and resulting childbirth, miscarriage or disease of the female organs of production;  
d. Routine physical exams; 
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a result of Injury;  
f. Any mental or nervous disorder or rest cures.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1.  We will pay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day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er person for up to [insert number] consecutive days, if while 
Overseas, You test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as a result are unexpectedly placed into mandatory Quarantine outside of the Territory. 
We will pay the amount specified above to cover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accommodation costs, meals or other expenses directly related to Quarantine. 
Any claim for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shall be offset against any amount We have paid or are liable to pay under Travel 
Cancellation or Travel Curtailment in respect of the same event.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This benefit will not apply where Quarantine measures are mandatory for all arriving passengers or Quarantine mandates exist for all passengers from 
a particular country/region of origin;  

b.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if You are travelling against a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 doctor's advice, or any claim arising from You acting in a way that 
goes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doct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ling with COVID-19 symptoms). 

3. TRIP INCONVENIENCE PROTECTION 
Eligible Cardholders may benefit from peace of mind knowing that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expenses paid in advance are covered if a trip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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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xpectedly cancelled or delayed. 
1. Who Is Covered: 
An Eligible Cardholder, his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whether traveling together or separately. 
2. To Get Covered: 
Coverage is provid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entire cost of the Common Carrier passenger fare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Eligible Card; or has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Your card (i.e. mileage points for travel).  
Coverage is effective only if the trip is purchased before the Insured Person becomes aware of any circumstance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cancellation of 
his/her journey. 
TRIP CANCELLATION 
1.   We will pay loss of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deposits up to a maximum limit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prior to the Contracted Date of Departure Your trip is cancelled and You are 
prevented from taking the Trip due to: 

a.  a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to You;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b.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 that cancels the scheduled departure of a Common Carrier; or  
c.  security reasons or mandatory evacuation at destination; or 
d.  serious loss in the home or business owned by the Insured due to fire, explosion and flood that makes the property uninhabitable, as well as theft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terior of the property, in which there are traces or visible traces of said event and material 
damage to the property as a result of the use of force used in the theft committed; or 

e.  co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suffer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Spouse that endanger the health or life of those involved; or 
f.  immovable summon as a party or witness before a civil, Family, labor or criminal court; or 
g.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sured presents or receives a separation or divorce claim that requires the insured to be present on court audiences; or 
h.  unexpected loss of the Insured's Formal Employment; or 
i.  lo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of the Insured due to Assault or Theft, and in which ca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recover them in order to make the 

Trip, or 
j.  requirement to jo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country. 

2.   Cancella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unused, non-refundable cancellation portion of the Hotel cost and/or the Common Carrier ticket cancellation charges 
provided that You booked and paid for these costs before such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ccurred. 
3.   Special Notification of Claim: 
You must notify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a Trip Cancellation.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additional penalty charges incurred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imposed had You notified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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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finit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means a person's legal spouse; children; children-in-law; siblings; siblings-in-law; parents; parents-in-law;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legal guardian, ward; step or adopted children; step-parents; aunts, uncles; nieces, and nephews, who reside in The Country of Residence. 
Prevented from taking the Trip means: 

1.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a Physician has recommended that due to the severity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condition it is Medically Necessary that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cancels the Trip.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must be under the direct care and attendance of a physician. 

2.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the severity or acuteness of their 
condition or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at condition is/are such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must cancel the Trip. 

Serious Injury or Sickness means one which requires treatments by a legall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certified by the practitioner as unfit to travel or continue with his/her original journey. 
Travelling Companion means up to two (2) person(s) who is/are booked to accompany You on the Trip. 
5.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Cancel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Claims arising from depression or anxiety, mental or nervous disorder, alcohol or drug abuse, addiction or overdose; 
b. Claim arising from electiv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c. Claims arising from pregnancy and all related conditions; 
d.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TRIP CURTAILMENT 
1. We will pay loss of deposits up to a maximum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prior to the Contracted Date of Return, Your Trip is cancelled and You a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 Trip due 
to: 

a.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to: You;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b. co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suffer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Spouse that endanger the health or life of those involved. 
c.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sured presents or receives a separation or divorce claim that requires the insured to be present on court audiences. 
d. unexpected loss of the Insured's Formal Employment. 
e. requirement to jo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country. 

2. Interrup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unused, non-refundable, cost of travel arrangements pre-paid to the Hotel and/or the Common Carrier ticket, less the value 
of applied credit from unused return travel ticket, to return home or rejoin the Land/Sea Arrangements. This benefit is limited to the cost of one-way 
economy airfare by scheduled carrier and is subject to the Per Cover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3. Accompaniment of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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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You are travelling alone with a minor up to 15 years old and You a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 Trip due to a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resulting in 
the minor being left unattended, We will pay the cost of a round trip economy airfare ticket in a scheduled carrier from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for an 
adult designated by Your family to accompany the minor back to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These expenses must be authorized in advance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and You must contact the numbers listed in the Customer Service 
Section. 
4. Special Notification of Claim 
You must notify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a Trip Interruption claim.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additional penalty charges incurred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imposed had You notified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5. Definit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means a person's legal spouse; children; children-in-law; siblings; siblings-in-law; parents; parents-in-law;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legal guardian, ward; step or adopted children; stepparents; aunts, uncles; nieces, and nephews. 
Injury or Sickness means one which requires treatments by a legall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certified 
by the practitioner as unfit to travel or continue with his/her original journey.  
Travelling Companion means up to two (2) person(s) who is/are booked to accompany You on the Trip. 
Unable to continue the Trip means: 

a.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a Physician has recommended that due to the severity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condition it is Medically Necessary that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interrupt the Trip.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must be under the direct care and attendance of a Physician. 

b.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the severity or acuteness of their 
condition or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at condition is/are such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must interrupt the Trip. 

6.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Curtailmen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Claims arising from depression or anxiety, mental or nervous disorder, alcohol or drug abuse, addiction or overdose; 

b. Claim arising from electiv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c. Claims arising from pregnancy and all related conditions; 

d.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TRIP POSTPONEMENT 
If the Trip is postponed due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unexpected events occurring within 60 days (except item (c)) before the date of departure of the Trip: 

a. Major Travel Event that prevents You from travelling to Your main destination(s) as scheduled and outlined in Your Trip itinerary; 
b.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or Serious Sickness or compulsory quarantine of You or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c. serious damage to Your permanent place of residence in the Territory arising from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ing after the issue date of the Policy and 

within one (1) week before the date of departure of your Covered Trip and which requires You to be present at Your permanent place of residence on 
the date of departu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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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itness summons. 
We will pay, up to the limit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the resulting administrative charges to postpone the Trip: 

a. which full payment was made by You; 
b. for which You are legally liable; and 
c. which are not recoverable from any other source. 

1. Definitions 
Serious Injury or Serious Sickness means one which requires treatments by a legall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certified by the practitioner as unfit to travel or continue with his/her original journey.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Postponemen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loss or charges: 

a.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r control; 
b. caused by cancellation by the Common Carrier or any other provider of the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c. that is covered by any other existing insurance scheme or government program; 
d. which will be paid or refunded by a hotel, airline, travel agent or any other provider of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e. should this insurance be purchased less than 3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departure (date of departure inclusive) (with the exception of Your death or 

the death of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Travel Companion caused by an Accident); 
f. that results from a Major Travel Event which was publicly known at the time You booked Your Trip or purchased this insurance, whichever occurs last; 

and/or  
g. being compensation for any air miles or holiday points You used to pay for the Trip in part or in full.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coverage continues to have force and effect with regards to other Insured Persons who continue with the Trip as scheduled. 
TRIP DELAY COVERAGE 
1.   We will pay benefits for Trip Delay, if Your Trip is delayed for at least [insert number] hours and the delay is caused by: 

a. inclement weather, which means any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 that delays the scheduled departure of a Common Carrier; or  
b. equipment failure of a Common Carrier, which means any sudden, unforeseen breakdown in the Common Carrier's equipment that caused a delay or 

interruption of normal trips; or  
c. an unforeseen strike or other job action by employees of a Common Carrier, which means any labor disagreement that interferes with the normal 

departure and arrival of a Common Carrier; or  
d. operational reasons at the departure airport due to air traffic restrictions or airline's control.  

This coverage provides benefits up to a maximum of [insert number] for losses in total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as a result of a delay of at least [insert number] consecutive hours from the time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supplied to the Insured Person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Common Carrier in which the Insured Person had arranged to travel to.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expenses for meals and lodging which were necessarily incurred as the result of this delay and which were not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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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to you by the Common Carrier or any other party free of charge.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Delay,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Trip Delay coverage shall not include benefits for: 

a.  Any los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ue to any delay which was made public or known to You prior to the date the original trip was booked. 

b.  Any Common Carrier ticket purchased no less than twenty-four (24) hours before the original departure time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c.  Any Common Carrier ticket where flight information is not confirme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or purchased in connection with unlimited flights 
promotion from any Common Carrier or any third party service provider.  

MISSED CONNECTION COVERAGE 
1.   We will pay you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you miss your flight connection due to the delay in arrival or cancellation of your previous flight. We will reimburse your reasonable 
extra expenses for travel, accommodation and meals to enable you to continue your pre-booked trip. 
For avoidance of doubt, the previous and missed flights must be on the same itinerary.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Missed Conn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Any claims arising due to a Natural Disaster. 
b. Any claims where you have not obtained written confirmation from the airline company or authority stating the reason for the delay and how long 

the delay lasted. 
PERSONAL LIABILITY ABROAD 
1.   We will indemnif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legal liability to a third party arising during the Trip as a result of: 

a. death or Injury to any third party; or 
b.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of any third party.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Personal Liability Abroad,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 Property belonging to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or employer or deemed by law to be your employee; 
b. liability to any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or employer or deemed by law to be your employee; 
c. property belonging to You or in your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d. any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contract; 
e.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Your willful, malicious or unlawful acts; 
f.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the ownership, possession or use of vehicles, aircraft, watercraft, firearms or 

animals; 
g.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ownership or occupation of land or buildings (other than occupation only of any 

temporary residence); 
h.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the undertaking or pursuit of any trade, business or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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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any criminal acts; 
j. legal costs resulting from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k. Your participation in any motor rallies, or car, motorcycle, boat or aerial racing; 
l. judgments which are not in the first instance delivered by or obtained from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within the Territory; and/or 
m. punitive, aggravated or exemplary damages.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Our liability, You must not make any offer or promise of payment or admit any liability or fault to any other party or 
become involved in any litigation without our written approval. 
4.   LUGGAGE PROTECTION 
PERSONAL BAGGAGE INCLUDING LAPTOP COMPUTER 
1.   We will pa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loss of or damage sustained whilst a Covered Trip to personal baggage taken or 
purchased where such loss or damage is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Your control at the planned destination, including Natural Disasters. This includes 
compensation for Your clothing and personal effects which are stored in the personal baggage that is lost or which are worn or carried on You. All items 
must be owned by You or in Your custody or which is loaned or entrusted to You. 
In the event any of Your article of personal baggage is proven to be beyond economical repair,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will be treated as if the article had 
been lost.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more than [insert number], in respect of any one article or pair or set of articles. The limit of liability for a Laptop 
Computer is [insert number] and only for one Laptop Computer for every Covered Trip.  
We will not pay more than a combined maximum limit of 10% of the maximum stated above for the following:  

a. jewelry, watches, articles consisting in whole or in part of silver, gold or platinum;  
b. furs, articles trimmed with or made mostly of fur;  
c. cameras, including related camera equipment; 
d. other electronic equipment 

A pair or set of items is treated as one item (e.g. a pair of shoes, a camera and its accompanying lens and any accessories even if purchased separately and 
are of different brands, a set of diving gear and any accessories even if purchased separately and are of different brands). 
We may, at Our sole discretion and option, make payment or reinstate or repair the damaged personal baggage. All claim settlements will be subject to 
due allowance for wear and tear and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may not be applied to electronic items that are purchased less than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if You can produce supporting documents (i.e. original receipts or original warranty cards) for claims. 
The loss must be reported to the police or relevant authority such as hotel and airline management or other service provider having jurisdiction at the 
place of the loss within 24-hours of the incident. Any claim must be accompanied by written documentation from such authorities. You must take every 
possible step and reasonable precaution to ensure: 

a. that Your baggage or personal effects are not left unattended in a Public Place; and 
b. the safety of all personal property and baggage. 

Claims that result from You losing Your baggage or it being damaged while being held by an airline or service provider should be made to the airlin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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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provider first or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in place. Any payment under the Policy shall be made upon proof of compensation 
received from the airline, service provider or other insurer or where such compensation is denied, proof of such denial.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Personal Baggage Including Laptop Computer,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a. for the following classes of property which are excluded from coverage: animals, motor vehicles (including accessories), motorcycles, boats, motors, 
any other conveyances, snow skis, boards or toboggans, fruits, perishables and consumables, household effects, antiques, artifacts, paintings, 
objects of art, computers (including handheld computers, software and access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Laptop Computers as provided herein 
above), manuscripts, Jewelry, gem stones, watches, contact or corneal lenses, securities, musical instruments, bridges for tooth or teeth,  
dentures; 

b. caused by wear and tear, gradual deterioration, moths, vermin, inherent vice or damage sustained due to any process or while actually being 
worked upon resulting in such loss or damage; 

c. to property which does not affect the fitness for use or purpose or functionality of such property; 
d. to hired or leased equipment and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resul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civil war,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in hindering, combat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such an occurrence, seizure or 
destruction under quarantine or customs regulations, confiscation by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or risk of contraband or illegal 
transportation or trade; 

e. to property insured under any other insurance policy, or reimbursed by any other carrier, hotel or any other party; 
f. to Your property sent in advance, mailed or shipped separately; 
g. to Your property left unattended in any Public Place; 
h. resulting from Your failure to take due care and precaution for the safeguard and security of such property; 
i. resulting from Your willful act, omission, negligence or carelessness; 
j. arising from confiscation or retention by customs or other officials; 
k. of business goods or samples or equipment of any kind; 
l. to data recorded on tapes, cards, discs or otherwise; 
m. to cash or cash equivalents, bank notes, casino chips, vouchers, cash card, bonds, coupons, stamp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itle deeds, 

manuscripts, securities of any kind, loss of credit cards or replacement of credit cards, Identity Cards (IC) and driving licenses, travel documents 
except as provided for in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Section; 

n. or derangement or breakage of fragile or brittle articles; and/or 
o. resulting from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of such property. 

Note: The Policy will only pay for any claim under Baggage Loss or Baggage Delay for the same event. 
COMMON CARRIER BAGGAGE DELAY 
1.   We will pay You,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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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details), if Your Checked Baggage is delayed or misdirected by a Common Carrier for more than [insert number] hours from the time You arrive at the 
destination stated on Your ticket until the time it arrives. Coverage for delayed Luggage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Insured Person’s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You must be a ticketed passenger on a Common Carrier. Additionally, all claims must be verified by the Common Carrier who must certify the delay or 
misdirection. 
2. Definitions 
Checked Baggage means a piece of baggage which was checked in and in the custody of a Common Carrier and for which a claim check has been issued to 
You by a Common Carri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means buses, trains and other forms of group transportation that transport the public, charge set fares, and operated on established 
routes between Airports and Hotels. 
Limitation 
If up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it is later determined that Your baggage checked with the Common Carrier has been lost, any amount claimed and paid to You 
under the baggage delay policy section will be deducted from any payment due You under the baggage lost policy section.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1.   We will pa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the cost of obtaining replacement passports, travel tickets and visa, if any, 
which have been lost as well as additional travel expenses and hotel accommodation incurred whilst on a Covered Trip outside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to replace such lost travel documents. Such loss must be due to robbery, burglary, theft or Natural Disasters whilst on a Covered Trip. 
Where replacement passports which have been lost whilst on a Covered Trip are to be obtained upon Your return to the Territory, We will pa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only for the cost of obtaining such passports excluding any transport or other incidental costs incurred in the 
Territory. 
If as a result of robbery, burglary, theft or Natural Disasters You experience a loss of cash, travelers’ cheques or banknotes which were on your person, or 
properly secured in a locked safe or strongroom or under your active supervision when the event occurs during a Trip, We will pay for the actual loss up to 
[insert number], provided that such loss i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or relevant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at the place of the loss no later than 24-hours 
after the incident. Any claim must be accompanied by written documentation from the police or such other authorities.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shortage due to exchange rate or depreciation in value and for loss of travelers’ cheques not immediately reported to the local 
branch or agent of the issuing authority. 
III. GENERAL EXCLUSIONS 
The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Intentionally self-inflicted injury, suicide or any attempt thereat while sane or insane; nor  
2. War, civil war, invasion, insurrection, revolution, use of military power or usurpation government o or military power; nor 
3. any period an Insured Person is serving in the Armed Forces of any country or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whether in peace or war;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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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ss sustained or contracted in consequence of an Insured Person being intoxicated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y narcotic or drug unless 
administered on the advice of a physician; nor  

5. any loss of which a contributing cause was the Insured Person's attempted commission of, or willful participation in, an illegal act or any violation or 
attempted violation of the law or resistance to arrest by the Insured Person; nor  

6. Any loss sustained while flying in any aircraft or device for aerial navigation except as specifically provided herein; nor  
7. congenital anomalies and conditions arising out of or resulting there from, hernia or dental treatment except to sound natural teeth as occasioned 

by injury; nor  
8. flying in any aircraft owned, leased or opera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sured Person or any member of an Insured Person's household; nor  
9. driving or riding as a passenger in or on (a) any vehicle engaged in any race, speed test or endurance test or (b) any vehicle being used for acrobatic 

or stunt driving; nor  
10. any claim caused by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or malignant neoplasm, or any other sickness condition, if, at the time of the claim, the Insured Person 

had been diagnosed as having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RC (AIDS Related Complex) or having an antibody positive blood test 
to HIV (Human Immune Virus); nor 

11. the use, release or escape of nuclear material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ults in nuclear reaction or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nor 
12.  the release, dispersal or Application of pathogenic or poisonous biological or chemical materials; nor 
13. Any loss sustained while the Insured person i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fessional sports, winter sports, or in sky diving, parachuting, hang gliding, 

bungee jumping, scuba diving, mountain climbing, potholing; nor 
14. any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or congenital anomalies or any complication arising there from; nor 
15. any sickness, disease, illness and any complications arising there from, unless specifically covered in the Policy; nor 
16. Traveling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physician; nor 
17. any terrorist or member of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llegal drug traffickers, or purveyor of nuclear, chemical or biological weapons, nor 
18. planned or actual travel in, to, or through Cuba, Iran, Syria, Sudan, North Korea, or the Crimea region or actual travel in, to, or through Afghanistan 

or Iraq. 
COVID-19 COVERED CONDITIONS AND EXCLUDIONS 

Benefit Covered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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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Expenses /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 /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If You are diagnosed with COVID-19 whilst Overseas, We will pay up to th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the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medical costs incurred during your Covered 
Trip, as a result of You contracting COVID-19 during Your Trip. 
Included within the Medical Expenses benefit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if You 
contract COVID-19 during Your Trip, We will cover the cost of emergency evacuation if 
deemed medically necessary. 
This benefit includes the cost of returning Your body or Your ashes to the Territory up to th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if You are travelling against a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 doctor's 
advice, or any claim arising from You acting in a way that goes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doct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ling with COVID-19 symptoms). 
In all cases, You or someone on Your behalf must contact Our assistance Department 
immediately.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The Policy will only pay for a claim in respect of either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or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for the same event, but not both.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Please note: This benefit is only payable for the time that You are placed into an unexpected 
mandatory Quarantine Overseas and ceases if You are required to Quarantine upon Your 
return to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This amount is meant to help You pay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accommodation costs directly related to Your Quarantine. 
What you are covered for: 
We will pay up to the amount shown in the Policy Schedule if while on an Overseas Trip, You 
are unexpectedly placed into a mandatory Quarantine outside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by a 
written order of a governmental body for one of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You test positive for COVID-19; or  

 Such governmental body identifies You or any Travelling Companion, specifically, as 
having been exposed to the corona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We will pay to cover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accommodation costs directly related to such 
Quarantine up to the amoun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up to 14 consecutive days. 
What you are not covered for under this s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exclusions set out in the General Exclusions section,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or expenses arising out of, based upon, or attributable to any Quarantine 
mandate that generally or broadly appl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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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arriving/transiting passengers, or all arriving/transiting passengers from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area of origin; 

 all individuals currently located in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area; 

 all passengers, or a sub-group of passengers that is broader than just You and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in any Common Carri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e General Conditions section apply to all benefit 
sections. 
Claims evidence required for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Proof of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if applicable 

 Proof of a Quarantine mandate issued by a governmental body 

 Proof of Your Hospital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dates and times, if hospitalized 

 Proof of travel (confirmation invoice, travel tickets) 
Please note: We may require o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Claim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ase We will request this from You. 

Travel Cancellation  We will pay up to the amount shown in the Policy Schedule in the Policy if the cancellation of 
Your Covered Trip, for which You have paid under a contract and which is not refundable, is 
necessary and unavoidable as a result of You or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being 
diagnosed with COVID-19 prior to the scheduled Trip departure date. 
We will not cover any Travel Cancellation solely due to epidemic- or pandemic-related travel 
advisories issued by governments, health authorities 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y or 
for destination country or origin country. 
We will not cover any Travel Cancellation resulting solely from border closures, Quarantine or 
other government orders, advisories, regulations or directives. 
We will not cover Travel Cancellation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because of disinclination to 
travel, change of mind or fear of travelling. 
We will not cover Travel Cancellation if an airline, hotel, travel agent or any other provider of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has offered a voucher or credit or re-booking of the Covered Trip 
for cancellation refund or compensation.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if You are travelling against a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 doctor's 
advice, or any claim arising from You acting in a way that goes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doct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ling with COVID-19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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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Curtailment We will pay up to the amount listed in the table of benefits in the Policy if the disruption of 
Your Covered Trip is necessary and unavoidable because You or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are diagnosed with COVID-19 while travelling and need to return to the Territory 
earlier than planned. In that event, We will cover: 

1.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expenses for which You have 
paid, and which are not refundable. 

2.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additional travel costs to return back to Singapore. 
We will not cover Travel Curtailment resulting solely from border closures, Quarantine or 
other government orders, advisories, regulations or directive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if You are travelling against a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 doctor's 
advice, or any claim arising from You acting in a way that goes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doct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ling with COVID-19 symptoms). 

Travel Delay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Travel Delay if You fail a COVID-19 related test or a medical screening 
at the airport. 

IV. DUTIES AFTER LOSS 
GENERAL PROCEDURE – HOW TO FILE A CLAIM 
Notice of Service request / Claim (non-medical emergency claims on re-imbursement basis) 
Written notice of service request / claim must be given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Failure to give notice to the claims 
department listed below,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may result in a denial of the claim.  
To file a claim, log on to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  or send a claim notification to: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8F, No.49, Guanqian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Tel.: +886 2 23120923 
Email: claims_mastercard@tfmi.com.tw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should be followed: 
1) You (cardholder) or the beneficiary or someone legally acting on behalf of either, must notify us as required in the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or your 

claim may be denied - Upon receipt of a notice of claim, the or Insurance Company, will furnish to a claimant the necessary Claim Form(s) along with 
instructions; 

2) Complete the Claim Form(s) in its entirety; 
3) Submit all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etc.), as outlined in this section no later than the Submission Period. 

Please note, there may b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quested at times in order to process your claim.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or 
the claim may not be processed.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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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ssistance with filing a claim, please contact the numbers listed above. 
TRAVEL ACCIDENT & INSURED JOURNEY CLAIMS: 
Common Carrier – International Trips / Common Carrier Domestic Trips / Insured Journey – International Trips / Insured Journey Domestic Trips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Completed Claim Form and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 death certificate and/or attending physician statement or autopsy report; 
b)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confirming the full passenger fare for the Covered Trip had been charged to the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copies of Common 

Carrier ticket(s) and receipts. 
c)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claim. 

TRAVEL MEDICAL BENEFIT CLAIMS: 
Medical Expenses (Injury or Sickness) /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 &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Documentation detailing the nature of injury or sickness with a breakdown of expenses, including certified copies of medical evidence reports, 
attending physician statements, medical receipt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b)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confirming the full passenger fare for the Covered Trip had been charged to the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copies of Common 
Carrier ticket(s) and receipts; 

c) Proof of Your Hospital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dates and times, if hospitalized; 
d)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claim. 
e) Claims evidence required for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section may include: 

- Proof of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if applicable; 
- Proof of a Quarantine mandate issued by a governmental body; 

Please note: We may require o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Claim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ase We will request this from You. 
TRIP INCONVENIENCE PROTECTION CLAIMS:  
Trip Cancellation / Trip Curtailment / Trip Postponement / Trip Delay / Missed Connection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Documentation detailing the reason for cancellation or delay, including evidence of the nature of Serious Injury or Sickness such as cer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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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es of medical evidence reports, attending physician statements, medical receipt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b)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confirming the full passenger fare for the Covered Trip had been charged to the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copies of Common 

Carrier ticket(s) and receipts; 
c)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claim. 
d) Receipts showing the non- refunded amount/ confirmation of the non-refunded amount due to the trip cancelation/ trip curtailment; 
e) Additional Documents Required for claims, if applicable: 

- Invoices and receipts for your expenses; 
-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the airline company or authority confirming the reason for your late arrival and the length of the delay. 

Personal Liability Abroad Claims: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1. Contact the Assistance Services within 24 hours of your experiencing a loss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s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2.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curred by a third party;   

3.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90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a. Any official police report regarding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b. Any demand or notice regarding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nd   

4. Provide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5. Cooperate with us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a claim.  
In addition, you shall not:  

1. Make any admission of liability or payment or enter any settlement agreement to compromise the loss without obtaining a written consent from 
us;   

2. Settle any loss or damage without our written consent; and   

3. Negotiate, pay, admit or repudiate any claim without our consent. 
LUGGAGE PROTECTION CLAIMS: 
Personal Baggage including Laptop Computer / Baggage Delay /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Copies of the no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filed with the Common Carrier and all related correspondence, Property Indemnity Report (PIR) - form 
must include flight number, vessel number, or bill of lading and baggage check number;  

b) Details of the amounts paid (or payable) by the Common Carrier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cost determination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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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 other appropriate documents and correspondence; 
c)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PAYMENTS:  
All payments to be made by the Insurer shall be paid to Eligible Cardholders in the Territory. Payment of any indemnity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then in effect in the country of payment.  
Where allowable by law, Benefit for Loss of Life is payable to the beneficiary designated by the Insured Person. If there has been no such designation, then 
payment of claim will be to the Insured Person’s first surviving beneficiary as follows: 

a) Spouse;  
b) Children, in equal shares;  
c) Parents, in equal shares;  
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equal shares; or 
e)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All other benefits will be paid to the Insured Person or other appropriate party where necessary. 
V. GENERAL POLICY PROVISIONS 
1. Automatic Extension of Coverage Period 

The coverage period for a Covered Trip will automatically extend for up to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original date of return stated on the Common 
Carrier ticket if on Your original date of return You are under Hospital Confinement and/or quarantined as advised by a Medical Practitioner.  

2. Off-Set Clause  
We will not cover You for loss or an event or liabilit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covered by any other sour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other insurance 
policy, medical or health scheme or Act of Parliament or any benefit which We are legally prohibited to pay by law. We will however p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payable under the other source and what You would have been entitled to recover under this Polic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3. Duplication of Cover  
In the event You are covered under more than one travel insurance policy underwritten by Us for the same Trip, We will consider You insured only 
under the policy which provides the highest benefit level. 

4. Sanctions 
The Insurer will not be liable to provide any coverage or make any payment hereunder if to do so would be in violation of any sanctions law or 
regulation which would expose Insurer, its parent company or its ultimate controlling entity to any penalty under any sanctions law or regulation. 

5. Consumer Notice 
Insurer is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US sanctions laws. For this reason,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injury, damage or liability, benefits or 
servic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ising from or relating to a planned or actual trip to or through Cuba, Iran, Syria, North Korea, or the Crimea region. In 
addition,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injury, damage or liability to residents of Cuba Iran, Syria, North Korea, or the Crimea region. Lastly, the 
Policy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injury, damage or legal liability sustain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ny individual or entity identified on any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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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watch lists as a supporter of terrorism, narcotics or human trafficking, piracy,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rganized 
crime, malicious cyber activity, or human rights abuses. 

6. Governing Law and Jurisdiction 
The Policy i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Taiwan where the Eligible Card was issued. Any dispute arising between the Insured Person and the Insurer is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mpetent courts of respective Taiwan. 

7. Death Benefits Effect for a Minor Insured under Fifteen Years of Age (Article 107)  
If, at the time insuranc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the insured is a minor under fifteen years of age, all death benefits other than funeral expense benefits 
shall take effect on the date the insured reaches fifteen years of age. 
The insured amount for the funeral expense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may not exceed one half of the funeral expense deduction allowed 
for estate tax under Article 17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Act. 
If the provisions in paragraph 1 to paragraph 2 are otherwise provided in other laws, such other laws shall prevail. 

8. Funeral Expense and Death Benefits Effect for Insured Subject to the Declaration of Guardianship (Article 107-1)  
If, at the time insuranc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the insured is subject to the declaration of guardianship and such declaration has not yet been 
revoked, all death benefits other than funeral expense benefits shall be void. 
The insured is a minor under fifteen years of age, the insured amount for the funeral expense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may not exceed 
one half of the funeral expense deduction allowed for estate tax under Article 17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Act. 
If the provisions in paragraph 1 to paragraph 2 are otherwise provided in other laws, such other laws shall prevail.  

9. Disappearance 
The insured disappears due to an accidental injury during the coverage period, and has not been found within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disappearance 
as stated 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or the beneficiary can provide supporting documents sufficient to believe that the insured is likely 
to die due to an accidental injury, the company shall first pay the death or funeral expenses insurance benefi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0 or Article 
41, 
However, when the insured is found to have survived in the future, the proposer or beneficiary shall return the received insurance premium or death 
benefit to the company. After the insurer pays off the insurer once, the insurance contract of the insured will continue to be valid from the original 
termination date. If the company is required to pay other insurance benefits, still pay according to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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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法拍屋貸款

信用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要保書、借款契約與相關貸款辦法規定要點及交換之書面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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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承作之法拍屋信用貸款，借款人未依約償還，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約定追償無著而受有損失者，由本公

司就被保險人之損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損失指借款人之貸款餘額，不包括利息及違約金。 

第三條  名詞解釋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被保險人」：指辦理法拍屋信用貸款之合法金融機構。被保險人之代理人、受僱人、徵信人員、授信人員等，為處理本保險契約或所承保之

貸款案有關之行為，均視為被保險人之行為。本保險契約被保險人即要保人。 

二、「法拍屋」：指法院或公正第三人依強制執行法拍賣之不動產。 

三、「公正第三人」：指依金融機構合併法及財政部訂定之「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規定設立之法人。 

四、「貸款辦法」：指被保險人用以規範承辦法拍屋貸款之書面規定。被保險人應將所定之貸款辦法提供本公司。貸款辦法之訂修，均須經本公司

書面同意。貸款辦法規定事項視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 

五、「借款人」：指被保險人依法拍屋信用貸款辦法核准及撥給貸款之法拍屋拍定人。 

六、「法拍屋信用貸款」：指由被保險人貸放予法拍屋拍定人(即借款人)之信用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本貸款之貸放金額，按法拍屋拍定金額扣

除拍定人已繳納之保證金額後之餘額，再依貸款辦法計算之。 

第四條  保險契約責任限額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如下： 

一、保險期間內累計貸款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貸放本貸款總金額，以保險單「累計貸款限額」欄所載之金額為限，負承保之責。 

二、累計賠款之限額 

本保險契約承保危險之累計賠償限額以保險單「累計賠款限額」欄所載之金額為限。 

三、每筆貸款之最高保險金額 

本保險契約對每筆信用保險之保險金額，最高以保險單「每筆貸款之最高保險金額」欄所載之金額為限，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該筆貸款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未依貸款辦法之核貸，或核貸失實。 

二、 被保險人之不誠實行為或與借款人串通、共謀。 

三、 未依第十一條之程序追償。 

四、 借款人所標購之法拍屋非法院或公正第三人規定之「點交」案件。 

五、 由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兵亂、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借款人無法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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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該法拍屋為輻射鋼筋屋。 

七、 任何性質之間接損失。 

第六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發生本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本保險單之「被保險人之自負額」欄所載之自負比例，本公司僅對超過自

負額之損失部份負賠償之責。 

第七條  保險契約期間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以壹年為限。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於保險期間內對每一借款人所承作之信用貸款，均應造冊申報納入本保險契約

承保。惟每筆貸款之承保前均需經本公司於「承保明細表」覆證後，始生效力。 

本保險契約對每筆貸款之承保期間，以自承保明細表所載之撥款日起至償還貸款日止為原則，最長不超過三個月。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    

本保險契約於下列情況終止之： 

一、 被保險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 

二、 本公司得以三十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被保險人最後所留之通訊處所終止之。 

保險契約終止後，對契約終止前已承保之信用貸款，其保險效力不受影響。 

第九條  承保及申報流程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作業，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 被保險人應定期將每筆貸款相關資料(貸款分行、借款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法拍屋座落地址、借款金

額、保險費等)列表造冊，向本公司申報。 

二、 被保險人對於每筆借款人信用保險之保險費應於申報借款人相關資料同時繳付。 

三、 不論借款人提前清償借款本息，或因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條款拒賠或不賠者，本公司所收保險費概不予退還。 

第十條  保險契約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內容之變更，需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十一條  追償及理賠申請    

借款人未依約償還借款時，被保險人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電話洽催 

被保險人應於借款人發生逾期還款十日內電話洽催(紀錄情況或錄音存證)借款人償還貸款，無法聯繫者應即派員查洽以了解逾期原因。 

二、書面洽催 

被保險人應於借款人發生逾期還款三十日內，以存證信函催告借款人並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三、強制執行 

被保險人應於借款人發生逾期還款六十日內，就借款人其所交付之本票，聲請准許強制執行借款人之財產或為其他債權之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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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求理賠 

被保險人於執行結果仍受有損失或確實無法執行時，應檢送理賠文件請本公司理賠，並將債權一併移轉本公司。 

第十二條  理賠文件 

申請理賠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貸款申請書或借據正反面影本。 

二、借款人身份證影本；借款人死亡而本貸款債務無人繼承時，被保險人應另檢附借款人死亡診斷書或死亡之除籍戶籍謄本及債務無人繼承相關

證明文件；借款人破產時，被保險人應另檢附借款人破產證明文件。 

三、借款徵信及審核文件影本。 

四、借款人本票、權利移轉證明書、債權讓與書、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 

五、理賠申請書。 

六、催收文件與記錄及其他經協議提供之文件。 

第十三條 代位    

經本公司賠付被保險人損失時，被保險人應同時將對借款人之債權移轉與本公司，被保險人並同意將所有債權文件正本全部轉讓與本公司，本公

司並得代位行使向借款人及相關第三人追償本公司之損失，所需稅負由本公司負擔。被保險人應採取必要之行為協助本公司行使前述權利。 

屬於被保險人自負額部分之損失金額，亦得委由本公司代為追償。追回金額扣除追償所需費用後，依實際賠償金額與自負額之比例分配退還被保

險人。 

第十四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之賠款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各該信用保險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五條 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或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管轄法院 

本保險涉訟時，約定以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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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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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約定之「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導致下述損失發生者，經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依

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不誠實行為」：係指被保證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等不法行為。 

二、「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係指因任一被保證員工單獨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以「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為最高賠償限額。但

保險單就特定被保證員工另載有其他保險金額者，則以該保險金額為最高限額。 

三、「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因二人（含）以上被保證員工之共謀不誠實行為所致之保險事故，本公司對每一被保證員工所致之損失，仍以「每

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或個別所載明之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但合計賠償金額不得超過「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 

四、「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係指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分次發現非同一被保證員工之不誠實行為所致損失，得依前二款之約定分次向本

公司提出賠償請求，但保險期間各次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 

五、「財產」：係指貨幣、票據、有價證券及有形財物，不包括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使用由被保險人保管之帳冊、紀錄及電子資料紀錄。 

六、「被保證員工」：係指接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有薪資者。但不包括董（理）監事。 

七、「追溯日」：係指經約定本公司對於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之起始日，倘未約定者，以保險期間生效日為準。 

第四條  同一被保證員工一次賠償請求 

被保險人對於同一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一次或累計多次之損失，於保險期間發現後僅能以發現時之保險金額為限，提出一次賠

償請求。 

第五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提出任一次賠償請求，均需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 

第六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被保證員工過失所致之損失。 

三、因董監事單獨或與其被保證員工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 

四、被保證員工向被保險人所為之消費、使用或借貸所致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盤點財產不符之損失；但確係由被保證員工之不誠實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六、保險期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前發生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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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保險人經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仍繼續交託該員工經管財產，因此所增加之任何損失。 

八、金融保險業因信用審核或放款融資相關之業務所致之任何損失。 

九、被保證員工因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致之任何損失。 

十、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利息、股利及其他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十一、被保險人違反第七條內部監督之執行所致之損失。 

第七條  內部監督之執行 

被保險人對於被保證員工經管財產之程序、帳務覆核抽查之手續，以及其他之內部監督，均應切實依照被保險人任何書面所陳述及被保險人內部控

制之相關規定予以執行。 

第八條  損失發現之通知與義務之履行 

被保險人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而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 

一、於發現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詳細損失情形及金額，但經本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儘速對該員工提起訴訟，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有關理賠事宜。 

三、提供本公司所需之有關帳冊、資料、民刑事裁判書及相關文件；必要時提供本公司所認可之執業會計師有關損失之證明，其所需之費用經本公

司書面允諾者，由本公司負擔之。 

第九條  損失之抵償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須扣減應付未付有關員工之薪資、報酬或其他款項，以及收回之任何財產，作為抵償損失之一部分。 

第十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

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

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一條  其他保險 

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負賠償責任時，如同一保險事故另有其他保險契約亦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對該項賠償責任僅負比例分攤之責。 

第十二條  保險人之參與權 

本公司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參與者，不受約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

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保險契約變更之通知 

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要保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上述變更，須經本公司簽批後始生效力。 

第十四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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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保證責任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任一被保證員工死亡、停職、解職、退休或經被保險人通知終止保證責任時，本保險契約對於各該員工之保證責任即告終

止。 

第十六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年保險費，本公司當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返還要保人; 如係按月費率繳費者，

當月保險費則不予返還。 

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住所，終止本保險契約 ;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全年或全月保險費按日數比例

返還要保人。 

第十七條  延長損失發現期間 

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屆滿終了而不續保時，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不誠實行為所致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六

十日內發現者，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提出請求賠償，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合併及併購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與他人合併、被合併、出售、收購或清算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立即終止。 

本公司亦不予提供延長發現期間。 

本公司對終止後之未滿期保費按日數比例退還。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中華民國境外

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

條款 

第一條 預付賠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被保險人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致之損失，自刑事起訴書所載檢察官起訴該員工之日起一個月內仍未取得對被保

險人有利之民刑事裁判書確定判決者，本公司同意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 賠付該理算金額(須先扣除自負額)之      或該被保證員工保險金額之       ，但以較低者為限，本公司同意於檢察官起訴屆滿一個月之

日起且理賠文件備齊後二十個工作天內先行給付保險金。  

二、 本公司依上述約定先行給付保險金者，被保險人須於判決確定後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若判決仍未確定者，被保險人則須每半年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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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項之約定，則須返還本公司已先行給付之保險金。若刑事審判判決該被保證員工無罪定讞、全部或部份

敗訴或損失金額判決低於已給付之金額，被保險人須於判決確定二十日內將本公司已給付之理賠保險金與判決應給付金額之差額返還予本公

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全體員工不列

名承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全體員工不列名承保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係採全體員工不列名方式承保，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人數及保險金額，詳如本保險契約所載。 

對於被保險人之新進員工，本公司均自動承保於本保險契約內，惟被保險人須於次月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時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異動之人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

為範圍附加條款 

第一條 擴大不誠實行為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為

範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不誠實行為」擴大範圍變更名詞定義為：指被保證員工觸犯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

背信及偽造文書不法行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規定。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

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人數增減幅度超過 10%，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以

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僅就變動超過約定之人數調整加退保險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人數增加，但未為前項之通知，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

工定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工定義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主保險契約對於被保證員工之定義外，本保險契約增訂被保證員工定義如下：與被保險人訂有契約並於完成一定工

作後，接受被保險人給付報酬者，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人。  

前項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被保險人係指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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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

繳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保險費分期繳付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得按本附加條款約定方式分期繳付保險費，每期應繳金額應包含保險費及利息，惟經本公司同意免計利息者，

本公司於保單所載之保險費之外，不再加收利息。 

各期保險費之應繳日、應繳金額，分期保險費之總金額與一次交付保費之差額，均以保險單所載為準。 

第二條  保險費未交付契約效力之停止 

分期繳納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訂立時或約定繳費日前繳付。未依約定交付者，本保險契約自始不生效力。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要保人未依約定期限向本公司繳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自保險

單上所載應交付日期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其寬限

期間依前項約定處理。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保險契約效力自寬限期間終了翌日起停止之。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本公司仍負保險理賠責任。 

第三條 理賠與分期保費之補收 

保險事故發生，如損失金額達保險金額之三分之一時，其已到期未繳之應繳金額及未到期應繳金額於請求理賠時應一次繳付，否則本公司得自理賠

款中扣除。應補繳金額按各期應繳金額乘以補繳係數計收。 

第四條 契約終止與未滿期保費之返還 

保險事故發生導致保險契約責任終了時，主保險契約如有合併承保其他保險，本公司應依日數比例計算退還與保險事故發生無關之其他保險之未到

期保險費。 

第五條 收據之掣發 

要保人繳付各期應繳保險費時，本公司應掣發正式收據予要保人。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

履約保證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之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單有關之要保書、出團通知書、保險證明書、海外旅遊學習契約，均為本保

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使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向被保險人收取海外旅遊學習（以下簡稱遊學）費用後，因財務問題而無法履行原訂遊學契約，使所安排或組團之遊學無法

啟程或完成全部行程，致被保險人全部或部份遊學費用遭受損失，本公司對該損失在本保險契約約定之金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惟遊學費用

若以信用卡簽帳方式支付遊學費用後，已依信用卡使用約定書之規定，出具爭議聲明書請求發卡銀行暫停付款或將其繳付之款項扣回者，則視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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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失之發生。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僅以其所遭受損失之遊學費用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

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倘所有學員之遊學費用損失合計超過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除另有約定外，未經本公司覆核且製發保險證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保險證 

本公司應發給每位被保險人保險證，載明被保險人姓名、保單號碼、保險範圍、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及本公司服務電話。 

第四條  不保事項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原訂遊學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六、依照遊學契約，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費用或損失。 

七、要保人所經營遊學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第五條  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履約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遊學業者。 

二、「被保險人」：係指參加要保人所安排或組團遊學，經要保人載明於團員名冊，且與要保人訂定遊學契約並向要保人繳交遊學費用之個別學員。 

三、「遊學費用」：係指被保險人依據原訂遊學契約所繳交之遊學費用，不含簽證費用、小費及其他依據法令或原訂遊學契約所生之違約金。 

四、「海外遊學」：係指到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正式、非正式教育機構或其附

屬機構，非以取得正式學制之學歷文憑或資格為目的，於一定期間內所為之課程研修或旅遊行程。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所填交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

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本公司應將契約解除通知書副本寄送要保人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

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 

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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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予收據為憑。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

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契約終止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終止契約者，自終止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時起，契約正式終止。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短期費率計算

返還要保人。 

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其未滿期間之保險費，本公司依照日數比例計算返還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若發生契約終止之情形，本公司應將契約終止之通知書副本寄送要保人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本保險契約之終止，不適用要保人已申報且經本公司覆核保險證之遊學行程。 

第九條  賠償之請求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海外遊學契約書。 

三、支付遊學費用時要保人所簽發之收據。 

四、支付遊學費用之付款憑證。 

五、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依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被保

險人賠償。 

第十一條  協助追償          

本公司得於賠償被保險人之損失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要保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要保人之求償。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海外遊學業履約保證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

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三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第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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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或涉訟被保險人不只一人時，

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

保證保險（甲式）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向被保險人收取團費後，因財務問題而無法履行原訂旅遊契約使所安排或組團之旅遊無法啟程或完成全部行程，致被保險人

全部或部份團費遭受損失，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僅以其所遭受損失之團費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約

所載之保險金額。倘所有旅客之團費損失合計超過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第三條  不保事項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原訂旅遊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六、依照旅遊契約，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費用或損失。 

七、要保人所經營旅行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八、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九、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第四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履約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旅行社。 

二、被保險人：指任何參加要保人所安排或組團旅遊，經要保人載明於團員名冊，且與要保人訂定旅遊契約並向要保人繳交團費之個別旅客。 

三、財務問題：指要保人因財務困難，未能繼續經營，而無力支付辦理旅遊所需一部或全部費用，致其安排之旅遊活動一部或全部無法完成者。 

四、團費：指被保險人依據原訂旅遊契約所繳交之旅遊費用，不含簽證費用、小費及其他依據法令或原訂旅遊契約所生之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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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

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

險契約。 

第六條  通知義務 

要保人因其旅行業種類及經營業務範圍之變更或喪失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足以保障旅客權益之觀光公益法人會員資格者，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有權另訂保險費或立即終止本保險契約。要保人對於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本保險契約即為終止。 

要保人怠於第一項之通知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

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

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旅遊契約。 

三、 支付旅遊團費時要保人所簽發之代收轉付收據。 

四、 付款憑證或單據正本。 

五、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第十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依本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被

保險人賠償。 

第十一條  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要保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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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三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

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總機構營業處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總機構營業處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

保證保險（乙式）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向被保險人收取非以信用卡方式支付全部或部分團費後，因財務問題而無法履行原訂旅遊契約使所安排或組團之旅遊無法啟

程或完成全部行程，致被保險人全部或部份團費遭受損失，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僅以其所遭受損失團費於非以信用卡方式支付團費之金額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

償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倘所有旅客之團費損失合計超過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第三條  不保事項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原訂旅遊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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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六、依照旅遊契約，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費用或損失。 

七、要保人所經營旅行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八、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九、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第四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履約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旅行社。 

二、被保險人：指任何參加要保人所安排或組團旅遊，經要保人載明於團員名冊，且與要保人訂定旅遊契約並向要保人繳交團費之個別旅客。 

三、財務問題：指要保人因財務困難，未能繼續經營，而無力支付辦理旅遊所需一部或全部費用，致其安排之旅遊活動一部或全部無法完成者。 

四、團費：指被保險人依據原訂旅遊契約所繳交之旅遊費用，不含簽證費用、小費及其他依據法令或原訂旅遊契約所生之違約金。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

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

險契約。 

第六條  通知義務 

要保人因其旅行業種類及經營業務範圍之變更或喪失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足以保障旅客權益之觀光公益法人會員資格者，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有權另訂保險費或立即終止本保險契約。要保人對於另定保險費不同意者，本保險契約即為終止。 

要保人怠於第一項之通知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

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

期費率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理賠申請文件 



 

第 623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旅遊契約。 

三、 支付旅遊團費時要保人所簽發之代收轉付收據。 

四、 付款憑證或單據正本。 

五、 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第十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依本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被

保險人賠償。 

第十一條  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要保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三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

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總機構營業處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總機構營業處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保險經紀人

保證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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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保險經紀人。 

二、 被保險人：指經由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並委託其代為繳納保險費之人。 

三、 保險經紀人：指保險法第九條規定所稱，基於被保險人之利益，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 

四、 委繳保費：指被保險人交付並委託要保人代為繳納其所洽訂保險契約之保險費或再保險契約之再保險費。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要保人因發生下列事故致未將其於保險期間內所收受委繳保費之全部或部分交付予被保險人所指定之保險業，致被保險人受有委繳保費之損失時，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要保人或其員工、業務員之侵占、詐欺或背信之行為。 

二、 要保人或其員工、業務員之侵占、詐欺或背信之行為，且由爭議處理機構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作成評議書，並經爭議處理機構事務所所在地

之管轄地方法院核可。 

三、 要保人資產不足以清償負債而有清算、破產法之和解或破產之情事。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僅以其所交付之委繳保費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約

所載之保險金額。倘所有被保險人之委繳保費損失合計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第四條 不保事項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致未將委繳保費交付予被保險人指定之保險業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二、 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三、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四、 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擴大。 

五、 要保人所經營之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六、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要保人所有者，均

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

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七、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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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

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

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

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

期費率表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八條 損失發現之通知與義務之履行 

被保險人發現有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約定事故致要保人未將該筆委繳保費全部或部分解繳予指定之保險業，造成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應於發現後五

日內通知本公司並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第九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經由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之證明物件。 

三、 因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約定事故申請理賠者，應提出經法院核可之評議書。 

四、 交付委繳保費之付款憑證。 

五、 其他必要之相關證明。 

第十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依本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被

保險人賠償。 

第十一條 追償及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要保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被保險人同意於其受領保險金範圍內，將其對要保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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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本公司。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要保人之員工或業務員或相關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

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要保人之員工或業務員或相關第三人的請求權。 

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前二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包括提供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其所需

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拋棄對要保人或其員工、業務員或相關第三人之求償權利或有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的行為，否則賠償金額雖已給付，

本公司於受妨害未能求償之金額範圍內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之。 

第十二條 保險金之返還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約定事故所受領之保險金，如有下列情事之ㄧ者，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各款情事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本公

司給付之保險金或超額給付之保險金予本公司： 

一、 相關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或法院認定之委繳保費損失低於本公司已給付之保險金。 

二、 相關刑事案件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 

三、 相關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 

四、 相關刑事案件之被告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但與被保險人有關之委繳保費損失低於本公司已給付之保險金。 

第十三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經紀人保證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

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四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五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

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總機構營業處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總機構營業處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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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5-3-1 責任險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營業處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於載明之

經營業務處所，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營

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

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活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在本保險契

約所載活動處所舉辦活動而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

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 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 各種形態之污染與石綿所致者。 

八、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

車輛所致者。 

九、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

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

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

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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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

之間接損失。 

二、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

賠償責任。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專門職業或擔任法人、俱樂

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

或法務主管之董、監事職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售出或供應之商品或貨物所發

生之賠償責任。 

八、 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或舉辦活動時，於營業或活動處所內，在施工

期間因施工發生之震動或支撐設施薄弱或移動，致第三人之建築

物、土地或財物遭受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九、 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

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十、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電梯（包括電扶梯、升降機）所致第

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十一、被保險人為住宅大樓管理單位時，於住戶或承租戶住、居所室內

發生意外事故所致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 

十二、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游泳池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

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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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在執行職務之受

僱人體傷或死亡。 

十四、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 

活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特別不保事項 

本保險契約除共同條款第四條除外責任（一）、第五條除外責任（二）

外，本公司對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第三人因疾病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二、 第三人從事或唆使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或相互鬥毆。 

第三人酒後（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

者）駕（騎）車或施打禁藥後之行為。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各級學校

暨幼兒園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各級學校暨幼兒園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

生下列意外事故，致其學員受有體傷或死亡，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交通工具，在接送

學員上、下課期間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食品發生食品中

毒之意外事故。  

三、 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之行為，在其照顧管理期

間，學員遭受失蹤或綁架之意外事故。但僅限

未滿十四足歲之學員。 

四、被保險人因舉辦校外教學或活動所發生之意外

事故，但不包含海外教學或活動。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學員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或學員之故意自殺。  

二、 學員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但因保險事故而引

起之化膿性傳染病及食品中毒等不在此限。  

三、 學員施打麻醉藥品或學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等

事故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

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

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體罰或管教行為或性侵害行為所致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修理

廠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託修車輛或其車內之財物因遭受偷竊、搶奪、強盜所致者。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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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汽車修理廠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

列意外事故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

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託修車輛在廠內因意外事故所致車體之損失。 

二、託修車輛在廠外因接送或測試意外事故所致車

體之損失。 

三、託修車輛於廠外接送或測試因意外事故所致第

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第三人之汽車與被保險人因租賃、代售、附條件買賣、出質、留置

權等契約債務關係存續期間所發生者。 

三、 託修車輛在廠外於接送或測試時，未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或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二十一之一條規定，駕駛被保險

汽車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

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

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 託修車輛在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未經報警現場處理者。 

七、 乘坐或上下託修車輛之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所致者。 

八、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違反專業規範之測試方法或修理所致者。 

九、 被保險人及其家屬或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及受僱人之家屬所有車輛

所致者。 

十、 因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淹沒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非測試期間使用託修車輛，或從事載客載

貨或其他管理之行為所致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建築物承

租人火災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本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因所承租之建築物（須位於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

營業務處所）發生火災而致毀損或滅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

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被保險人對出租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

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食品中毒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本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於經營

本公司對因供應酒類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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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處所（須於主保險契約載明）或外燴處所供應

之食品(不含外帶、外賣食品)，致第三人因食品中

毒而致體傷、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

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本停車場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經營或管理

經營業務處所之停車場（須載明於主保險契約），

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

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

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理賠責任：  

一、因下列事故所致停放車輛（含車內財物）之毀損或滅失，包括： 

（一）竊盜行為。 

（二）駕車行為，但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被保險人對營業處所之設

置、保養或管理有所缺失者不在此限。 

（三）停放車輛遭刮損。 

（四）任何第三人之不當行為或非善意行為。 

（五）不明原因。 

二、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代客停車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車輛未停妥於正確、規定之車位者。  

四、 停車場之維修、保養期間，但意外事故之發生與維修、保養無關者

不在此限。 

五、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未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規定維修、保

養者。 

六、未依操作指示操作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游泳池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本游泳池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

管理游泳池於開放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

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

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因疾病引起之突發事故所致者。 

二、 因竊盜、強盜或搶奪所致者。 

三、 因法定傳染病之感染所致者。 

四、 因酒類或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

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因競賽所致者，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未安排合格之救生員在現場執行職務者。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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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本電梯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

管理「經營業務處所之電梯」，發生意外事故致第

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

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因電梯發生損壞或故障未經修復或經政府主管機關命令停止使用

而仍繼續使用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因裝載重量或乘坐人數超過該電梯之負荷量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超輕型載

具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本超輕型載具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操作

本保險單所載之超輕型載具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

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

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從事特技表演或競賽。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操作超輕型載具違反民用航空法、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同意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後，除保險法另

有規定外，不得任意解除或終止保險契約。 

二、除有下列情事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得任意

終止或解除本保險契約： 

1.被保險人已遷離經查證屬實。 

2.被保險人已依規定投保並提出證明文件。 

3.經主管機關書面許可。 

4.依其他法令不需投保。 

三、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有下列情

形之一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在本保險契約之

保險金額限額內，得就其所主張之損害賠償金

額直接向本公司主張對其支付保險賠償金。被

同主保險契約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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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同時對本公司主張

直接賠償請求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優先受

償。 

1.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金額，經法

院判決確定或於訴訟上達成和解或調解成

立或仲裁達成判斷者。 

2.肇事責任已確定，並經損害賠償關係當事

人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本公司同意者。 

3.被保險人死亡、失蹤、破產、被清算、或

失卻清償能力者。 

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依前項第三款之事由主張

直接保險賠償金請求權時，應將其受害之事

實在事故發生之日後 90日內通知本公司。逾

期未通知本公司，致本公司已對其他請求權

人支付保險賠償金或與已通知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人達成分配保險賠償金之和解時，且保

險金額已用罄者，本公司對該損害賠償請求

權人不再負給付之責。 

四、保險單經簽發後，不得降低保險金額或提高自

負額或縮減承保範圍。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

責任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附

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設置於主保險契約所

載經營業務處所之廣告招牌因被保險人管理、保養

或維修不當而發生掉落、鬆動或內部線路短路失火

等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

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

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招牌裝設、維修、拆除等過程中造成施工人員或第三人之損失。 

二、 因施工不符規格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三、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但修

理或置換第三人受損之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需之費用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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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

責任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附

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設置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經

營業務處所之廣告招牌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

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

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一、 因被保險人管理、保養或維修不當而發生掉

落、鬆動或內部線路短路失火者。 

二、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

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而鬆

動、墜落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招牌裝設、維修、拆除等過程中造成施工人員或第三人之損失。 

二、因施工不符規格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三、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但修

理或置換第三人受損之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需之費用不在

此限。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水上活動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水上活動責任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於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經營

水上活動（水上活動種類及器具詳如明細）發生意

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

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非於營業時間內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非被保險人自行招攬之遊客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三、超出限制海域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四、營業時間內無訓練合格之救生人員在場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五、被保險人提供之水上活動器具係由第三人自行駕駛時所發生之意外

事故。 

六、被保險人所提供之水上活動器具與其他水上器具碰撞導致之財物損

害。前述「其他水上器具」包括但不限於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或船

舶。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意外污染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意外污染責任附加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在海上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在陸上發生而延伸

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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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

在煉製、生產、鑽探等作業過程中；或各項產品、

原料在儲存中或經由內陸運輸工具、輸送管線在運

輸、輸送途中，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污染事

故，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或第三人財物損失，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

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因前項保險事故所發生之必要清除費用，本公司亦

負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事先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他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但縱

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依法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

限。  

三、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不在此

限。  

四、本附加條款生效前即已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任何違反環境保護或污染防治有關法令之罰款或罰金。  

七、因使用設備或運輸工具發生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

而引起意外污染事故者不在此限。  

八、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控制或租用之任何財產之損失。  

九、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與被保險人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因執行職務

而其身體受有傷害或其財物受有損失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動（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亂、

強力霸佔或被征用。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或惡意行為。  

（三）火災、閃電或爆炸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火災、閃電

或爆炸引起意外污染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四）颱風、地震、洪水或其它氣象上之異常現象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

償責任。但因颱風、地震、洪水或其它氣象上之異常現象引起

意外污染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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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倉儲業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倉儲業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因儲存或裝卸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營

業處所內受寄託之物品發生意外事故致其毀損滅

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

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一、受寄託之物品本身包裝不固致損失或滲漏者。  

二、包裝完好但其內容短少或不符，而無法證明係因本附加

條款載明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三、因受寄託之物品之本質所致者，包括但不限於重量減輕、

熱漲、冷縮、腐化、發酵、長黴、生鏽、褪色、異味、

自燃或遭蟲鼠咬損。  

四、無法解釋之短少及損失，或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短缺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為修護受寄託之物品引起之損失。  

六、偽造、變造提貨單據而被他人盜領。  

七、檢疫或海關規定之扣留或銷毀。  

八、政府之沒收或充公者。  

九、違禁品。  

十、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或滅失所喪失之期待利益及其所引起之附帶損

失。 

本公司對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理賠之責： 

一、 金銀條塊、貴重金屬、珠寶、玉石及其製品。 

二、 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三、 貨幣、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 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五、 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六、 爆炸物。 

七、 毛皮、動物、植物。 

八、 運送中暫時儲存之貨物。 

九、 被保險人所有或租賃之物品。 

十、 冷凍或冷藏物品。 

十一、 玻璃、水晶、陶瓷製品、蛋類等易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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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發生意

外事故，致其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一、受寄託之物品本身包裝不固致損失或滲漏者。 

二、包裝完好但其內容短少或不符，而無法證明係因本附加

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三、因受寄託之物品之本質所致者，包括但不限於重量減輕、

熱漲、冷縮、腐化、發酵、長黴、生鏽、褪色、異味、

自燃或遭蟲鼠咬損。 

四、無法解釋之短少及損失，或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短缺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為修理、維護、復原受寄託之物品引起之損失。 

六、政府之沒收或充公者。 

七、違禁品。 

八、受寄託之物品毀損或滅失所喪失之期待利益及其所引起之附帶損

失。 

本公司對下列物品之毀損或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金銀條塊、貴重金屬、珠寶、玉石及其製品。 

二、 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三、 貨幣、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 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五、 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六、 爆炸物。 

七、 毛皮、動物、植物。 

八、 運送中暫時儲存之貨物。 

九、 被保險人所有或租賃之物品。 

十、 冷凍或冷藏物品。 

十一、 玻璃、水晶、陶瓷製品、蛋類等易碎物。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

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

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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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

關係。  

三、本附加條款不適用任何財物毀損滅失所導致之

賠償責任。  

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

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

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

上限。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

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

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

關係。  

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

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

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

上限。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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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

附加條款(C)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C)（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

之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

關係。  

三、本附加條款不適用於各被保險人相互間因火災

或火災導致財物遭受煙燻、水漬所導致之賠償責任。  

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保

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契約所負

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

上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洗車機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洗車機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因設置於主保險契約所載經營業務

處所之洗車機，因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

財物損害(包括被保險人所清洗之車輛損害)，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

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因被保險人毀損車輛之照後鏡、天線、擾流板、雨刷等附屬於車身外所

負之責任，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內。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

責任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

織及攤鋪位使用人適用）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本臺灣產

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條款（管理

委員會或自治組織及攤鋪位使用人適用）（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

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附加條款對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理

賠之責： 

一、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之受僱人因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而遭

受意外事故所致之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各攤（鋪）位使用人或其家屬、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

或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但其他被保險人發生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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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

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一、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營

業場所」內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或營業行為

所致之意外事故。 

二、零售市場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

因設置、管理有欠缺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致前述人員發生體傷或死亡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

責任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

織適用）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本臺灣產

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條款（管理

委員會或自治組織適用）（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

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或攤（鋪）位使用人體傷、

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營

業場所」內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所致之意外

事故。 

二、零售市場之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有欠缺所發

生之意外事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附加條款對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理

賠之責： 

一、因各攤（舖）位使用人之營業行為所致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但被

保險人對於上述意外事故亦應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執行零售市場管理維護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所

致之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

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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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罷工、暴動、民眾

騷擾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

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

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

屬業務責任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務責

任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

營業處所經營加油以外之附屬業務，發生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

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附屬業務係指汽車美容、洗車、

汽車保養等業務。 

本公司對於因第三人車輛車身漆面刮損或雨刷、天線、後照鏡折毀所導

致之賠償責任不負理賠責任。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

屬業務責任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務責

任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

營業處所經營加油以外之附屬業務，發生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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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所稱之附屬業務係指汽車美容、洗車、

汽車保養等業務。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

廣告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廣告看板

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

險契約之承保範圍變更為因設置於營業處所之廣告

看板及招牌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

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

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及地陷等天然災變而墜

落所致者。 

二、因被保險人管理、保養或維修不當而發生掉落、

鬆動或內部線路短路失火者。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廣告看板及招牌裝設、維修或拆除等過程中造成施工人員或第三

人之損失。 

二、因施工不符規格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三、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四、因移動式廣告看板及招牌所致之任何損失。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

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第三人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主保險契約載明之營業處

所範圍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受有體傷或死亡，被

保險人前往探視或慰問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

各項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傷害醫療慰問金費用：第三人經登記合格的醫

院醫師或診所治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購置物品

之合理費用或住院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本附加條

款所載之傷害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給付之。但

同一第三人同一事故以給付一次為限。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

責： 

一、第三人之犯罪、故意、自殺或參與鬥毆行為所致者。 

二、第三人因心神喪失、麻醉、酗酒或受藥物影響所致者。前者所稱之

酗酒指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三、第三人本身疾病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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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故慰問金費用：第三人死亡時，被保險人對

該第三人之法定繼承人支付身故慰問金費用，本公

司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身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

限給付之。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學校交通

安全導護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學校交通安全導護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之執行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因執行學校交通安全導護工作發生意外事故

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

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

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

責：   

一、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  

二、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本身體傷或死亡。  

三、交通安全導護工作人員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

亡。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碼頭裝卸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碼頭裝卸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變更為僅限

承保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____________進行散裝

貨物或貨櫃裝卸作業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

人體傷、死亡、第三人財物（包括受託裝卸貨物）、

港務局所有碼頭公用設施、裝卸貨船體受有損害或

向港務局租用之裝卸機其於裝卸作業過程中，因意

外事故被受託裝卸貨物擊中所致之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

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不保之危險事故及原因  

因下列各種危險事故及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失蹤、減少、失重、不明原因之損失或盤點時之短少。  

二、 被保險人或其他於財產上有利益之人或其受僱人、代理人、承包

商或其他受信託財產者之侵占、隱匿、變更、背信或任何不誠實之行為

所致者。  

三、 因昆蟲、害獸、本質上之缺陷、惡化、空氣之濕氣、異常之溫度

變化、自然耗損、腐蝕、生鏽或腐敗所致者。  

四、 直接因罷工、解僱、參與勞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之工人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非法盜賣財物所致者。  

六、 因運送錯誤、遲延、錯誤及疏漏所致者。  

七、 受託裝卸貨物直接損失以外之任何重大損失或附帶損失。  

八、 因任何修理、復原或修改過程所致者。  

九、 因竊盜所致者。  

十、 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  

不保之動產  

本公司對於下列財產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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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保險人所有或租借之財產，但不包括向港務局租用之裝卸機具。  

二、 金銀條塊、貴重金屬及其製品、珠寶、玉石首飾或手錶。  

三、 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四、 黃金、貨幣、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

券。  

五、 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簿冊。  

六、 毛皮、動物、植物、冷凍或冷藏貨物。  

七、 水晶、陶磁器製品等易碎物品。  

八、 散裝油品。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所有或交由

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營業處所或

其毗鄰地區因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導致毀損滅

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

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出租人

(房東)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出租人(房東)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出租之處所發生意外事

故，致承租人、其親友或訪客體傷、死亡或財物損

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駕訓班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駕訓班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之故意行為、自殺或自殘行為。 

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 



 

第 646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或學員

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內，以本保險契

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駕駛訓練課程時所發生之意外

事故。 

二、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外，以本保險契

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特定路線之道路駕駛訓練課程

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三、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施打麻醉藥品或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

他醫療行為等事故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於訓練課程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

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學員於訓練課程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

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外，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

特定路線之道路駕駛訓練課程時，無教練陪同所致者。 

七、被保險人或受僱人於營業處所外，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

特定路線之道路駕駛訓練課程時，未依經政府許可之道路駕駛訓練路線

行駛者。 

八、被保險人或受僱人以非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教練車進行駕駛訓練課程

所致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美容業責

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約定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情

形所導致之賠償請求，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涉及醫療業務之行為。 

二、任何提供按摩、推拿、整脊或護膚等行為。 

三、任何提供需具備專業知識、專業執照或檢定能力始得執行之服務。 

四、任何因美容保養用品、化妝品、保養品之性質、效用、瑕疵或缺陷

所導致之賠償請求。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

個別適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個別適用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載

之保險金額分別適用於保險契約明細所載之每一經

營業務處所。 

前項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

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野生動物

侵襲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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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野生動物侵襲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

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

內因發生野生動物侵襲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

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高爾夫球

場費用補償金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高爾夫球場費用補

償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第

三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本保險契約載明

之高爾夫球場內參加高爾夫球運動，因意外事故所

致被保險人之下列財產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負理賠之責任：  

一、衣李球具費用補償金：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置

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高爾夫球場所指定建築

物內保管處所與高爾夫運動有關之衣李球具

（不包括手錶、首飾等貴重物品或硬幣紙鈔及

有價證券），因火災、閃電、雷擊或竊盜所致之

毀損或滅失而支付之衣李球具費用；但因窳舊

或鼠囓或蟲蠹或固有瑕疵及非由意外事故所致

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二、球桿破裂費用補償金：被保險人因第三人於參

加高爾夫球運動時，所使用之球桿發生破裂或

斷折所致之毀損而支付之球桿破裂費用；但因

窳舊或鼠囓或蟲蠹或固有瑕疵及非由意外事故

所致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三、一桿進洞費用補償金：被保險人因第三人於參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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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爾夫球運動時發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一桿

進洞方式而支付之一桿進洞費用。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檢測

廠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檢測廠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依法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

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內因意外事故所致車體之損

失。 

二、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外因接送或測試意外事故所

致車體之損失。 

三、受託檢測車輛於廠外接送或測試因意外事故所

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除外責任之約定外，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

負賠償責任： 

一、受託檢測車輛或其車內之財物因遭受偷竊、搶奪、強盜所致者。 

二、第三人之汽車與被保險人因租賃、代售、附條件買賣、出質、留置

權等契約債務關係存續期間所發生者。 

三、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外於接送或測試時，未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或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二十一之一條規定，駕駛被保險

汽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

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所

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受託檢測車輛在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未經報警現場處理者。 

七、乘坐或上下受託檢測車輛之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違反專業規範之檢測方法所致者。 

九、被保險人及其家屬或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及受僱人之家屬所有車輛所

致者。 

十、因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淹沒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非檢測期間使用受託檢測車輛，或從事載

客載貨或其他管理之行為所致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

任附加條款(甲型)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加條

款(甲型)（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

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營業處

所內，發生意外事故致被保險人向第三人租借、代

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及幫第三人檢測、校驗

之代管設備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

同主保險契約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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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

工作人員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作人員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保險

期間內，因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活動處所舉辦活動而

發生意外事故，致工作人員體傷依法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工作人員係指受被保險人指揮、監督及

管理協助辦理活動之人。但不包括架設、維護及拆

除舞台、燈光、音響等相關人員。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第四條除外責任(一)及第五條除外責任(二)(不包

含第一項第九款有關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或死亡之除外責任)

之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工作人員因疾病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二、工作人員從事或唆使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或相互鬥毆。 

三、工作人員酒後(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

標準者)駕(騎)車或施打禁藥後之行為。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代

客停車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代客停車責

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載明於主保險契約之營業

處所內，由被保險人經營或管理之停車場或執行代

客停車業務往返於營業處所至停車場途中，發生意

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

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下列事故所致停放車輛（含車內財物）之毀損或滅失，包括：  

(一)竊盜行為。  

(二)任何第三人之不當行為或非善意行為。  

(三)不明原因。  

二、車輛未停妥於正確、規定之車位者。  

三、停車場之維修、保養期間，但意外事故之發生與維修、保養無關者

不在此限。  

四、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未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規定維修、保

養者。  

五、未依操作指示操作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獨立承攬

人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獨立承攬人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於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營業務

處所，因委託獨立承攬人進行維護、保養或裝修工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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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時（以承攬工程合約金額少於新台幣            

元者為限），發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人體傷、死亡或

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

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接駁運送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接駁運送責任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因經營業務需要，依本附加條款所

載之接駁運送服務，提供交通工具，致所載運之乘

客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

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乘客之故意行為、自殺或自殘行為。 

二、 乘客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但因保險事故而

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不在此限。 

三、 乘客施打麻醉藥品或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等事故

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

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

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代理人無照駕駛（含駕照吊扣、吊銷期間）

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2條第 1、2款之駕照違規使用規定者。 

七、 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未依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接駁運送服務約定之路

線行駛者。 

八、 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有非法營業、違法使用或其他違反交通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之情事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無人航空

器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無人航空器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契約

所載之無人航空器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

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

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

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原

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受酒類影響或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

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二、從事特技表演或競賽所致者。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違反民用航空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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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

氣及容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及容器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

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所有或所銷售之液化石油

氣及容器於用戶處所引起爆炸或火災事故，致第三

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一)及第五條除外責任(二)之外，本

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未經檢驗合格容器所致者。 

二、因瓦斯熱水器安裝於室內，導致液化石油氣外洩或燃燒廢氣所致者。 

三、用戶蓄意自殺所致者。 

四、因壓力調整器、閥、金屬管及橡膠軟管等配件所致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上下卸貨

第三人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上下卸貨第三人責

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領有牌照之車輛於主保險

契約所載營業處所範圍內或交付受貨人處進行上下

卸貨而造成第三人之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除外責任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附加條款對於被

上下裝卸之財物本身因意外事故致受有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

氣天然氣業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天然氣

業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所有之液化石油

氣、天然氣及相關供輸設備發生以下意外事故致第

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

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於操作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 

二、設備或管線遭第三人破壞導致意外事故。 

同主保險契約 



 

第 652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三、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承包商於檢修、搶修相關

設備時發生意外事故。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

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費用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

致涉及(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業務)

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於偵查程序及審判程序

時，因委任律師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

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保

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文教業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文教業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因發生下列意外事故，致其學員受有

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

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交通工具，在接送

學員上、下課期間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 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所提供之食品發生食品

中毒之意外事故。  

三、 因被保險人經營業務之行為，在其照顧管理期

間，學員遭受失蹤或綁架之意外事故。但僅限

未滿十四足歲之學員。 

四、被保險人因舉辦校外教學或活動所發生之意外

事故，但不包含海外教學或活動。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學員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或學員之故意自殺。  

二、 學員之任何疾病、細菌傳染病或因疾病所致者，但因保險事故而

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及食品中毒等不在此限。  

三、 學員施打麻醉藥品或學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或其他醫療行為

等事故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

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飲酒駕車，其吐氣或血液

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體罰或管教行為或性侵害行為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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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 (A)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

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

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

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租人借

用人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租人借用人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

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承租或借用之建築物(須位

於主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經營業務處所)，發生意外事

故致處所內之動產或不動產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

保險人對出租人或貸與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管箱責

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管箱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提供

以下保管箱服務發生意外事故，致其受寄託之物品

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

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

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旅客申報寄託物（包括現金）之性質、數量及

除外責任（一） 

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一、受寄託之物品本身包裝不固致損失或滲漏者。  

二、包裝完好但其內容短少或不符，而無法證明係因本附加條款承保範

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三、因受寄託之物品之本質所致者，包括但不限於重量減輕、熱漲、冷

縮、腐化、發酵、長黴、生鏽、褪色、異味、自燃或遭蟲鼠咬損。  

四、無法解釋之短少及損失，或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短缺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為修理、維護、復原受寄託之物品引起之損失。  

六、政府之沒收或充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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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交付置存於櫃臺保管箱，並經被保險人

開立保管憑條者；  

二、旅客隨身攜帶之個人物品（不包括現金）置放

於客房中之保管箱者。 

七、違禁品。  

八、寄託人、委任人因受託物毀損或滅失所喪失之期待利益及其所引起

之附帶損失。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下列物品之毀損滅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金銀條塊、貴重金屬、珠寶、玉石及其製品。  

二、圖畫、雕像或其他藝術品。 

三、股票、債券、郵票、印花稅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各種文書證件、帳簿、債權憑證、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五、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六、爆炸物。  

七、毛皮、動物、植物。  

八、玻璃、水晶、陶瓷製品、蛋類等易碎物。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有線電視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有線電視責任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

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其已架設之電線、電纜及線

路設備發生意外事故因而斷裂、破損、掉落、脫落、

漏電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理賠責任： 

一、 被保險人於電線、電纜及線路設備裝置、拆除或維修期間所負之

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所負之懲罰性賠償責任。 

三、 因毀損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他相關設施所導致之附帶損

失，但本公司對因修復該毀損線路、管路、管線或電線而需負擔

之費用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含

物體碰撞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含物體碰

撞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

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經營或管理經營業

務處所之停車場（須載明於本保險契約），發生意

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

列事項亦不負理賠責任：  

一、因下列事故所致停放車輛（含車內財物）之毀損或滅失，包括： 

（一）竊盜行為。 

（二）駕車行為，但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被保險人對營業處所之設

置、保養或管理有所缺失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第三人之不當行為或非善意行為。 

（四）不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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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代客停車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車輛未停妥於正確、規定之車位者。  

四、 停車場之維修、保養期間，但意外事故之發生與維修、保養無關者

不在此限。 

五、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未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規定維修、保

養者。 

六、未依操作指示操作機械式停車場或汽車用昇降機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電梯在保險期

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坐或出入被保險電梯之人

體傷或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但前項所稱乘坐或出入被保險電梯之人，不包括被

保險人或操作人員在內。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

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

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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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

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

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因意外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

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

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

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電梯因裝載重量或乘坐人數超過本保險契約載明該電梯之負

荷量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電梯發生損壞或故障未經修復或經政府主管機關命令停止使

用，而繼續使用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未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委請專業廠

商進行維護保養及安全檢查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於本保險契約載

明之施工處所內，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外

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

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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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

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

輛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因意外事故直接致

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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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

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發生

之賠償責任。 

六、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

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之體傷或疾病所

致或其所有、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

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施工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

限。 

八、被保險人所承包之營繕工程於保險期間屆滿前經定作人啟用、接管

或驗收後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而發生

之賠償責任。 

十、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

地、道路、建築物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一、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及其有關設施所致之賠償責任。但被保

險人證明施工前已取得上述設施位置圖及有關資料，並於施工中已盡相

當注意者。為修理或置換受損設施所需費用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交

互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交互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載之各被保

險人視同個別投保主保險契約，並互為其所承保之

第三人，但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

載為準，不因本附加條款而增加。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損害本保險契約內可投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財物(不論

是否已投保)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社會保險或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不論是否已

投保)。 

前項所稱之「社會保險」係指勞工保險。 

三、被保險人間訂有承攬或委任契約者，其相互間之賠償責任。 

四、工程契約之定作人與其他被保險人間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

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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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

終止，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不

生效力。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天

災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天災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風、洪水、

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

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第

三人動植物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

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第三人動植物特別

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

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所承包之營繕

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

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均不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

作人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

人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

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定作人所有或交由

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主保險契約

所載之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主保險契約

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導致毀損滅失，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

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營建機具、設備、器具、工具之毀損或滅失。  

二、 屬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保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

論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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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

作人或相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

人或相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定作

人、承保工程有關廠商、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

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居住於施工處所

之家屬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

物，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

接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導致

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

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

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營建機具、設備、器具、工具之毀損或滅失。  

二、 屬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保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

論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

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

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主保

險契約所載之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直接導致定作

人、承保工程有關廠商、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

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居住於施工處所

之家屬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

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

作人體傷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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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傷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

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主保險契約所載之

承包工程發生意外事故直接導致定作人或其受僱人

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

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鄰

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

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鄰近

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定作人所有，或定作人

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於保險期

間內，在執行業務處所或主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

所內，直接因被保險人執行業務行為發生之意外事

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

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三、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四、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論是否已

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五、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一、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

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

責賠償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本公司依前項對被保險人所負之體傷賠償責任，除

本保險單另有約定，以超過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

員保險法或軍人保險條例之給付部份為限。 

二、本保險單所稱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

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付之薪津工資而服勞務

年滿十五歲之人而言。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之責： 

一、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 

二、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本身體傷或死亡。 

三、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四、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或

死亡，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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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

約定為      人。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人數變動超過約定人數之 10%

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應按變

動後之人數重新計算保險費。 

被保險人未為前述人數增加之通知者，於承保事故

發生時，本公司得依承保的薪資總額與實際的薪資

總額比例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

中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上下班途中發生

意外事故而致體傷或死亡，依勞動基準法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

自負額部份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依前項對被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以超過

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法或軍人保險條例之

給付部份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車輛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車輛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依法應領有牌照

之車輛發生意外事故，造成執行職務之受僱人遭受

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

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被

保險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使用或管理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亦不負

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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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未執行安

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未執行安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約定

之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對於被保險人

之受僱人因下列行為遭受體傷或死亡，本公司亦不

負理賠之責，但該受僱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無因

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十一、 依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應佩戴安全

帽而未配戴者。 

十二、 從事施工架作業、橫支撐之構築作業、

傾斜地面之開挖、鋼構建築之栓接、鉚接、焊接或

檢測作業時未配帶安全帶者。 

十三、 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未配戴安全帽、

安全鞋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十四、 從事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

氣機具之作業時未配戴絕緣手套、安全帽、安全鞋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者。 

十五、 從事鋼筋作業時未配戴手套者。 

十六、 從事混凝土作業時，乘坐於混凝土澆置

桶上者。 

十七、 從事模板作業時，未以鋼索束緊，或以

其他代用品或普通繩子吊運者。在高處吊運模板

時，下方作業人員未全部撤離現場者。 

十八、 被保險人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

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受僱人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

施。被保險人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

臨時將圍欄等拆除，未採取使受僱人使用安全帶等

防止因墜落而致受僱人遭受危險之措施。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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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

人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

遭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約定之職業

災害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時，致被保險人依勞基

法規定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經勞

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本

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超過勞工保險之應

行給付部份，給付保險金。其各項給付規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

時，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

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月。  

二、失能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治療終

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失能，並

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

投保薪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一

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義、等級及給付標準，

均比照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三、 所得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

間不能工作，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

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

資」與勞工保險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付所得保

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

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醫院診斷，

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二款失能保險金

除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一般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

責：  

一、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二、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 

三、受僱人因酗酒或受藥劑影響所致之體傷、失能或死亡。前者所稱之

酗酒係指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

失能或死亡，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

害所導致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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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金額

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四十個月。  

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

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頒布施

行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

準則」。 

本附加條款之各項給付，除另有約定外，悉依主保

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

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

意，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社會保險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社會保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本公司依下列規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茲約定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發生意外事故，本

公司需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主保險契約之內容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同意對

被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不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

金額。 

二、本附加條款所稱之「社會保險」，包括勞工保險、

公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以及其他依法所定之社會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約定處所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約定處所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被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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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受僱人在本約定處所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

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約定處所」係指:_________________ 。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執行職務時發生颱

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

海嘯、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遭受體傷或死

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特別約定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包括：廠商及其分包商

在本工程施工期間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

故遭受體傷或死亡者暨本工程機關(定作人)之監工

人員及其他相關會勘、督導、查核、及驗收等人員，

因執行本工程相關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

亡者，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

列名受僱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列名受僱人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

之受僱人，僅限載明於本保險契約所附明細表內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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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

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

人之賠償責任僅就超過其他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部

分，於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之責，不

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

定。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中華民國境外執

行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

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

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

約所約定之受僱人於非執行職務期間發生意外傷害

事故死亡或受有體傷，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

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賠償之責： 

一、醫療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

醫院或診所門診醫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

之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所載之醫療慰問金費

用上限範圍內給付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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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院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

醫院住院治療且住院日數連續達三日（含）以上者，

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

條款所載之住院慰問金費用給付之。 

同一事故給付同一受僱人醫療慰問金費用與住院慰

問金費用時，本公司合計給付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新

台幣五萬元整。 

臺灣產物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

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單

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

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一、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

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

責賠償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本公司依前項對被保險人所負之體傷賠償責任，除

本保險單另有約定，以超過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

員保險法或軍人保險條例之給付部份為限。 

二、本保險單所稱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

之期限內，接受被保險人給付之薪津工資而服勞務

年滿十五歲之人而言。 

除外原因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征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或使用或管理飛機、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

所致者。 

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

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

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或其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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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職業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其受僱人於執行職務期

間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死亡、失能或傷害，依「意外

事故補償規則」應負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時，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補償之責。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責任，不負理賠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五、因受僱人之犯罪行為（包括被刑事執行）所致者。 

六、因受僱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

通法令規定標準所致者。 

七、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八、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

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補償責任或損失，不負理賠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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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

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責任。但被保險人依「意外事故補

償規則」應負補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責

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

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

發生之責任。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擴大

承保非執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

約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擴大承保

非執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於非執行職務期間，

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死亡者，依「意外事故補償規則」

應負死亡撫卹之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時，本公

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補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之缺陷在保險期

間內或「追溯日」之後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遭

受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在

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本公司

對「追溯日」以前已發生之意外事故或被保險人非

在保險期間內所受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即使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拋棄追償權因而不

能追償之損失金額。  

三、因產品未達預期功能或使用不當或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提供錯誤

之產品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產品尚在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經銷商或受僱人之控制或管

理時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產品本身之損失或為檢查、鑑定、修理、清除、拆除、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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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該產品所發生之任何費用（包含為收回該產品所需退還之價款）。 

六、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經銷商或受僱人於出售或移轉被保險產品之

占有於他人時，已知悉該產品已有缺陷，因而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經銷商或受僱人之故意、刑事不法行為或故

意違反正常製作程序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因被保險產品所致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或控制之財產損失，但受僱

人之個人使用財物不在此限。  

九、被保險產品若作為其他產品之材料、零件、包裝或觸媒時，致使該

其他產品本身之損失。 

十、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與被保險人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因執行職務

而其身體受有傷害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一、在本保險契約「地區限制」欄所載地區以外所發生之意外事故或

賠償請求。依本保險契約「準據法限制」欄所載地區以外之法律為準據

法之賠償責任。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動（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戰、強

力霸佔或被征用。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地震、颱風、洪水及其他氣象上之災變。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及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及為測試、清理、

除去、控制或處理前述輻射或污染所致之費用。 

(五)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

在此限。 

(六)因誹謗、惡意中傷、違反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所致者。 

(七)被保險產品用作船舶、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之零件或材料時。  

(八)被保險產品由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交付予買受人已屆滿十年者，但

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九)肇因於下列產品或產品中含有下列成份所致者，但經書面加保者不

在此限： 

1. 石綿（Asbe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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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氯聯苯（PCB） 

3. 尿素甲醛（Urea-Formaldehyde） 

4. 避孕用具或藥品（Contraceptives of any kind）  

5. 乳矽膠填充物（Human implant containing silicon） 

6. 治 療 亞 級 性 骨 髓 神 經 系 統 之 藥 品 Subacute 

Myelo-Optico-Neuropathy ） 

7. 己醯雌酚（Diethylastilbstrol ） 

8. 奧克西欽諾林（Oxychinoline） 

9. 感冒疫苗（Swine flu Vaccin） 

10. 診斷或治療愛滋病（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之產品 

11. 煙草及其製品（Tobacco and any Tobacco Products）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因承保範圍內之保險

事故致其附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發生身體傷害而

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其財物

損失仍不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自負額附加條

款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條所稱之自負額，包含因

處理賠償請求所發生之任何費用及民事處理費用在

內，本公司僅對超過該自負額部份之賠款負賠償之

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完工責任保險

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及其代理人對所銷售

之被保險產品提供安裝、維修、保養等服務而於完

成上述服務後因所提供服務之缺陷致發生本保險契

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僅承保前項服務項目已完成並經驗收或

啟用且非在被保險人所有或使用之處所內發生者為

限。 

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1)第一項服務所需之改正、修理、額外服務或重置之費用。 

(2)因運送過程所致之損失。 

(3)服務完成後因遺留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料或廢棄物所致之賠

償責任。 

(4)服務完成已逾六個月者。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承保範圍附加

條款－事故發生基礎 

本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第一條條文刪除，改訂

如下：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之缺

陷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受有

傷害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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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在保險金

額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產品使用

年限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被保險產品在交付該產品給使用人於約定

年限內所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保險事故，

本公司仍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被保險人

受賠償請求期間附加條款 

若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終止時或到期日後因故未

在本公司辦理續保，本公司同意在保險期間到期後

二個月內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危險事故而

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仍負賠償責任。 

但有下列除外事項外發生時，本公司仍不負賠償責任： 

1.追溯日以前已發生之意外事故。 

2.在保險期間到期日後始發生之意外事故。 

3.被保險人未在本公司辦理續保之理由係因未補繳保險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附加被保險人

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附加被保險人僅承保其

因銷售被保險產品發生保險事故而受賠償請求時；

本公司始對其負賠償之責。 

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1.任何未經原製造商所同意之說明、銷售或改變產品狀態者。 

2.未能使產品維持可銷售狀態者。 

3.未依原廠指示警告做好檢查或調整者。 

4.任何改變包裝、容器、標籤或加工製造者，但僅加註中文說明者，不

在此限。 

5.被保險產品尚在附加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或受僱人之控制或管理時。 

被保險產品若為進口產品，被保險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提供中文說明及

中文警語，否則本公司對肇因於此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標示生產日期及使用期限致使第三人逾期使用而

致身體受到傷害。 

2.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標示儲存方式而因儲存不當，造成產品變質而致第

三人身體受到傷害。 

3.被保險產品並未申請藥品登記而違法在說明書上或包裝上註明或影

射該產品具有醫療效果之字句者。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

特別除外附加條款--酒類產品適用 

茲經雙方同意，在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

保險契約）後，另外遵守產品責任保險酒類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除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任： 

一、被保險產品之甲醇或鉛含量超過政府公告之「酒類衛生標準」所致

消費者之損失。 

二、因受酒類影響所致消費者急、慢性酒精中毒身體傷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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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消費者受酒類影響而違反政府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所致之損失。 

四、因所製造、生產、輸入、經銷之酒類產品被仿冒所致第三人因酒傷

害及被保險人本身之商譽（Trade Mark）及財務損失（Financial 

Loss）。 

五、因違反「酒類標示管理辦法」所致消費者之損失。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訴訟及理賠費

用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賠償責任包含處理賠

償請求之任何費用及民事訴訟費用，僅在保險金額

範圍內負賠償之責，對超過保險金額外之損失，本

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

款(A) 

同主保險契約 除本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不

負賠償責任： 

1.任何未經原製造商所同意之說明、銷售或改變產品狀態者。 

2.未能使產品維持可銷售狀態者。 

3.未依原廠指示警告做好檢查或調整者。 

被保險產品若為進口產品，被保險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提供中文說明及

中文警語，否則本公司對肇因於此原因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

款(B) 

同主保險契約 除本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不

負賠償責任： 

1.任何未經原製造商所同意之說明、銷售或改變產品狀態者。 

2.未能使產品維持可銷售狀態者。 

3.未依原廠指示警告做好檢查或調整者。 

4.任何改變包裝、容器、標籤或加工製造者，但僅加註中文說明者，不

在此限。 

被保險產品若為進口產品，被保險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提供中文說明及

中文警語，否則本公司對肇因於此原因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懲罰性賠償金

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懲罰性賠償金仍負賠

償之責，但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本公司不

負賠償責任。 

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變更保險費計

算基礎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依據保險期間內預計之          

計算預收。被保險應於             ，將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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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計算實際保險費之依

據。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被保

險人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之差額，

由本公司退還被保險人，但本公司應收保險費不得

低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最低保險費。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

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

條款(ML014A 製造兼維護廠商適用)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產品責任保險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建

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暨主保險契約載明之地區限制範圍內，對

所提供之被保險產品負責安裝、維修、保養等服務，

而於完成上述服務後因該項服務之缺陷，致第三人

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除主保險契約第二章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

責任： 

一、對被保險產品提供安裝、維修、保養等所需之檢查、調整、修理、

額外服務或重置之費用。 

二、因運送過程所致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於執行維護或保養作業期間內所致者。 

四、服務期間及完成後因被保險人故意遺留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

料或廢棄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未依承攬契約履行維護保養作業者。但因保養不善所致

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違反第四條通知義務時，本公司對於未申報之處所所致之

損失。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

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

條款(ML014B 維護廠商適用)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產品責任保險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建

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暨主保險契約載明之地區限制範圍內，對

被保險產品提供服務，而於完成前開服務所致第三

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

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 

除主保險契約第二章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

責任： 

一、被維護或保養之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本身缺陷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所維護或保養之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本身因任

何事故所致之任何損失。 

三、服務完成後因被保險人故意遺留或廢棄施工器具、設備、材料或廢

棄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未依承攬契約履行維護保養作業者。但因保養不善所致

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違反第四條通知義務時，本公司對於未申報之處所所致之

損失。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電磁場或電磁

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產品直接或間

接因電磁場、電磁波或電磁干擾所引起或造成第三人之死亡、體傷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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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損失等相關之產品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契約終止通知

日數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

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營業處所

內供應之餐飲或於保險契約所載之地區範圍內銷售

之餐飲，導致食用之第三人因食品中毒所致之體傷

或死亡，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依本

附加條款之約定，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

內負賠償責任，但食用餐飲之第三人逾餐飲包裝上

所標示之保存期（時）限後食用或被保險人所提供

之餐飲，經放置於大氣常溫下六個小時後始由第三

人食用後所致之食品中毒，不在此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其他產品零件

責任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產品作為其他產品之材料、零

件、包裝或觸媒時，因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載之

意外事故而致該其他產品本身之損失，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GUARANTEE AND 

FINANCIAL LOSS INSURANCE

（Claim-made Form） 

The Company will indemnify the Named Insured 

against their legal liability, whether by way of claims 

made against them or by way of loss or expense 

incurred by them for: 

(1)  PRODUCT LIABILITY  

Damages and claimants costs and expenses 

arising as a result of;  

(a)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death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b)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which arises from or is alleged to have arisen 

from any defective, harmful or incorrect product 

or works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ich is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1)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caused by any product or 

works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occurrence of such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as not passed from the physical possession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Named Insured; 

(2)  claims or liability for claims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Products prior 

to their unqualified acceptance by the Named Insured’s immediate 

customer acceptance being deemed to mean 

(a)  in the case of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nly of Products the 

acceptance of delivery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s 

customer (where delivery to the Named Insured’s customer is in 

stages and is recognised as such by the issue of delivery notes or 

the like acceptance of each stage so recognised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take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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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2)  PRODUCT GUARANTEE  

The costs of removal, recovery, repair, 

alteration, treatment, replacement or destruction 

of any product or works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ich fail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it 

wa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3)  FINANCIAL LOSS 

for any financial loss not arising from:  

(a)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death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and/or  

(b)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which is incurred by customers or third parties 

as a result of any product or works (or any part 

of either) which fail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it wa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PRODUCT RECALL EXTENSION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herein to the 

contrary, this Insurance is extended to provide 

(b)  in the case of any contract which requires erection construction 

or installation of Products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at the customer’s premises or site the practical completion of 

such erection construction or install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ustomer 

provided always that where a contract between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ir customer provides for a period of testing and/or 

commissioning acceptance shall not be deemed to have occurred until 

completion of such testing and/or commissioning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ustomer; 

(3)  any costs and expenses of recall by the Named Insured of products or 

works or parts thereof unless specifically included by extension 

hereon; 

(4)  death of or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by the Named 

Insured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or apprenticeship; 

(5)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Named Insured by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Named Insured which would not have attache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greement; 

(6)  liquidated damages, or under any penalty clause in any contract 

entered into by the Named Insured; 

(7)  (a) loss or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any property whatsoever or 

any loss or expense whatsoever resulting or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b)  any legal liabil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by or arising from:- 

(i)  ionis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from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ii)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any explosive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8)  claims arising out of circumstances which the Named Insured is aware 

of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own in the 

Schedule and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Named Insur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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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bursement of Recall Expenses incurred for the 

recall of products or work (or any part of either)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or the Named 

Insured’s Agents, as a result of a decision taken by the 

Named Insured, with the agreement of Compan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call any such Products because 

their use may cause the Named Insured to incur a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1.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including death, illness 

or disease to any person) and/or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material property, and/or 

2.  the failure of the Product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they were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espatched or delive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all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Named Insured's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position would anticipate might give rise to a claim against the Named 

Insured; 

(9) claims arising from products manufactured, designed, sold, supplied, 

installed, repaired, altered, treated, dispatched, delivered or distributed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10) loss or damag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ccasioned by happening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of 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confiscation or 

nationalisation or requisition or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11)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any product or work which with the Named 

Insured's knowledge is intended for incorporation into the structure, 

machinery or controls of any aircraft, except where specifically sta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Business; 

(12)  the excess and/or the coinsuranc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13)  any claim coming within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which is covered 

by Errors and Omissions or Contract Works insurance eff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Named Insured except for the excess over and above the 

amount of such claim covered by such insuranc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respond for the amount of any Self-insured Excess under 

any such insurance.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 

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所有、管理、

使用租賃自行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遭受體傷或

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

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

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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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 因被保險人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

施打其他違禁藥物所致者。 

六、 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

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七、 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 

八、 因被保險人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者。 

九、 因被保險人參加競賽、為競賽開道、效能試驗、速度測試或表演

所致者。 

十、 因租賃自行車本身之瑕疵所致者。 

十一、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

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

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租賃自行車及其附屬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本人及其家屬、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或被保險人所載

運之人受有體傷或其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三、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

損失。 

四、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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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 

六、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七、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旅客運

送人責任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管理、

使用租賃自行車發生意外事故致所載運乘客遭受體

傷，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自行車責任保險 

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於完成公共自

行車取車程序後，至成功歸還公共自行車前，因管

理、使用該公共自行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遭受

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

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

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被保險人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

施打其他違禁藥物所致者。 

五、 因被保險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騎乘公共自行車，其吐氣或血

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六、 因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者。 

七、 因被保險人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者。 

八、 因被保險人參加競賽、為競賽開道、效能試驗、速度測試或表演

所致者。 

九、 因被保險人違反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條款或類似條款之約定

所致者。 

十、 因公共自行車本身之瑕疵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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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公共自行車及其附屬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本人及其家屬受有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

責任。 

三、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

損失。 

四、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

賠償責任。 

六、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七、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保全業務，在保險

期間內發生下列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死亡或

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並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其僱用之保全人員，於執行保全服

務契約時因疏忽或過失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裝設於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處所之保

全設備，因設置、維修或管理不當發生意外事

故。 

三、依保全服務契約之約定，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

任之事故。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保全人員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

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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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因被保險人非因執行保全業務，或因免費提供保全服務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被撤銷資格或被撤銷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業務

所致者。 

九、因被保險人或其保全人員未依保全服務契約之約定，採行安全防護

措施或設置保全設備所致者。 

十、因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業務

機密所致者。 

十一、各種形態之污染與石綿所致者。 

十二、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

車輛所致者。 

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

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

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

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

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

資料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罰金、罰鍰或懲罰性賠償金。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受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

全契約，或縱無該項契約、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

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所有、向人租借或自行使用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第 683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五、被保險人因售出之商品或貨物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保

全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本公司對於下列物品因承保事故之發生致

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本保

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一、 現金、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每一事故最高賠

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票據或有價證券遇有主保險契

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除應立即向有關

單位辦理掛失止付外，並應依法辦理公示催告、除

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之手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

人依法辦理掛失止付、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

重新補發所須之手續費，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

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

保險人雖已依前項約定辦妥掛失或在辦理掛失時仍

遭他人自市場賣出、冒領或盜領所致之損失，依本

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

內負賠償責任。其有市場價格者，理算係以損失發

生前之最近一次市場收盤價格為準。 

二、 金銀、珠寶、玉石、古董、藝品、字畫、名錶

等物品，每一件價值逾新台幣         元以上之物

品，每一件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

限，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

特別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除外責任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

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 警訊傳回被保險人管制中心後，管制中心未立即報警並未通知保

全人員前往現場處理，或保全人員無故超過合理時間而未趕赴現場者。 

二、 現金、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未置存於金庫或保險櫃內並上鎖者。 

三、 被保險人之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無法就其損失提出合理之憑證

者。 

四、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包括但不限於保全服務契約委託人之營業

中斷、減少工作能力、增加成本費用等之任何形式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

損失。 

五、 被保險人於解除保全系統設定之後所發生之毀損、滅失或竊盜。

但對於竊盜及因竊盜所致之損失如確定發生於被保險人系統防護時間

之內，而被保險人能提出有力之證明者，不在此限。 

六、 凡保全服務契約書及約定事項中所約定不由被保險人負責賠償之

事由所致者。 

七、 任何與錄音、影帶、雷射唱片、影片及各種電腦遊樂器、磁帶、

磁片等相關之權利金及軟體部份。 

八、 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載之物品未置存於金庫或保險

櫃內並上鎖者。 

九、 被保險人與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僅簽訂電話服務者。 

十、 因火災或滅火所致之損失。 

十一、自動櫃員機之本體及其內置現金。但經本公司書面約定加保者，

不在此限。 

十二、被保險人之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因竊盜所致房屋結構體、水電設

備、裝潢、營業生財或保險櫃、金庫等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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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三、 服 飾 每 件 最 高 賠 償 金 額 以 新 台 幣          

元為限。 

四、 被保險人所簽訂之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之營

業項目，包含託售、待修、託運、寄放或保管物品

之業務，對於其置存防護區內之物品且須於保全系

統設定時間內所發生之損失，保全服務契約委託人

可明確提供損失物品清單及其所有人，並提出可資

證明之文件者，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五、 其他財物保險金額之限制如下： 

（一）貓、犬、魚類：每一隻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

幣          元為限。 

（ 二 ）豬 ：每 一隻 最高 賠 償金 額以 新台 幣          

元為限。 

（三）鴿子：每一隻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四）其他動物或植物：每一物最高賠償金額以新

台幣          元為限。 

上 述 財物 每一 事故 最高 賠 償金 額以 新台 幣          

元為限。 

十三、保育類動物、爆炸物、違禁品。 

十四、各種文書證件、帳簿、或其他商業憑證與簿冊。 

十五、各種藍圖、設計圖、手稿、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

保險 

一、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故意、過失或不可抗

力而發生行車事故及其他事故，致旅客死亡或身體

受傷或財物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保險

人對受害人或請求權人負賠償之責。 

二、經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

悉以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項下之保險金額為限。其

能以較少金額解決者，應依該較少金額賠償之。該

項目下保險期限內之保險金額，為保險人在保險期

限內，所負責之最高額度。前項保險期間內累積賠

保險人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單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三、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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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金額到達「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時，保險契

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視為自動續約一年。保險

人依據保險單應負之賠償責任，不因被保險人宣告

破產或喪失償付能力而減免。 

三、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次保險事故，須先行負擔約

定之自負額，保險人僅對於超過自負額部份之賠款

負賠償之責。前項約定之自負額部份，被保險人不

得以加繳保險費或其他方式免除，亦不得另向他保

險人訂立保險契約。 

四、保險人對下列費用負償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

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予償付：因訴訟

或賠償請求而生之訴訟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被

保險人如受刑事控訴時，其具保及訴訟費用，亦包

括在內。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

行為所生之費用。前項費用之賠償，不受保險金額

之限制。但被保險人應賠償旅客之金額超過保險金

額時，保險人僅按保險金額與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

比例，賠償該費用。 

六、被保險人自己管理、控制、或向人租借、代人保管之財物，受有損

失時之賠償責任。 

七、因受害第三人(無論旅客或非旅客)之故意、或鬥毆、或從事犯罪行

為，或逃避逮捕所發生之自身傷害。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

所安排或接待之旅遊期間內，因發生意外事故致旅

遊團員身體受有傷害或失能或因而死亡，依照發展

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將依本保險契

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旅遊期間內，被保險人得經本公司同意後，加繳約

定之保險費延長旅遊期間。 

一、死亡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

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旅遊團員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旅遊業務

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以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

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或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向他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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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

意外死亡」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因意外事故失蹤，於戶籍登記失蹤之日起

滿一年仍未尋獲，或被保險人能提出文件足以認為

旅遊團員極可能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事故而

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先行墊付死亡

賠償金。若旅遊團員於日後發現生還時，被保險人

應協助本公司向死亡賠償金之受領人取回墊付之死

亡賠償金。 

二、失能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

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

內，致成附表所列六級三十四項失能程度之一者，

本公司按該表所列給付金額予以賠償。 

旅遊團員因同一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

能程度時，本公司將給付各該項失能賠償金之和，

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意外失能」之

保險金額為限。若不同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

足時，僅給付較嚴重項目的失能賠償。 

三、醫療費用損失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

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內，經合格的醫院及診所治療者，本公

司就所發生之必需且合理的實際醫療費用給付賠

償。但每次傷害賠償總額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

「每一旅遊團員意外醫療費用」之保險金額。 

前項所稱「合格的醫院及診所」係指依中華民國醫

療法所設立，並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療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應以依醫療行為當地國法

令有合格醫師駐診之醫院或診所為限。 

有損失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八、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 

九、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所發生之任何法律訴訟費用。 

十、旅遊團員之文件遭海關或其它有關單位之扣押或沒收，所致之毀損

或滅失。 

十一、起因於任何政府之干涉、禁止或法令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出售或供應之貨品所發生之賠

償責任。但意外事故發生於旅遊期間致旅遊團員死亡、失能或醫療

費用不在此限。 

十三、以醫療、整型或美容為目的之旅遊所致任何因該等行為所生之賠

償責任。 

十四、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本公司對旅遊團員直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細菌傳染病所致者。但因意外事故所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不在此

限。 

二、旅遊團員之故意、自殺（包括自殺未遂）、犯罪或鬥毆行為所致者。 

三、旅遊團員因吸食禁藥、酗酒、酒醉駕駛或無照駕駛所致者。 

四、旅遊團員因妊娠、流產或分娩等之醫療行為所致者。但其係因遭遇

意外事故而引起者，不在此限。 

五、旅遊團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疾病、痼疾或其醫療行為所致者。 

六、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空器

所致者。 

 

除契約另有約定，本公司對所承保旅遊團員從事下列活動時，所致之損

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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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行文件遺失之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其護照或其他

旅行文件之意外遺失或遭竊，除本保險契約不保項

目外，須重置旅遊團員之護照或其他旅行文件，所

發生合理之必要費用，負賠償責任。但必須於事故

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警方或我國駐外有關單位等

報案。 

前項旅行文件不包括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

金提示文件。 

五善後處理費用之補償責任 

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第

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傷害，而發生下列合

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

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1.旅遊團員家屬前往海外或來中華民國善後處理費

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前往海外

或來中華民國照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所發生之

合理之必要費用，包括食宿、交通、簽證、傷者運

送、遺體或骨灰運送費用。 

2.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旅遊團員之家

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之合理之必

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每一事故最高

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十萬元整。 

第一項所稱「重大傷害」，係指旅遊團員因遭遇意

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其傷情無法在短期間內

穩定，且經當地合格的醫院或診所以書面證明必須

留置治療七日以上者。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

特技表演等運動時。 

二、旅遊團員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表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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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賠償。本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不包

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掣發之單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出發行程延

遲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

本旅行業責任保險出發行程延遲費用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就其安排旅遊行程之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

內，因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所不能控制之因素致其

預定之首日出發行程所安排搭乘之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延遲超過十二小時以上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行李遺失賠

償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

本旅行業責任保險行李遺失賠償責任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就其安排旅遊行程之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

內，因被保險人之疏忽或過失致旅遊團員交運之行

李遺失之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對旅遊團員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國內善後處

理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

本旅行業責任保險國內善後處理費用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

間內因主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

傷害，且出發地、旅遊地點及事故地點均於台灣地

區之內，而發生下列合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

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家屬前往事故地點善後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前往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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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地點照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所發生之

合理之必要費用，包括食宿、交通、傷者運送、

遺體或骨灰運送費用。 

二、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旅遊團員

之家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之

合理之必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

本旅行業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於由其所安排或接待之旅遊期間內，發生意外事故

致旅遊團員殘廢或因而死亡，依照發展觀光條例及

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於超過主保險契約承保

之保險金額以上部分，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

險人負理賠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慰撫金費用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

本旅行業責任保險慰撫金費用給付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

間內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所致死亡，前

往弔慰死亡旅遊團員時所支出之慰撫金費用，本公

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額外住宿與

旅行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旅行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

本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對於接受被保險人安排旅遊行程之旅遊團

員於旅遊期間（不含首日出發行程）內遭受下列意

外突發事故所發生之合理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支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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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一、因護照或旅行文件之遺失，但因任何政府之沒

收充公者除外。 

二、檢疫之規定，但旅遊團員必需採取任何合理之

步驟，以符合檢疫之規定或要求。 

三、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

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地陷或其他天然災

變及不可抗力之天候因素。 

四、汽車、火車、航空器或輪船等之交通意外事故，

自行駕駛或同行人員駕駛者除外。 

臺灣產物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

鐵路旅客運送業務，於營業處所內發生行車及其他

意外事故，致旅客身體受傷、殘廢或死亡，依鐵路

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應負給付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損害補

償之責。 

遇有前項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亦負

補償之責： 

一、旅客或請求權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賠償請求，被

保險人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之費用。 

二、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旅客損害所支出之必要

費用。 

前項費用之補償，於被保險人依法應給付旅客之金

額超出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僅

按保險金額與被保險人應負給付責任之比例支付

之。 

第二項費用之補償金額不列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

一次事故保險金額及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之

計算。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單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強力霸占或被徵用所致者。 

三、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

在，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給付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因旅客之故意、鬥毆、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逮捕所發生之自身傷

害。 

七、本公司對於下列人員之損害不負賠償責任，但如以旅客身分乘車

者，不在此限。 

1.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 

2.被保險人之受僱人。 

3.從事鐵路設施安全檢查之專業技術人員或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所派遣前

往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執行公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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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經營保管箱租賃業務，於

本保險契約所載營業處所內發生意外事故，致承租

人之置放物毀損或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

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及其他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

輛所致者。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

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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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意外事故直接致承租人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

之間接損失。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

償責任，但因經營保管箱租賃業務所致者，不在此限。 

五、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颱

風、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加

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

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颱風、地

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存物在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

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

之責：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因雨水、砂塵等引起之毀損滅失。 

三、因冰霜、暴風雪所致之毀損滅失。 

四、因地層陷落、山崩或任何其它地層變動所致之毀損滅失。 

五、被保險人之建築物在翻造或修建中，因外部門窗或其他開口缺乏完

善之防風、防雨設備 所致之毀損滅失。 

六、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危險事故引起爆炸破裂所致之毀損滅

失。 

七、因灑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它供水、儲水設備破裂或溢水所致

之毀損滅失。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

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

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

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存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論是否與罷

除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

之責： 

由於全部或部分營業停止、中斷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

致之毀損滅失。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 

三、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

公。 

（一）但於上述事故前 已發生毀損滅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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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歇業有關）。 

二、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

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上述行為，或為

減輕其後果採取之行動。 

（二）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毀損滅

失者，不在此限。 

（三）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所謂恐怖主義係指運用暴力或任何恐怖行

動及因而所生影響，以遂其推翻政府之目的。 

（四）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五）由於核子武器或其物料，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毀損滅失。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天災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

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承租

人之置放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颱風、暴

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

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及其他天然災變

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

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

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建築物在翻造或修建中，因外部門窗或其他開口缺乏完

善之防風、防雨設備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意外事故引起爆炸破裂所致之毀損滅

失。 

三、因灑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它供水、儲水設備破裂或溢水所致

之毀損滅失。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特別

約定事項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

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特別約定

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

被保險人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依據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金融機構保管箱出租定型化

契約範本」，對承租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

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其賠償約定如

下所列： 

一、依前述範本之規定，本公司同意於損失金額

_______元以內者，在承租人於損害發生後申報其置

放物品內容並同意與被保險人和解結案者，本公司

就和解金額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 

二、依前述範本之規定，本公司同意於承租人主張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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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損失逾前款金額者，於承租人舉證證明其置放物

品之內容及價值後，就被保險人按承租人實際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之部分，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但

最高賠償金額以_______元為限，惟本公司對被保險

人賠償金額係依被保險人與承租人簽訂之金融機構

保管箱出租定型化契約之損害賠償金額與前項所載

之金額孰低者為限。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

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

箱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本公司對於承租人之置放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

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

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論是否與

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

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上述行為，或為

減輕其後果採取之行動。 

除主保險契約之除外責任外，本公司對於下列之毀損滅失，亦不負賠償

之責： 

一、由於全部或部分營業停止、中斷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

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 

（一）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

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毀損滅失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毀損滅

失者，不在此限。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laims-Made Form) 

COVERAGE A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COVERAGE A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a. Expected Or Intended Injury  

b. Contractual Liability  

c. Liquor Liability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e. Employer's Liability  

f. Pollution  

g.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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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s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ccurrenc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 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and  

(2)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s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only if:  

(1)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2)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did 

not occur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r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3) A claim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s first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c. below,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e provide 

under Section V –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c. A claim by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seeking 

damages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h. Mobile Equipment  

i. War  

j. Damage To Property  

k. Damage To Your Product  

l. Damage To Your Work  

m. Damage To Impaired Property Or Property Not Physically Injured  

n. Recall Of Products, Work Or Impaired Property  

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VERAGE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a. Knowing Violation Of Rights Of Another  

b. Material Published With Knowledge Of Falsity  

c. Material Published Prior To Policy Period  

d. Criminal Acts  

e. Contractual Liability  

f. Breach Of Contract  

g. Quality Or Performance Of Goods – Failure To Conform To Statements  

h. Wrong Description Of Prices  

i.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Or Trade Secret  

j. Insureds In Media And Internet Type Businesses  

k. Electronic Chatrooms Or Bulletin Boards  

l. Unauthorized Use Of Another's Name Or Product  

m. Pollution  

n. Pollution-Related 

COVERAGE C MEDICAL PAYMENTS 

a. Any Insured  

b. Hired Person  

c. Injury On Normally Occupied Premis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e. Athletics Activities  

f.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g. Coverage A Exclusions  

h.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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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ier of the following times:  

(1) When notice of such claim is received and 

recorded by any insured or by us, whichever 

comes first; or  

(2) When we make sett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a. above.  

All claims for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to 

the same person, including damages claimed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care, loss of services, or 

death resulting at any time from the "bodily injury",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ose claims is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All claims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roperty damage" 

causing loss to the sam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ose 

claims is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COVERAGE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ffens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 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 and  

(2)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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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ffense arising out of your 

business, but only if:  

(1) The offense was committed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2) The offense was not committed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if an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or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3) A claim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is first made against 

any in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c. 

below,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we provide under 

Section V –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s.  

c. A claim made by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seeking 

damages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earlier of the following times:  

(1) When notice of such claim is received and 

recorded by any insured or by us, whichever 

comes first; or  

(2) When we make settl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a. above.  

All claims for damage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the sam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s a result of an offense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time the first of those claims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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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any insured. 

COVERAGE C MEDICAL PAYMENTS  

a. We will pay medical expenses as described below 

f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1)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On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or  

(3)Because of your operations;  

provided that:  

(1)The accid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The expenses are incurred and reported to u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and  

(3)The injured person submits to examination, at 

our expense, by physicians of our choice as often 

as we reasonably require.  

b. We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fault.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1) First aid administered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2) Necessary medical, surgical, x-ray and dental 

services, including prosthetic devices; and  

(3) Necessary ambulance, hospital, professional 

nursing and funeral servic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Occurrence FORM) 

COVERAGE A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COVERAGE A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a. Expected Or Intended Injury  

b. Contractual Liability  

c. Liquor Liability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e. Employer's Liability  

f. Pollution  

g. Aircraft, Auto Or Watercraft  

h. Mobile Equipment  

i.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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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and  

(2)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s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only if:  

(1)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2)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ccu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3)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no insured listed under 

Paragraph 1. Of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and no 

“employee” authorized by you to give or receive 

notice of an “occurrence” or claim, knew that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ad occurred, in 

whole or in part. If such a listed insured or authorized 

“employee” knew,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that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ccurred, then 

any continuation, change or resumption of such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during or after 

the policy period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known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c.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which occu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was not, prior to the 

policy period, known to have occurred by any insured 

j. Damage To Property  

k. Damage To Your Product  

l. Damage To Your Work  

m. Damage To Impaired Property Or Property Not Physically Injured  

n. Recall Of Products, Work Or Impaired Property  

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VERAGE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a. Knowing Violation Of Rights Of Another  

b. Material Published With Knowledge Of Falsity  

c. Material Published Prior To Policy Period  

d. Criminal Acts  

e. Contractual Liability  

f. Breach Of Contract  

g. Quality Or Performance Of Goods – Failure To Conform To Statements  

h. Wrong Description Of Prices  

i.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Or Trade Secret  

j. Insureds In Media And Internet Type Businesses  

k. Electronic Chatrooms Or Bulletin Boards  

l. Unauthorized Use Of Another's Name Or Product  

m. Pollution  

n. Pollution-Related  

COVERAGE C MEDICAL PAYMENTS 

a. Any Insured  

b. Hired Person  

c. Injury On Normally Occupied Premis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e. Athletics Activities  

f.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g. Coverage A Exclusions  

h.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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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under Paragraph 1. Of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or any “employee” authorized by you to give 

or receive notice of an “ occurrence” or claim, includes 

any continuation, change or resumption of tha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fter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d.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known to have occurred at the 

earliest time when any insured listed under Paragraph 

1. Of Section II – Who Is An Insured or any 

“employee” authorized by you to give or receive 

notice of an “occurrence” or claim:  

(1) Reports all, or any part, o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us or any other insurer;  

(2) Receives a written or verbal demand or claim for 

damages because of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r  

(3) Becomes aware by any other means that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has occurred or has 

begun to occur.  

e.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include 

damages claimed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care, loss of services or death resulting at any time 

from the “bodily injury”. 

COVERAGE B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a. 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However, we will have no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damages f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to whic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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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ffens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But:  

(1)The amount we will pay for damages is limit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 Limits Of Insurance ; and  

(2)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end when we have 

used up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in the 

payment of judgments or settlements under Coverages 

A or B or medical expenses under Coverage C.  

No other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to pay sums or perform 

acts or services is covered unles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under Supplementary Payments – Coverages A and 

B.  

b. This insurance applies to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ffense arising out of your 

business, but only if the offense was committed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COVERAGE C MEDICAL PAYMENTS  

a. We will pay medical expenses as described below 

f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1)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On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or  

(3)Because of your operations;  

provided that:  

(1)The accid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The expenses are incurred and reported to u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and  

(3)The injured person submits to examination, at our 

expense, by physicians of our choice as often as we 

reasonably require.  

b. We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fault.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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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rst aid administered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2) Necessary medical, surgical, x-ray and dental 

services, including prosthetic devices; and  

(3) Necessary ambulance, hospital, professional 

nursing and funeral servic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esignated Operations, Product, Work 

or All Recalled Product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e following is added to this policy: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liability of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which arising out of any 

operations, product or work shown in the Schedul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Mad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1.Our obligation to pay damages on behalf of you 

applies only to the amount of damages in excess of any 

deductible amoun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which 

also applies down to any legal defense and costs. 

2.The deductible amount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applies on a “per claim” basis unde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Coverage Combined, to all damages and 

expenses (as stipulated in “Supplementary Payment”) 

because of: 

(a) “Bodily injury”; 

(b) “Property damage”; 

(c)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d)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s”,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mbined; 

as the result of any one “occurrenc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who sustain 

damages because of that “occurrence”. 

3.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including those with 

respect to: 

(a)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any “suits” which is 

seeking those damages; and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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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our duties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apply irrespectiv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4.We may pay any part or all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to effect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and, upon 

notification of the action taken, you shall promptly 

reimburse us for such part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as 

has been paid by u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Vendors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PART 

SCHEDULE 

Name of Person or Organization (Vendor): 

Your Products: As per the declarations of the policy. 

(If no entry appears abov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complete this endorsement will b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s as applicable to this endorsement.) 

 

WHO IS AN INSURED (Section II) is amended to include as an insured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referred to below as vendor) shown in the Schedule,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your products” shown in the Schedule which are distributed or sold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the vendor’s busines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exclusions: 

1. the insurance afforded the vendor does not apply to: 

(a)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for which the vendor is 

obligated to pay damages by reason of the assumption of liability in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that the vendor would hav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b) Any express warranty unauthorized by you; 

(c) Any physical or chemical change in the product made intentionally by 

the vendor; 

(d) Repackaging, unless unpack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inspection, 

demonstration, testing, or the substitution of parts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n repackaged in the original container; 

(e) Any failure to make such inspections, adjustments, tests or servicing 

as the vendor has agreed to make or normally undertakes to make in 

the usual course of busines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r sale 

of the products; 

(f) Demonstration, installation, servicing or repair operations, except such 

operations performed at the vendors’ premis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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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roducts which, after distribution or sale by you, have been labeled or 

relabeled or used as a container, part or ingredient of any other thing 

or substance by or for the vendor. 

2.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insur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rom 

whom you have acquired such products, or any ingredient, part or container, 

entering into, accompanying or containing such product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elf-Insured 

Retention Clause 

The LIMITS OF INSURANCE as set forth in Item 4 

of the Declarations shall apply excess of a Self-Insured 

Retentio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tained Limit) 

in the amount of: ______ per claim.  

And you agree to assume the Retained Limit. The 

Retained Limit, or any part of it, shall not be insured 

without our prior written approval.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ccurrenc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1.Our obligation to pay damages on behalf of you 

applies only to the amount of damages in excess of any 

deductible amoun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per 

occurrence, which also applies down to any legal 

defense and costs. 

2.The deductible amount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applies on a "per occurrence" basis unde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Liability Coverage Combined, to 

all damages and expenses (as stipulated in 

“Supplementary Payment”) because of: 

(a) "Bodily injury"; 

(b) "Property damage"; 

(c) "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d)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s", and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combined; as the result of any 

one "occurrenc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who sustain damages because of that 

"occurrence". 

3. The terms of this insurance, including those with 

respect to: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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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ur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any "suits" which is 

seeking those damages; and 

(b) Your duties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apply irrespectiv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4.We may pay any part or all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to effect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and, upon 

notification of the action taken, you shall promptly 

reimburse us for such part of the deductible amount as 

has been paid by u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lectrical/Electromagnetic Field/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EFL/EMF/RFR)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d we shall have no duty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any injury, damage, expense, cost, loss, liability or legal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or allegedl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RFR),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ectrical fields 

(EFL) and/or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of this policy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ance, we shall retain a Minimum Earned 

Premium of ____________. 

It is further agreed that the provision regarding 

cancellation by you is amended to read: 

“If you cancels this policy, earned premium will be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ary short-term 

rate table and procedure, or th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stated herein, whichever is greater.”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e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A. Under any Liability Coverage,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1) With respect to which an insured under the policy is also an insured 

under a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policy issued by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Insurance Association, Mutual Atomic Energy Liability Underwriters, 

Nuclear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Canada or any of their successor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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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be an insured under any such policy but for its termination upon 

exhaustion of its limit of liability; or 

(2) Resulting from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Nuclear Material and with 

respect to which (a)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s required to maintain 

financial protection pursuant to the 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or any law 

amendatory thereof, or (b) the insured is; or had this policy not been issued 

would be, entitled to indemnit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any 

agency thereof, under any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any agency thereof, with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 Under any Medical Payments coverage, to expenses incurred with respect 

to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Nuclear Material 

and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 of a Nuclear Facility by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 Under any Liability Coverage,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Nuclear Material, if: 

(1)  The Nuclear Material (a) is at any Nuclear Facility owned by, or 

opera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sured or (b) has been discharged or 

dispersed therefrom; 

(2)  The Nuclear Material is contained in Spend Fuel or Waste at any time 

possessed, handled, used, processed, stored, transported or disposed of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sured; or 

(3)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es out of the furnishing by 

an insured of services materials, parts or equip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operation or use of any Nuclear 

Facility, but if such facility is locat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territories or possessions or Canada, this exclusion (3) applies only to 

Property Damage to such Nuclear Facility and any property thereat.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ollution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shall not apply: 

1. to any personal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actual or 

threatened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2. to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any governmental direction or 

request that you,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est for, 

monitor, clean-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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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ants; 

3. to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sts of 

investigation or attorneys' fees, incurred by a governmental unit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o test for, monitor, clean-up, remove, 

contain, treat, detoxify or neutralize pollutants.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we shall not be obligated to defend 

any suit or claim seeking to impose such costs, expenses, liability for such 

damages, or any other relief.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mendment of 

Supplementary Payments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supplementary payments of SECTION 

I in this policy will reduce the policy limit.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tent Infringement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claims based 

upon or arising out of any actual or alleged infringement of any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service mark, trade dress or trade nam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ead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r any other loss,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out 

of the presence, ingestion, inhalation, or absorption of or exposure to lead in 

any form or products containing lea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loss, demand, claim or suit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in any way to asbestos or asbestos-containing materials. 

We shall have no duty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any such loss, demand, 

claim or suit. 

This endorsement applies to all coverage under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Liability Clause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for death and 

bodily injury to third party persons and damage to 

third party property arising dur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will exclude all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It is further agreed th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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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Punitive and Exemplary 

Damage Exclusion Clause 

condition will apply irrespective of any possible coverage existing in any 

policy listed in the schedule of underlying insuranc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r and Terrorism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loss, damage, injury,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f the following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cause or event contributing concurrently or in any other sequence to the loss; 

(1)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assuming the proportions of or amounting to 

a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2) any act of terrorism.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an act of terrorism means an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nd/or the threat thereof, of any 

person or group(s) of persons, whether acting alone or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s) or government(s), committed for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similar purpose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and/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This clause also excludes loss, damage, injury,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way relating to (1) and/or (2) above. 

If we allege that by reason of this exclusion, any loss, damage, injury, cost 

or expense is not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ontrary should be upon the insured. 

In the event any portion of this clause is found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the remainder should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fe Deposit Box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damage to or loss 

of guest’s private belonging kept in the safe deposit 

box in reception and in the guest room at the insured 

premises.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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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al Payment of 

Injury Treatment and Death Consolation 

Fee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any 

visit or consolation to whom suffers “bodily Injury” 

due to any occurrence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expense paid by the insured for such visit or 

consolation shall be compensated by us within the 

scope of insurance amou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1. Injury Treatment Consolation Fee: 

The injury treatment consolation fee paid by the 

insured when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insured suffers 

injury and receives treatment by a registered and 

qualified hospital or clinic. However, we will 

compensate no more than one incident for the same 

person. 

2. Death Consolation Fee: 

The death consolation fee paid by the insured upon the 

death of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insured. 

This clause does not apply to: 

1. Injury as a result of crime, willful act, suicide or 

participation in fighting. 

2. Loss of mental capacity, anesthesia, alcohol abuse 

or drug influence. Alcohol abuse referred to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means when the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exceeds the standard provided under 

road traffic legislation. 

3. His or her own illness. 

In seeking any compensation under this clause, the 

insured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1. Insurance Claim Application Form (format to be 

provided by us).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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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yment justification or voucher related to the 

consolation fee.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s a result of the insured’s contingent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work or operation by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engaged by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sured’s business. 

Provided that if the claim so submitted is covered by 

any more specific insurance, then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sure the same except only as regards any exceed 

beyon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covered by such more 

specific insurance. 

This coverage will be applied subject to the per 

contract value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nanc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here 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excludes all liability for 

financial loss where 

such loss is not consequent upon bodily injury or physical damage to 

tangible property.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nkeeper’s Liability an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ayment of the premium stated 

abov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against 

EXCLUSIONS 

a) to any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y express contract or 

agreement, other than a written agreement by the Insured with a guest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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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Deposit Box Clause 

 

Inn-keeper's Liability subject to following: 

INSURING AGREEMENTS 

To pay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by 

reason of liability for damages because of injury to, 

destruction of or loss of property belonging to a guest 

at the premises while such property is within the 

premises o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Insured, or in the 

safety box of the Insured. 

LIMIT OF LIABILITY 

"The limit of Company's liability for all damages 

because of loss of property of guests are as 

follows : 

Innkeepers and Safe Deposit Box Liability: 

____per person & per room and 

____per occurrence and 

____in the aggregate subject to a deductible of % of 

loss each and every claim 

Any payment made by the Company on account of 

such damages shall reduce the limits of Company's 

liability by the amount so paid. 

The Inclusion herein of more than one Insured shall 

not operate to increase the limits of the Company's 

liability."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he occurrence of a loss increasing the limit only 

b) to any loss as to which the Insured has released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rom his or its legal liability. 

c) to any loss caused by the spilling, upsetting or leaking of any food or 

liquid; 

d) to any vehicle, or its equipment, accessories, appurtenances, or any 

property contained therein; 

e)to any property in the custody or possession of the Insured for laundering 

or cleaning; 

f)to any articles carried or held by a guest as samples or for sale or for 

delivery after sal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fts, Elevators and Escalators Liability 

Clause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confirmed that,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this insurance will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or 

caused by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lift or elevator or 

escalator operated or maintained by the Insured within 

the insured’s premises.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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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nt that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injury or damage caused whilst any lift or elevator or 

escalator is carrying a load in excess of the capacity 

specified by the manufacturer.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shall be carried out regularly by 

authorized contractor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lica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All liability of this policy is excluded fo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lleged to be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in whole or in part, by or arising out of the presence, ingestion, inhalation or 

absorption of or exposure to silica products, silica fibers, silica dust or silica 

in any form, or to any obligation of the insured to indemnify any party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presence, 

ingestion, inhalation or absorption of or exposure to silica products, silica 

fibers, silica dust or silica in any form.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cove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actual or alleged publication, utterance, oral or written 

statements which are claimed as an infringement, violation or defence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rights or laws: 

- Invas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cy; 

- Copyright, other than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ed advertising materials; 

-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or common law property rights in literary or 

musical materials, plagiarism, unfair competition or piracy; 

- Patent; 

- Libel, slander or other forms of defamation; 

- Unauthorized use of titles, slogan, formats, ideas, characters, plots or other 

program material; 

- Trade secrets; 

- Trade dress; or 

- Trademark, service mark, certification mark, collective mark or trade 

name, other than trademarked or service marked titles or slogan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s for liability under any coverage sections of this policy or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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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nction Exclusion Clause  

 

any payments under any extension: 

For any loss of claim arising in, or where the insured or any beneficiary 

under the policy is a citizen or instrumental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any 

country(ies) against which any laws and/o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is policy 

and/or the insurer, its parent company or its ultimate controlling entity have 

established an embargo or other form of economic sanction which have the 

effect of prohibiting the insurer to provide insurance coverage, transacting 

business with or otherwise offer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beneficiary under the policy.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no benefits or payments will be made 

to any beneficiary(ies) who is/are declared unable to receive economic 

benefits under the laws and/o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is policy and/or the 

insurer, its parent company or its ultimate controlling enti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ood and Drink Poisoning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claims made in respect of poisoning of any kind 

arising from food or drink sold or supplied or due to 

the presence of deleterious matter in such food and 

drink.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ehicles, Watercrafts, Aircrafts and/or 

Part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ducts applied to vehicles, watercraft, aircrafts (including 

satellites) and / or such parts, components or equipment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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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edical Payments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medical expenses as described below f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1) On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2) On ways next to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or 

(3) Because of your operations; 

provided that: 

(1) The accid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The expenses are incurred and reported to u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and 

(3) The injured person submits to examination, at our 

expense, by physicians of our choice as often as we 

reasonably require. 

 

We will make thes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fault. 

These payments will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insurance. We will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for: 

(1) First aid administered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2) Necessary medical, surgical, x-ray and dental 

services, including prosthetic devices; and 

(3) Necessary ambulance, hospital, professional 

nursing and funeral services. 

Exclusions: 

This policy will not pay expenses for "bodily injury": 

a. Any Insured 

To any insured, except "volunteer workers". 

b. Hired Person 

To a person hired to do work for or on behalf of any insured or a tenant of 

any insured. 

c. Injury On Normally Occupied Premises 

To a person injured on that part of premises you own or rent that the person 

normally occupies. 

d.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Similar Laws 

To a person, whether or not an "employee" of any insured, if benefits for the 

"bodily injury" are payable or must be provided under a workers' 

compensation or disability benefits law or a similar law. 

e. Athletics Activities 

To a person injured while taking part in athletics. 

f.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Included within the "products-completed operations hazard". 

g. Coverage A Exclusions 

Excluded under Coverage A. 

h. War 

Due to war, whether or not declared , or any act or condition incident to war. 

War includes civil war, insurrection, rebellion or revolu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re Legal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such insurance as 

is afforded by the Policy for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 applies with respect to injury to or destruction 

of, including loss of use of, real property rented to or 

occupied by the Insured at the locations designated in 

this endorsement, if such injury or destruction is 

caused by accident and arises out of fir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2. The limit of liability stated herein applies [insert: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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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ely, if applicable] to the insurance under this 

endorsement. 

Location           Limit of Liability            

Premium 

[insert Location]    [insert Sub-Limit amount]    

[insert amount]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CB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caused by or inconnection with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or any derivative thereof.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dden and Accidental Pollution 

Damage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________________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dden and accidental discharge, emission, spillage 

or leakage upon or into the seas, waters, land or air.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Insured establishes that the 

discharge, emission, spillage or leakage giving rise to 

liability hereunder meets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it was sudden and was unintended and unexpected 

by the Insured; 

b) it first commenced at a specific time and dat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c) it became known to the Insured within _____ hours 

of its commencement; and 

d) it was repo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tice 

requirement of this Policy within _____ days after 

having become known to the Insured. 

 

But under no circumstanc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 Any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howsoever described or the cost of removing, 

nullifying or cleaning-up pollutants.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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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gradual pollution and/or 

contamination and/or seepage and/or leakage. 

 

If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should disagree to when 

a discharge, dispersal or other release became evident,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all four enumerated 

conditions are met rests with the Insured, at the 

Insured’s own expense. Until such proof is accepted 

by the Insurer, the Insurer may, but is not obliged to, 

defend any claim.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 Payment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premium of the total premium at inception shall be 

payable XXXXX installments as follows: 

 

Installment Premium 

Payment 

Date 

1st installment   

2nd installment   

.   

XXX installment   

 

If the insured fails to pay the premium within XXXXX 

days from the due date stated in the table above, the 

insur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policy 

immediately, and then the insured shall be responsibl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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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ay the premium for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insurer has been on risk.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road Form Property Damage Claus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Extension)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property 

damage to the following, provided such property 

damage takes place within the insured’s premises： 

1.The personal belonging of the third party entrusted 

to the insured on the counter for storage or 

safekeeping； 

2.Equipments for office administration rented by the 

insured in performing the insured’s operations； 

However, this clause shall be excess insurance over 

any valid and collectible property insurance (including 

any deductible portion thereof)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Fire or Extended 

coverage, and the Other Insurance of the policy is 

amended accordingly.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 Park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accidents resulting in 

loss of or damage to motor vehicles (including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thereof) left in any garage or 

parking place owned by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provided that the Insured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precautions to prevent loss of or damage to 

any property and/or motor vehicles. 

This extens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loss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burglary and/or theft.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is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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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exclu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 Series Clause 

All losses occurring during the validity of the 

insurance and arising from the same cause, e.g. from 

the same fault in design, manufacture, instructions for 

use or labeling or attributable to the supply of the same 

products showing the same defect shall be deemed as 

one occurrence and as having occurred during that 

policy year in which the first loss occurred.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herein contained to the 

contrary, the underlying Insured shall, 

（a） upon knowledge of any loss(es) or occurrence(s)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recoverable hereunder 

advise Insurer hereon thereof as soon as possible. 

（b） Furnish Insurer hereon with all information 

available respecting such loss(es) or occurrence(s) and 

co-operate with Insurer hereon in the appointment of 

Adjusters, Assessors and/or Surveyors and in all 

negotiations, adjustments and settlements. 

（c）Make payment of legal Retainer and/or other 

investigation expense within 15 working days from the 

date of receiving payment notice issued by the Insurer 

and/or 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sequent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the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liability 

claims for any consequential loss of any kind resulting from any defect or 

damage in insured’s Produc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oss of profit, loss 

of use, and/or loss of produc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Liability Clause 

The inclusion of more than one corporation, person, 

organization, firm or entity as a Named Insured in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rights of any 

such corporation, person, organization, firm or entity 

either as respects any claims, demand, suit or judgment 

made or brought by, or in favor of any other Named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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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ed, or by, or in favor of any employee of such 

other Insured. This policy shall insure each 

corporation,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irm or entity in 

this same manner as though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but nothing herein contained shall 

operate to increase the company's liability as set forth 

elsewhere in this policy beyond the amount or amounts 

for which the company would have been liable if only 

one person or interest had been named as Insure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er shall have no obligation to 

defend or indemnify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alleging or asserting in any 

respect loss, injury, or damage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bodily injury) in 

connection with Wrongful Termination of the Insured’s employees and/or 

Discrimination involving the Insured’s employees and/or Sexual Harassment 

of the Insured’s employees.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pply to the following: 

Wrongful Termination means termination of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a manner which is against the law and wrongful or in breach of an implied 

agreement to continue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means termination of a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or a 

demotion or a failure or refusal to hire or promote any individual because of 

race, color, religion, age, sex, disability, pregnancy or natural origin. 

Sexual Harassment means unwelcome sexual advances and/or requests for 

sexual favors and/or other verbal or physical 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 that 

(1) are made a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and/or (2) are used as a basis for 

employment decisions and/or (3) create a work environment that interferes 

with performanc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is policy excludes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rendering of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s for a fee 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connected therewith.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means the 

performance of work by any Insured for any service or advice provided for a 

fee or remune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signing,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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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esign, specifica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feasibility studies, surveying, 

project management,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under the direct instruction 

of an architect or engineer, misstatements, misleading statements, 

defamation, breach of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uch as copyright, 

trademark, patent), breach of contract,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or similar 

activiti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sections of the Insured’s leases for 

tenancy of the Insured premises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provided tha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hall 

apply inclusive of this clause. 

Sub-limit： US$ any one occurrence and in aggregat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iver Subrogation Clause 

The company hereby waives its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ll vendors in connect with their business with 

the insured except that such waiver shall not extend to 

cover losses caused by acts of such vendors which are 

not connected with the operations being conducted by 

the named insured an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vertising Sign and 

Decorations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s compensation for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or caused by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sured’s advertising signs and decorations 

and the lik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im, 

“suit”,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arising from, resulting from, caused by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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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INSURANCE 

Absolute Carcinogen Exclusion Clause  
based upon any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exposure to “Carcinogens”. 

“Carcinogens” shall mean any substance or agent producing or inciting 

cancer.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under the policy are applicable to 

this Endorsement and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Suit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e coverage afforded by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 

claim for damages arising out of “personal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s 

defined, initiated, alleged, or caused to be brought about by a Named Insured 

or Additional Named Insure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against any other 

Named Insured or Additional Named Insured covered by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old and Fungi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apply to: 

a. Any sums which any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or Medical Paymen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ing to the actual, 

potenti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mold, mildew or fungi of any 

kind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 containing them at any time. 

b. Any loss, cost or expense: 

i. Any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may incur in testing 

for, monitoring, removing, treating or in any way responding to the 

actual, potenti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mold, mildew or 

fungi of any kind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s containing them, 

whether as a result of a request, demand,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or otherwise; or 

ii. Any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may incu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laim or “suit” on behalf of any government 

authority or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relating to the actual, potenti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mold, mildew or fungi of any kind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s containing them. 

c. We will have no duty or obligation to defend any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or “suit” seeking any such damag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any claim or “suit” arising from 

any litigation either prior to or pending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policy 

period stated in Item 2. Of the Declarations of this policy, nor does this 

policy apply to any future claim or “suit” arising out of the afor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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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ing and Prior Litigation Exclusion 

Clause 

pending or prior litiga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ducts Warranty Clause 

It is warranted, and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recovery 

hereunder, that all products insured are complied with 

the mandatory and/or voluntary safety standards of 

importing countries. 

The Company may rescind this Policy upon the 

Insured’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is 

warrant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llennium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A.  Any actual or alleged failure, malfunction or inadequacy of: 

(1)  Any of the following, whether belonging to any insured or to others: 

(a) Computer hardware, including micro-processors; 

(b) Computer application software; 

(c)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s and related software; 

(d) Computer networks; 

(e) Microprocessors (computer chips) not part of any computer system; or 

(f) Any other computerized or electronic equipment or components; or 

(2)  Any other products, and any services, data or function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use or rely upon, in any manner, any of the items listed in 

Paragraph A.(1) of this endorsement 

 

Due to the inability or failure to proces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lculating, comparing, recording, retrieving, sequencing, reading, storing, 

manipulating, writing to media, determining, distinguishing, converting, 

transferring or executing "Date/Time Material". 

 

"Date/Time Material", as used herein, means dates, times or data or 

information that in any manner includes, depends upon, is contingent upon, 

is derived from, or incorporates any date or time, irrespective of the manner 

or medium of storage or recordation. 

 

B.  Any advice, consultation, design, evaluation, inspection,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repair, replacement or supervision provided or done by the 

Insured or for the Insured to determine, rectify or test for, any potenti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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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problem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A. of this endorsement.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Jurisdict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demnity provided under this 

policy should apply in respect of judgments which a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delivered by or obtained from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fficac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failure of any Product to fulfill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intended function or meet a particular level of performance, where you have 

expressly or impliedly warranted or represented that the Product will fulfill 

such purpose or function (including purposes such as curing, alleviating, 

preventing, monitoring, detecting, eliminating or retarding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r meet such level of performanc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cess Primary Coverage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excess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any Primary Coverage. 

Whether Primary Coverage existing or not, we only 

indemnify the insured over the amount of each liability 

stated as below: 

Primary Coverage： 

 

This policy shall always apply excess over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irrespective of the amount thereof and whether or not 

such policy is actually maintained by the Insure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atch Clause 

If merchandise or products from one prepared or 

acquired lot or processing method shall, after sale, 

cause injury to more than one person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of more than one person, all such injury or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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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common caus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resulting from one occurrence and 

therefore falling in the policy year in which the first 

intimation comes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d's representativ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Insurance Clause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named herein, each for itself, 

severally but not jointly, do obligate themselve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to the extent of the percentage 

set opposite their names.  

Companies                                         

Percentage assumed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Inserted Percentage]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as leading company 

shall attend to all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is polic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ttlement of claims and 

any agreement or decision which may be made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the other 

co-insurer.  

Any notice which may be given by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in writing or otherwise shall be 

deemed to be given to the other co-insurer as well.  

Companies: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Percentage Insured: [Inserted Percentage]  

Policy No.: [Inserted Policy Number]  

Premium: [Inserted Amount]  

Authorized Signature  

Companies: [Inserted Insurance Company]  

Percentage Insured: [Inserted Percentage]  

Policy No.: [Inserted Policy Number]  

Premium: [Inserted Amount]  

Authorized Signatur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coverages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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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ispute Clause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is insurance should be subject 

to Taiwan R.O.C. law and forum.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apply to any claim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caused by,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The addition of this clause does not imply that other policy provision do not 

otherwise preclude or excluded coverage for any such claims, suits or 

proceeding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ose Coverage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Coverage 

hereunder is extended to include claims which are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within the period 

from_________________ to_______________ , and 

which arise solely out of occurrences occurring 

between the Dates of 

___________________to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t is also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clusion of 

such Coverage as is provided by this Clause shall not 

increase or extend the aggregate limit of the 

Company's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beyond that 

which i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The word "Claim" as used in the Clause shall mean a 

written demand made on the Insured by a third party 

for monetary damages. Claims are subject to the 

Deductible or Self Insured Retention applicab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is Policy.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and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ngle Limit Liability Clause 

The total annual aggregate limit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one combined limit of            for all coverage 

afforded as a result of all occurrences occurring during 

this policy period.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and Landlord’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mium charged,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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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Clause the sections of the Insured's leases for tenancy /or 

ownership of the Insured premises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provided tha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hall 

apply inclusive of this clause.  

Sub-limit: __________________per occurrence 

and_________________ in the aggregat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ata Risk & Cyber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in respect of any loss, damage, liability, claim, 

cost or expense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Data Risk  

the modification, corruption, loss, destruction, theft, misuse, illegitimate 

access, or unlawful or unauthorised processing or disclosure of Data or the 

loss, destruction or theft of any computer, electronic device, hardware or 

component thereof which contains Data.  

Cyber  

i) unauthorised access (including access by Malware) to;  

ii) the presence of Malware on; 

iii) the spread of Malware by; 

iv) the unauthorised use of; 

v) the malicious use of; or 

vi) malicious interference wit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against); 

any Computer System:  

a) owned, operated, controlled, leased or used; or 

b) sold, supplied, altered, constructed, repaired, serviced, designed, tested, 

installed or processed; 

by or on behalf of Insured .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hibition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through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or at any exhibition, trade fairor 

demonstration anywhere with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shown in the Declaration, including legal liability for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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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to the premises / venue housing such 

exhibition, trade fare, demonstration, or sales 

promotion.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alet Parking 

Liability Clause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covers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damage to the motor 

vehicle (excluding accessories, valuables and luggage 

therein) which is occupied or driven by the insured 

whilst the valet parking service is provide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a) any damage to the motor vehicle arising out of the 

accident occurred when the motor vehicle is driven 

by the owner or the user;  

b) any damage to the motor vehicle arising out of the 

accident occurred when the motor vehicle has been 

parked;  

c) any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to the third 

party except the motor vehicle which is occupied or 

driven by the insured whilst the valet parking 

service is provided.  

Sublimi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quor Liability 

Clause 

This clause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PART Exclusion c. – Liquor Liability of 

COVERAGE A – BODILY INJURY AND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Section I) – 

Coverages does not apply.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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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limit:_____________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of the Polic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Coverage Clause 

The definition of bodily injury is amended to includ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injury.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injury means injury 

arising out of the rendering of or failure to rende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the following services:  

(A) Medical, surgical, dental, x-ray or nursing service 

or treatment or the furnishing of food or beverag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or  

(B) The furnishing or dispensing of drugs or medical, 

dental or surgical supplies or appliances.  

This coverage does not apply to:  

(1)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for first-aid to 

others at the time of an accident and the 

'supplementary payments' provision and the 

'Insured's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claim 

or suit';  

(2) Any insured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r 

occupation of providing any of the services 

described under (A) and (B) above;  

(3) Injury caused by any employee or other individual 

if such person is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r 

occupation of providing any of the services 

described under (A) and (B) above.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ssenger 

Car-Transfer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of the passengers during car-transfer 

between designated places and Insured’s premises 

arranged/picked up by the insured. 

The coverage afforded by this clause shall be in excess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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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ny valid and collectible Auto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limit of liability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inclusively to the insurance and not increase the 

limits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lause 

This clause modifies insurance provided under the 

following:  

Schedule  

Designated Name of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nsert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nsert We or the Company] will only indemnify 

[insert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gainst 

claims which are made against [insert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or arising out of the Insured’s 

liabil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Insured’s service or 

business as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The above indemnity shall include the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with [insert our or the Company’s] 

prior consent in defending.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rrorism 

Clause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subject to the 

Insuring Agreement and all other terms, exclus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Polic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 The Company or We]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s Compensation as a result of any 

Act of Terrorism occurring within the Policy Territory 

on or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provided that: 

(a) this coverage applies only in respect of claim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notified to u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within 30 days from expiry of the 

Policy Period;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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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ll claims arising out of the same or a continuing 

Act of Terrorism, including Acts of Terrorism 

which have or appear to have a related purpose or 

common leadership, within a period of 72 hours, 

shall be considered a single claim and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on the date when the first of 

such claims was made; 

(c) multiple Acts of Terrorism which occur within a 

period of 72 consecutive hours and which have or 

appear to have a related purposes or common 

leadership are deemed to constitute one 

Occurrence; 

(d) this Policy does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for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i) any Act of Terrorism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or by any director 

partner or Employee of the Insured; 

(ii) any fund, scheme, pool, policy of 

insurance, or self-insurance pursuant to or 

required by an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terrorism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RIA Legislation) whether or not such 

fund, scheme, pool, or insurance has been 

effected; or 

(iii) any Act of Terrorism involving actual or 

threatened 

(1) use of pathogenic, poisonous, 

biological, or chemical materials; 

(2)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seepage, migration, or escape of 

Pollutants into or upon land, the 

atmosphere, any water cours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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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of water; 

(3) discharge, dispersal, release, 

seepage, migration, escape, or use of 

nuclear material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direct or indirect results 

of nuclear reaction,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4) use or operation, as a means for 

inflicting harm, of any computer, 

computer system,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mer, computer virus or 

process, or any other electronic 

system other than detonation of any 

explosive bomb or missile by remote 

controlled devices or launch, 

guidance, or firing systems of such 

bomb or missile. 

(e) The Policy Liability for any cover provided under 

this clause is [sublimit :         per occurrence 

and aggregate ].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use,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re added to this Policy: 

Act(s) of Terrorism means an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or threat thereof, 

of any person, people or group of persons, whether 

acting alone or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or government which from its nature or 

context is done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similar purposes or reason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Retroactive Date means [Policy Inception Date] 

TRIA Legislation mean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 of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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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and re-enactments there of and any 

regulations made thereunder.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is Policy remains unaltered.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rrors & Omissions Clause 

(Claims-Made Form) 

1. Errors and Omissions Insuring Agreement 

We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s Damages in respect of financial loss solely 

and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omission committed or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product” 

specified in [insert Item number] of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and provided that: 

(a) such act, error or omission occurs: 

I.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Item 6.2 of the Schedule forming part of 

this Clause; and 

II. with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and 

III. in connection with Business Description as 

specified in [insert Item number] of the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policy; and 

(b) the Claim i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and notified to u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and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policy period. 

3. Exclusions 

The Errors and Omissions Insuring Agreement does not cover any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3.1. any Claim made or threatened or in any way intimated against the 

insured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3.2. any matter not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to us or any other insurer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3.3. any Claim arising from circumstances existing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Clause and which the insured knew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known were likely to give rise to a Claim 

against the insured. 

3.4. any alleged or actual breach of a duty owed in the capacity of a 

director, secretary or officer of a body corporate. 

3.5. the issuance by an insured of any prospectus or any other form of 

public offering. 

3.6. the insolvency, bankruptcy or liquidation of an insured. 

3.7. any failure or omission to effect or maintain insurance. 

3.8.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or “personal and advertising 

injury” which is covered by the policy to which this Clause 

applies. 

3.9. any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unless such 

liability would otherwise exist at law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ntract 

or agreement. 

3.10. any Claim brought or maintained by or on behalf of: 

(c) any insured or parent company of any insured; or 

(d) any entity within the same group of companies as the 

insured. 

3.11. the rendering of or failure to render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 

given for a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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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any Claim arising from delay in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s, 

including any delay in 

delivery or failure to deliver “your product” or “your work”. 

3.13. any Claim arising from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service mark, 

trade dress, trade name, trade secre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3.14. any Claim for adjustment, disposal, inspection, recall, removal, 

repair, replacement or withdrawal of “your product”, “your work 

or “impaired propert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mmunicable Disease 

Exclusion LMA5396 

同主保險契約。 1.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within this policy,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ll actual or alleged loss, liability, damage, 

compensation,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death, medical payment, 

defence cost, cost, expense or any other amou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d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cause contributing concurrently or in any 

sequence, originating from, caused by, arising out of, contributed to by, 

resulting from, or otherwise in connection with a Communicable 

Disease or the fear or threat (whether actual or perceived) of a 

Communicable Disease. 

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ndorsement, loss, liability, damage, 

compensation,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death, medical payment, 

defence cost, cost, expense or any other amoun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ny cost to clean-up, detoxify, remove, monitor or test for a 

Communicable Disease. 

3. As used herein, a Communicable Disease means any disease which can 

be transmitted by means of any substance or agent from any organism to 

another organism where: 

3.1. the substance or agen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 virus, 

bacterium, parasite or other organism or any variation thereof, 

whether deemed living or not, and 

3.2. the method of transmission, whether direct or indirec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irborne transmission, bodily fluid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from or to any surface or object, solid, liquid or gas 

or between organis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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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disease, substance or agent can cause or threaten bodily injury, 

illness, 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 to human health, human 

welfare or property damag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 o mp a n y  Co mme rc i a l  Genera l 

L iab i l i t y  In s uran ce  Primary and 

Non-Contributory Insurance Clause 

 

It is hereby noted and agreed that the coverage 

afforded under this Policy is primary, non-contributory 

and not be excess coverage with regard to any other 

available insurance to the “Designated Person and/or 

Organization” (shown as below).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同主保險契約。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verseas Business 

Visit Liability Clause 

It'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the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your legal liability for death and 

bodily injury to third party persons and damage to 

third party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your executive 

traveling on business trips overseas. 

同主保險契約。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ocial and/ 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lause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claims in respect of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property occurring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and happening in connection with activities sponsored 

or organized by the insured.  

 

A. such activities excludes sports events or any athletics competitions.  

B. all performers are excluded  

C. such activities shall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insured observe, fulfill and 

b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so far as 

they can apply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Coverage Clause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the legal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against accidental or damage to third-party 

property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or as to which the Insured is for any purpose 

exercising physical control, subject to the sub-limit : 

____________ per occurrence and _________ in the 

aggregate.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僅承保在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發

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或違反資料安全之情事，致第

三人受有損害，而第三人於保險期間內就該情事初

次對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且被保險人依本保險

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或以下列事項為基礎或原因之損

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任何實際發生或遭指控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或情形。 

二、身體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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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所約定之通知期限及方式通知本公司者。 

一、承保事項 

（一）個人資料保護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資料使用者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致第三人依法提出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賠償，負

保險給付之責。 

（二）委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所委託之外包廠商於執行被

保險人所委託之業務，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致第三人

依法提出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賠償，負保險給付之

責。 

（三）個人資料安全責任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違反資料安全導致下列結

果，致第三人依法提出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賠償，

負保險給付之責。 

因第三人資料所附惡意程式碼所致之感染。 

不適當或錯誤地拒絕經授權之第三人存取資料。 

儲存於電腦系統之資料遭破壞、修改、毀損、損害

或刪除。 

個人資料之洩露。 

（四）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為抗辯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所發

生之抗辯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

險給付之責。 

二、擴大承保事項  

（一）調查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調查所生之調查費用，負保

險給付之責。但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調查

費用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自負額適用於本擴大承

身體傷害、疾病或死亡，及因其所致之精神受創、情緒悲痛、心理創痛

或精神傷害。但非因故意行為或不法行為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

規範所致之心理創痛或精神傷害，不在此限。 

三、契約責任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所提供之保證或擔保。但

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產品瑕疵  

由資料使用者、其他代表或代理資料使用者之自然人或法人所出售、供

給、修復、變更、製造、裝配或維護之商品、勞務或產品之缺陷、瑕疵

或故障。 

五、聘僱/歧視行為 

事實上發生或遭指控與個人資料保護事項無關之之聘僱相關行為、或任

何騷擾或歧視行為。 

六、未能維護電腦系統安全 

資料使用者或外包廠商就電腦系統安全之維護事實上未達合理之業界

水準。 

七、未能配合主管機關之要求 

未依個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所要求之限期內配合或遵守主管機關之

要求。 

八、無清償能力 

資料使用者發生喪失清償能力、受破產宣告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

清理之情形。 

九、智慧財產權  

任何關於營業秘密之剽竊、抄襲或侵害，或對於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權、營業或服務表徵、商號或商品名稱、服務標章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

侵害。 

十、故意行為  

因為或基於可合理預期會導致被保險人遭受賠償請求的故意、蓄意或恣

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本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員工單獨所為之前述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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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事項之約定。 

（二）違反資料安全之通知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違反資料安全所生之通知費

用，負保險給付之責。但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

所載違反資料安全之通知費用之分項保險金額為

限。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三）危機處理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處理危機事件所支出之危機

處理費用，負保險給付之責，但以該危機事件被初

次發現後六十日內所生者為限。 

本擴大承保事項以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危機

處理費用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且以本公司於危機

處理費用發生後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且於三十日

內已收受要保人之書面請求者為限。 

本保險契約保單險首頁所載自負額適用於本擴大承

保事項之約定。 

（四）預付抗辯費用 

倘抗辯費用係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本公司應

於各該承保事項之理賠給付前，先行支付抗辯費用。 

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所載自負額適用於本擴大承

保事項之約定。 

十一、不法行為  

被保險人經司法判決確定、仲裁判斷確定、或被保險人自己承認之犯

罪、不誠實或詐欺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係肇因或基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資料使用者之董事、法令遵循主管、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內部法務

單獨或與他人(包含員工及外包廠商)共謀。 

資料使用者之員工或外包廠商與任何資料使用者之董事、法令遵循主

管、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內部法務共謀之行為。 

前述行為經確定後，被保險人應返還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為之任何給

付。 

十二、生效前之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  

任何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經發生或仍懸而未決之賠償請求或調查，或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時，已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或調查之任

何危險情事。 

十三、財產損害 

除個人資料以外之有形財產之損害、損失、毀損或不能使用。 

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法  

被保險人在美國屬地或領土事實上或遭指控違反美國 1970 年組織犯罪

防制法暨其修正，以及任何類似之法令。 

十五、違反有價證券相關法令之行為  

被保險人事實上或遭指控有違反任何與有價證券所有權、買入、賣出、

買入或賣出之要約或要約引誘有關之法令之行為。 

十六、社會計畫  

除針對資料使用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所致之賠償請求者外，被保險人事

實上或遭指控有違反任何保護或規範下列事項之職責、義務或責任之行

為:  

任何員工退休金計畫、員工福利計畫、員工退休儲蓄計畫、員工利潤分

享或員工福利給付計畫。 

社會安全給付。 

工作場所健康或安全。 

十七、戰爭及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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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恐怖主義、軍事行動、恐怖份子或

游擊份子行動、破壞行動、武力、敵對行動（不論宣佈與否）、叛亂、

革命、民眾騷動、暴動、篡權或政府、公共或地方當局或其他政治或恐

怖組織對財產所為或依其命令對財產所為之沒收、收歸國有、破壞或損

害。 

十八、特定主管之賠償請求 

由董事、法令遵循主管、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或企業法務提出或代其提出

之賠償請求相關者。 

十九、任何來自本保險契約保險單首頁「承保地區」欄所載之地區以外

的賠償請求或調查。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基礎

設施故障/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以下簡

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基礎設施故障

/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

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因「基礎設

施故障/安全錯誤」所致之損失或以「基礎設施故障/安全錯誤」為基礎

或原因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上項所述之「基礎設施故障/安全錯誤」係指因為或基於下列任一情事所

致之賠償請求：  

（一）機械故障。  

（二）電力故障，包含電力中斷、突波、電壓下降或停電。  

（三）通訊系統或衛星系統故障。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交易

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以下簡

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交易損失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

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因「交易損失」所致之損

失或以「交易損失」為基礎或原因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上項所述之「交易損失」係指因為或基於交易損失或交易責任、被保險

人或其代理人因處理電子資金轉帳或交易時於帳戶轉出、轉入或互轉過

程中導致貨幣價值遺失、減少或受損所致之賠償請求；或票券帳面價

值、價格貼現、獎金、獎賞或任何其他有價報酬超過總契約或預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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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之賠償請求。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一、被保險人直接因執行本保險單所載業務之疏

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致第三人受

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本保險單有效期

間內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並於保險期間或延長報

案期間內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對於每一賠償案件，須先行負擔本保

險單所訂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賠款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被控訴或受賠償請求時，經本公司要

求，被保險人有義務進行抗辯；本公司認為必要時

亦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為進行抗辯。 

凡有關賠償請求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前經本

公司書面同意者，由本公司另行賠付之，不受保險

金額之限制。如被保險之實際賠償金額超過本保險

單所訂明之「每一賠償請求案件之保險金額」時，

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費用按保險金額對於被保險人實

際賠償金額之比例賠付之。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單所載「追溯日」以前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台灣、金門、馬祖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單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非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致其家屬或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

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六、因被保險人之譭謗、中傷或抄襲、竊取或洩漏業務機密、侵害版權、

商標、專利；圖說、文書資料或證件之毀損或滅失及其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因製造、銷售、供應或維護之產品或貨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擔任工程施工承攬人或次承攬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或使用之動產或不動產，包括各型車輛、船隻、

航空器及營業處所等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被保險人安排或提供財務、金融、保證或保險之資訊，或對上述事

項提供諮詢或意見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一、被保險人未於約定期間內完成圖說、規範或其他文件資料或因工

程費用或成本之估計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破產或無法償還債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三、被保險人與他人合營或合夥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載明

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十四、下列損失或賠償責任。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罰款或違約金。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

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五、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戰爭、類似戰爭行為、

外敵行為(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戰、強力霸占、罷工、暴動及民眾

騷擾。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

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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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

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

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

止，無效。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

之責： 

一、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之疏漏、錯誤或過失所致之重新規劃設計、監

造費用。 

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任何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

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四、因污染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因選擇或建議之地點錯誤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任何特約保證或擔保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含有石綿或鉛之物質所致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

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保險

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

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

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

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

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

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

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

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

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

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非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

實或事件。 

三、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之行為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所代理或洽訂業務之保險業之破產、清算或無法履行債務

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及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或對第三人

之誹謗、中傷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被撤銷執業證書、受停業處分或未依規定於執業證書之有

效期間期滿前辦妥換發執業證書而仍繼續執行業務所致者。 

七、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八、對於第三人之要保及索賠資料、帳冊、報表及其他文件資料之毀損

或滅失所致者。 

九、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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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者。 

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故所致者：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

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

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一、因違反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者。 

十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所致者，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

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三、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者。 

十四、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保險公證人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保險

公證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

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

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

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非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所致者。 

二、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

事實或事件。 

三、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之行為所致者。 

四、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及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或對第三

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者。 

五、 被保險人被撤銷執業證書、受停業處分或未依規定於執業證書之有



 

第 741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

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

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

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

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效期間期滿前辦妥換發執業證書而仍繼續執行業務所致者。 

六、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七、 對於第三人之要保及索賠資料、帳冊、報表及其他文件資料之毀損

或滅失所致者。 

八、 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者。 

九、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故所致者：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

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

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

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

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

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

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因違反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所致者，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

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二、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者。 

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

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

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

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

相關資料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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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醫師業務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之日，因執行

醫師業務，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首次受賠償請

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對於第三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

一醫療行為所生者，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

本公司僅就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

額」負賠償之責。在本保險期間內因不同醫療行為

所致之賠償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就本保險

契約所載之「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負賠償

之責。 

不保事項-除外原因 

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任何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毒品或麻醉劑之影響。 

三、被保險人非基於診斷上或治療上之理由提供醫療服務。 

四、任何與人工流產手術、結紮或與不孕症有關之治療手術。 

五、被保險人為達到第三人減肥之目的而建議或使用減肥藥物。 

六、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後天免疫力缺乏症（AIDS）、禽

流感（Avian Influenza or Bird flu），或其病原體有關者。 

七、因基因受損或操縱基因所致。 

八、被保險人因牙醫業務行為所為之全身性麻醉，或在全身性麻醉下所

為之牙醫業務行為。 

九、被保險人由於不正當治療、濫用鴉片、嗎啡等毒劑藥品所致者。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違反保密義務而引起之賠償責任。 

二、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三、 因血庫之經營所引發之賠償請求；但因本保單所載之業務行為而

供血或提供血製品者，不在此限。 

四、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 被保險人因承諾醫療效果或包醫之後果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 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外所發生者。 

七、 被保險人被撤銷醫師資格、被撤銷開業執照，或受停業處分，而

仍繼續執行醫師業務。 

八、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賠償請求，但因使用本保險單載明

之放射器材者，不在此限。 

九、 被保險人因具有醫院、療養院、診所、實驗所或其他事業機構之

所有人、合夥人、監督人或經理人之身份，而非直接醫療行為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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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被保險人之僱用醫師獨立執行醫師業務。 

十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

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

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致死亡或受有體傷。 

十三、被保險人違反醫師法所規定之強制診療義務。 

十四、被保險人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其他非法行為所發生之

賠償責任。 

十五、各種型態之污染所致者。 

十六、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

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醫療機構綜合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於營業處所

內發生下列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

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

間內初次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公共意外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營業

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所謂

恐怖主義行為，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

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

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

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

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因使用本保險契約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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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醫療過失責任： 

被保險人之醫事人員在營業處所或外派執行醫療業

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

責任，直接引致病人體傷或死亡之事故。 

之放射器材治療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不在此限。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賠償責任。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與石棉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

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責任，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

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

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

之處理。 

十、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指承保事故直接導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

之間接損失。 

十一、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十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

賠償責任。 

十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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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售出或供應之商品或貨物所發

生之賠償責任。 

十六、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時，於營業處所內，在施工期間因施工發生

之震動或支撐設施薄弱或移動，致第三人之建築物、土地或財物

遭受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十七、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

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十八、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電梯（包括電扶梯、升降機）所致

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 

十九、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毒品或麻醉劑之影響所致之

賠償責任。 

二十、被保險人非基於診斷上或治療上之理由提供醫療服務所致之賠償

責任。 

二十一、被保險人為達到第三人減肥之目的而建議或使用減肥藥物所致

之賠償責任。 

二十二、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後群（SARS）、後天免疫力缺乏症（AIDS）、

禽流感，或其病原體有關之賠償責任。 

二十三、被保險人違反保密義務而引起之賠償責任。 

二十四、被保險人或其醫事人員被撤銷醫師資格、被撤銷開業執照，或

受停業處分，而仍繼續執行醫療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十五、非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HEALTHCARE 

INSTITU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AND PUBLIC LIABILITY POLICY 

B.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CLAIMS-MADE) 

1. Professional Liability Coverage 

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resulting from any Claim 

for Bodily Injury: (a) to a Patient resulting from a 

Medical Incident; or (b) to a person resulting from a 

Good Samaritan Act, provided always that:  

(i) the Medical Incident first takes place, or the Good 

Samaritan Act was first performed, on or after the 

A.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Insuring Agreements A. and B. 

The Insurer wi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Damages or Defence Costs 

based upon,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1. Alcohol/Narcotics  

2. Asbestos  

3. Automobile/Aircraft/Watercraft  

4. Clinical Trials  

5. Contractual Liability  

6. Criminal Acts / Fraud / Dishonesty  

7. Defamatio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8. Directors &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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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active Date; and  

(ii) the Claim is first made against the In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is report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of this Policy; and  

(iii) the tota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in respect of 

such Claim exceed the Excess.  

Insuring Agreement A. 1. includes coverage fo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to a Patient.  

Insuring Agreement A. 1.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Claim that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except as stat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2. Inquest Coverage  

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Defence Cost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resulting from any Inquest of an Insured 

resulting from a Medical Incident or a Good Samaritan 

Act, provided always that:  

(i) the Medical Incident first takes place, or the Good 

Samaritan Act was first performed, on or after the 

Retroactive Date; and  

(ii) the Inquest is first commenced as respects an 

In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is report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of this Policy;  

(iii) the Defence Costs in respect of such Inquest 

exceed the Excess; and  

(iv)a Claim is brought against the Insured that is based 

upon or arises out of the facts or circumstances of the 

Inquest and such Claim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1. of this Policy.  

Insuring Agreement A. 2.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Claim that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B. 

9. Employers’ Duties or Obligations  

10. Employers’ Liability  

11. Employment Practices  

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3. Insolvency  

14. Insured vs. Insured  

15. Mould/Mildew  

16. Nuclear 

17. Pollution  

18. Prior Notice/Prior Knowledge  

19. Privacy  

20. Products  

21. Professional Services  

22. Sexual Abuse  

23. Terrorism & War  

24. Unlicensed/Unapproved Products  

B.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Insuring Agreement B. 

The Insurer wi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Damages or Defence Costs 

based upon,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related to: 

1.  Advertising Injury 

2.  Expected or Intended Injury or Damage 

3.  Liquor Liability 

4.  Owned/Controlled Property 

5.  Personal Injury 

6.  Property Damage to Property Not Physically Inj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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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UBLIC LIABILITY (OCCURRENCE) 

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resulting from any Claim 

fo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provided 

always that: 

1. the Occurrence first takes plac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2. the Claim is report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B. of this Policy; and  

3. the total Defence Costs and Damages in respect of 

such Claim exceed the Excess. 

Insuring Agreement B. does not include coverage for 

Bodily Injury, Property Damage Personal Injury or 

Advertising Injury to a Patient.  

Insuring Agreement B.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Claim or Inquest that is covered under Insuring 

Agreement A. 

臺灣產物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一、本保險單對於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在煉

製、生產、鑽探等作業過程中;或各項產品、原料在

儲存中或經由內陸運輸工具、輸送管線在運輸、輸

送途中，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污染事故，致

第三人身體受有傷害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夫，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因前項保險事故所發生之必要清除費用，本公司亦

負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意外污染事故賠款，須先行

負擔本保險單所訂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於超過

該自負額部份之賠款負賠償之責。 

三、依據本保險單之規定，應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時，悉以本保險單「保險金額」欄所載各項約定之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在海上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在陸上發生而延伸

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事先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他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但縱

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依法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不

在此限。 

四、本保險單生效前即已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任何違反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有關法令之罰款或罰金。 

七、因使用設備或運輸工具發生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

而引起意外污染事故者不在此限。 

八、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控制或租用之任何財產之損失。 

九、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與被保險人有服務契約關係之人，因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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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為限。倘被保險人能以較少金額解決者，

應依該較少金額賠償之。 

四、因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之意外污染事

故，致被保險人被控訴或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得

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為抗辯或進行和解。 

凡有關賠償請求之民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經本

公司書面同意者，另行給付之，不扣除自負額。倘

實際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時，前項費用按實際賠

償金額與保險金額之比例由被保險與本公司分攤

之。 

而其身體受有傷害或其財物受有損失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1.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外敵行動(不論宣戰與否)、判亂、內亂、強力

霸佔或被征用。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或惡意行為。 

3.火災、閃電或爆炸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但因火災、閃電或爆

炸引起意外污染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4.颱風、地震、洪水或其他氣象上之異常現象直接所致第三人之賠償責

任。但因颱風、地震、洪水或其他氣象上之異常現象引起意外污染事故

所致者不在此限。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 

一、 對於曾經、現在或即將擔任被保險公司的董

事、監察人、重要職員（以下稱被保險人），因其在

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上開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之

錯誤行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或其後

之發現期間內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約定期間內通

知本公司時，本公司同意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對被保

險人所受損失負賠償責任。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

內併購、創立、出售或解散從屬公司，對併購、創

立日後或出售、解散日前擔任從屬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重要職員因執行職務所發生或被指控發生之

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亦同意依照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予以賠償。被保險公司如欲加保該從

屬公司被併購或創立日前，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所

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得於要求加繳保險費及提供

相關文件後，同意擴大承保。對於被保險人受被保

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

職員，因執行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錯誤行為所致

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亦同意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予以賠償。如被保險公司依據相關法令或與被保險

一、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 

被保險人的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經法院判決確定；或被保險人所

獲得之個人利得或利益，經法院判決為不當得利。 

但不得因任何一被保險人之作為、事實或知情的事項違反本項之約定，

而推定其他被保險人亦違反本項之約定。 

二、發生於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賠案請求起算日」前的任何

法律程序或訴訟。 

三、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向其他保險單就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

情形、行為、疏失申請備案或已提出理賠申請。 

四、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悉可能導致賠償

請求之事實、情形、行為、疏失。 

五、提出賠償請求者為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但下列賠償請求本公司

仍予以承保及依約定理賠： 

(一)基於僱傭行為賠償責任提出之賠償請求。 

(二)由單一股東或股東集體以被保險公司名義主動提出之賠償請求，但

以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並無協助或參與者為限。 

(三)由被保險公司監察人以被保險公司名義，或基於單一股東或股東集

體權益主動提出之賠償請求，但以其他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並無協助

或參與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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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協議，對前項被保險人之損失，亦負支付或補

償責任時，就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應賠償金額部

分，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如被保險公司有所支出，

視為代本公司墊付，本公司對被保險公司按其支出

金額負償還之責。 

承保範圍二之特別約定 

本保險契約自動承保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之承保事

項。但被保險公司併購或創立之從屬公司需符合下

列條件：一、根據被保險公司最近一期年報其總資

產未增加逾百分之十。二、該從屬公司須於美國或

加拿大以外地區登記。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因併購或創立從屬公司

致增加其總資產超過百分之十或該從屬公司於美國

或加拿大地區登記，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繳保險

費，及為該從屬公司修改承保條件後，本保險契約

始擴大承保自該從屬公司被併購或創立日起被保險

人的錯誤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承保範圍三之特別約定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第三條第三款之承保事項。惟

被保險人應先提供本公司相關文件，經本公司同意

後，始予承保。 

但擴大承保事項不包括下列事項：一、外部組織本

身與外部組織中其他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之責

任。二、任何由外部組織及其董事、監察人、或重

要職員對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三、任何由外

部組織之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 

承保範圍四之特別約定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於：一、繼承人、遺產管理

人及法定代理人、破產管理人: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

及於被保險人死亡、喪失行為能力或破產時，因被

(四)由被保險公司破產管理人提出之賠償請求，但以被保險人或被保險

公司並無協助或參與者為限。 

六、賠償請求係因被保險人擔任下列任一職務所引發： 

(一)任何退休金或員工福利金計劃之受託人或管理人。 

(二)被保險公司外部之稽核人員。 

七、任何可歸因於污染所致之體傷、死亡、疾病、財損、費用支出、損

失、法律責任及義務，包括由股東提出或與污染有關之衍生性賠償請求。 

污染包括事實的、被指控的或可能的有污染物質存在於環境中或排放污

染物質進入環境。污染物質係指具有或被指控具危害性或危險性使環境

遭受不潔的物質。前述之環境包括空氣、土壤、水道、水、水源、結構

體及其內之空氣。 

八、賠償請求係因核能輻射或放射性危險物質所致。 

九、賠償請求原因為下列之一： 

(一)任何人的體傷、疾病、死亡或精神損害，但關於僱傭行為賠償責任

之精神損害，不在此限。 

(二)任何實體財物之毀損滅失，包括使用收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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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之錯誤行為而對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法

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提出之賠償請求所生之損

失。但不包括對於繼承人、遺產管理人及法定代理

人或破產管理人本身錯誤行為所為之賠償請求。

二、配偶: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於被保險人之配偶

(不論此身分是由成文法或普通法或其他法域所賦

予)就其身份為被保險人配偶時，因被保險人錯誤行

為而遭受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但不包括對於配偶

本身錯誤行為所為之賠償請求。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重大情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重大情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對於被保險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

首次發生之重大情事致被保險公司遭受重大情事損

失時，本公司依據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本附加條款對於下列賠償責任亦不負

賠償之責： 

一、於本保險單生效日前發生之任何法律程序或其他程序。 

二、於本保險單生效日前，任何已依其他現存或已失效之保險單為通知

之任何事實、情況、行為、不作為或賠償請求。 

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單生效日前己知悉，任何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

實、情況、行為或不作為。 

四、因污染有關之任何身體傷害、財物損害、費用、成本、損失、責任

或法律上責任，包括肇因或可歸因於污染之股東或代位賠償請求所致

者。 

五、保險契約不保事項第九款不適用而予以刪除。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

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賠償

請求或調查係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投資銀行業務者，包括但不

限於與該等業務相關之任何必要揭露事項，本公司就相關損失不負任何

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洗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洗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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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

如係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實際或被指控之洗錢或相關金融犯罪

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資金募集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資金募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在保險期間內，任何

實際或計畫進行之有價證券之私募或公開發行有關

之賠償請求或調查，本公司就該損失不負任何賠償

責任；但本除外不保事項於該等私募或發行之總金

額等於或低於本附加條款第二條約定金額時，不適

用之。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

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直接或間接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下列事由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對任何專職或兼職之國內或國外的公務員、代理人、代表、受僱人、

其家族成員或其關係企業所為或為其利益所為之給付、佣金、餽贈、利

益、或任何其他贈與；或 

二、對任何專職或兼職之國內或國外的公務員、代理人、代表、受僱人、

或被保險公司之客戶或潛在客戶、其家族成員或其關係企業（根據被保

險公司所在地之管轄權內規範前開事項之相關法律、章程或其他法規之

定義範圍內，包含其任何重要職員、董監事、代理人、所有權人、合夥

人、代表人、主要股東或受僱人) 之成員、或被保險人所為或為其利益

所為之給付、佣金、餽贈、利益、或任何其他贈與；或 

三、國內或國外之政治獻金。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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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

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直接或間

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提供或計畫提供專業

服務、商品予任何人，或被指控因與下列範圍相關之行為、錯誤或應作

為而不作為所造成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該專業服務之範圍包

括但不限於：經紀人、自營商、財務顧問、投資顧問、投資銀行、投資

經理人、清算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不動產共同投資發起人所提供之服

務；或被保險公司信託部門所提供之服務，或個人、合夥、公司組織或

政府組織之受託管理人、其他受託人或代理人所提供之服務；或任何與

上述服務有相同功能者；或任何其他專業服務。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直接或間

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提供或計畫提供專業服務予任何

人，或與其相關之行為、錯誤或不作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

任。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法人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法人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

約第二條第一款「被保險人」之名詞定義擴大包含

下述法人董監事： 

「法人董監事」係指法人股東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當選為被保險公司及/或其

外部組織之董事或監察人，並指定自然人代表其行

使於被保險公司及/或其外部組織之董事或監察人

之職務。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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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保監

督疏失附加條款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疏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

款，就直接或間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提供

或計畫提供專業服務、商品予任何人，或被指控因與下列範圍相關之行

為、錯誤或應作為而不作為所造成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該專

業服務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經紀人、自營商、財務顧問、投資顧問、

投資銀行、投資經理人、清算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不動產共同投資發

起人所提供之服務；或被保險公司信託部門所提供之服務，或個人、合

夥、公司組織或政府組織之受託管理人、其他受託人或代理人所提供之

服務；或任何與上述服務有相同功能者；或任何其他專業服務。 

惟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不適用於被保險人被指控對於前開提供或未能

提供專業服務者疏於監督管理，所遭受任何股東代位或股東集體訴訟之

賠償請求。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無

勸誘行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無勸誘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

條款，就任何直接或間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由持有或控制被保險

公司_______％或以上已發行股份之任何人或代其所提出之任何賠償請

求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惟上述股東所提出之賠償請求，其提起與持續進行係完全獨立且完全沒

有來自任何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之勸誘、協助、積極參與或干預者，

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不適用之。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

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下列相關之

事項，而對被保險人主張，因其所產生、以其為基礎、以其為原因或與

其有任何關連之賠償請求所致相關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對於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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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之剽竊、抄襲或侵害，或對於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或

服務表徵、商號或商品名稱、服務標章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侵害。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續約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續約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主保險契約如係就本公司先前出具之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換約繼續承保時，本公司同

意擴大承保被保險人於先前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

應通知而未通知之任何賠償請求或可能會導致賠償

請求之任何錯誤行為，但仍須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提出賠償請求或通知，並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應通知而未通知之日與實際通知日期之間，主

保險契約須已銜接本公司先前所出具之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專業責任險保險契約。 

二、主保險契約之條款、承保內容、保險金額之適

用及理賠處理仍依原應通知日所應歸屬之先前保險

期間的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險保險契約之規

定辦理。 

三、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二、三、四項之

規定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但因詐欺意圖而未揭露

者仍不予理賠。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特定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特定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任何直接或間

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與下列事件相關之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本

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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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保險

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主保險契約得因下列事由之ㄧ而終止或解除： 

一、本公司因被保險公司未支付保險費而立即解除。 

二、因本公司收到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列第一順位

之公司之書面通知而終止。倘主保險契約先前並無

任何賠償請求、調查、事實或曾通知本公司任何可

能造成賠償請求之情事，本公司將依短期費率表退

還未滿期保險費。 

三、由本公司與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列第一順位之

公司合意後終止。 

倘主保險契約有任何賠償請求、調查、事實或曾通

知本公司任何可能造成賠償請求之情事，則保險費

視為已滿期且將不予退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公司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公司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將為

被保險公司支付，就被保險公司在生效日後於保險

期間或發現期間（如有適用）內，首次被指控有僱

傭上錯誤行為而遭受賠償請求之所有損失。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項外，於本附加條款下，與下列任何賠償請

求或調查相關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僱傭上錯誤行為，而該行為係

發生於僱傭行為持續日或之前者； 

二、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於明示的僱傭契約或協議下

應負之賠償責任，除非在該僱傭契約或協議不存在的情況下，被保險公

司亦須負賠償責任者。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

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主保險契約擴大承

保被保險公司在生效日後，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

（如有適用）內，首次因其被指控有錯誤行為而遭

於本附加條款下，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增訂下列事項： 

一、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外部組織、非營利組織或

被保險人所涉及任何繫屬中或先前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包括但不限

於民事、刑事、監理、行政程序或官方調查程序），而其發動或開始於

生效日之前，或指稱或源於與繫屬中或先前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所被指

稱之原因事實或事件相同或實質相同者。 

二、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曾為、現為或將成為承保明細表第一項所

列公司之執行長、常務董事/執行業務董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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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何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之損失，由本公司為被保

險公司支付。 

總經理或其他相當職位者之任何人之任何行為，經任何法院確定之判決

或宣告，認定其係基於故意欺騙，且對於系爭案件之判定有決定性的； 

三、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違反任何被保險公司本身或代

其提出或提供之擔保、保證或聲明，且倘使被保險公司本身沒有疏失或

未缺乏合理注意，仍然因為該違反行為而被起訴者； 

四、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任何對被保險公司就任何公司之有價證券

給付為不適當或不公平之價格或對價之指控，惟此一除外不保事項並不

適用於抗辯費用。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管

理疏失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管理疏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

款，就任何直接或間接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提供或計畫

提供專業服務予任何人，或與其相關之行為、錯誤或不作為所生之損

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但單純基於或肇因於任何指控被保險公司疏於監督管理其受僱人所致

之損失，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不適用之。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對於任何產品實際上或被指稱不作用

或作用所直接導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調查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調查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相關費用負擔」修

改如下： 

一、本公司將為被保險人支付與調查相關之法律代

理費用，惟不包括被保險公司已實際償付被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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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且相關法令要求或允許被保險公司補償被保險

人之損失。 

二、本公司將為被保險公司支付與調查相關之法律

代理費用，惟以相關法令要求或允許被保險公司預

先支付或補償被保險人，且被保險公司已實際償付

被保險人者為限。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獨立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獨立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支付或為其支付每位獨

立董事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惟限於： 

一、本附加條款約定之責任限額；及 

二、所有獨立董事可自被保險公司、外部組織或非

營利組織獲得到的損失補償均已用盡者，且符合下

列事項者： 

(一)任何先前或目前由獨立董事投保之其他保險

單，其責任限額已用盡 ；或 

(二)任何先前或目前為獨立董事投保或指定其為受

益人之保險單（但不包括第（一）目所指之保險單），

其責任限額已用盡。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

證管法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證管法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公司直接或間接肇因於，或可歸因於，或以任何形式，實際上

或被指控，違反員工退職安全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1974(USA)或其增修條文的任何規定。 

二、肇因於，可歸因於或因其而衍生之任何實際或被指稱，由於違反美

國1934 或1933 證券交易法案或美國聯邦或州法令或其增修條文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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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規定，而提起之賠償請求。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完全追溯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完全追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承保範圍完全追溯承保被

保險人或被保公司之錯誤行為，不論實際或被指控

之錯誤行為於何時發生。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錯誤行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錯誤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十二款「錯誤行為」變更

如下： 

一、 被保險人於其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其外部組織

或非營利組織之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其他受僱人職

務時，實際或被指稱有背信、錯誤、不作為、不實

陳述、誤導性陳述、誹謗、過失或違反義務；或 

二、 被保險人擔任以上職務時實際或被指稱之僱

傭上錯誤行為；或 

三、 被保險人單純因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其外部組

織或非營利組織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而被提出請求

之情事。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辯費

用與股東污染訴訟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辯費用與股東

污染訴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

擴大承保下列事項： 

一、與污染相關的抗辯費用：對於因污染訴訟所致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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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

積賠償限額為________元；此一限額為承保明細表

第三項所列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 

二、股東污染訴訟：本公司對於因股東污染訴訟所

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三、前兩款擴大承保事項以保險期間內或本保險契

約所約定的發現期間內初次向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

請求，且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通知方式於約定期

限內通知本公司者為限。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

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關於

抗辯及和解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十八條之規定，另

約定如下： 

被保險人有權利並有責任對任何賠償請求進行抗辯

及爭論。本公司有權完全參與涉及或合理預見將涉

及本公司的抗辯或和解協商。被保險人應提供合理

的協助，並配合提供本公司要求提供的相關資訊。 

本公司同意在合理及必要的情況下，各被保險人為

避免實質上的利益衝突得分別聘請其法律代理人。 

倘若賠償請求是由被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提出者，

本公司並無義務或責任就該賠償請求與任何其他被

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進行溝通。 

本公司有權利並有責任就下列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

償請求（非美國地區賠償請求）進行抗辯及爭論： 

一、由被保險公司或其代表人所提起者；或 

二、由被保險人擔任外派董事或任職的外部機構、

或該外部機構的代表人所提起者。 

若本公司認為前項一、二兩款之賠償請求有必要委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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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法律顧問處理，則被保險人應委託經本公司事前

書面同意的法律事務所以代替本公司進行抗辯及爭

論之權利與責任。 

非經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本公司不得對任一賠償

請求逕行和解。若被保險人拒絕本公司提出的和解

建議，則本公司對此一賠償請求之損害賠償及/或抗

辯費用的賠償責任不超過該和解建議提出時之金額

及抗辯費用。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

屬實的不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一款

「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一、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 

經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形

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下列行為

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一）不誠實、詐欺的作為或不作為；或 

（二）被保險人不能合法受有的利益或收益。 

但不得因任何一被保險人之作為、事實或知情的事項違反本項之約定，

而推定其他被保險人亦違反本項之約定。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對於過去、現

在或即將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監事

或重要職員因執行職務被指控錯誤行為之賠償責

任。 

前項規定如該外部組織已有其他有效保險且由該外

本公司對任何由下列外部組織對其董監事，重要職員提出之賠償請求不

負賠償之責： 

一、保險契約列明之外部組織。 

二、非營利組織或被保公司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時持有其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低於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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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組織補償者，本擴大承保事項僅對損失超過該部

分者負賠償責任，但如該外部組織之有效保險係由

本公司所提供者，則本擴大承保條款所有損失之累

積責任限額，應扣除本公司已償付該外部組織及其

董監事和重要職員之金額。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附加

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

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二條名詞定義第一

款第三目，「被保險人」之名詞定義擴大包含被保險

公司為員工福利所設置之年金、退休金或員工福利基

金之受託人。 

一、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五款增列第五目，內容如下： 

（五）由任何被保險公司為員工福利所設置之年金、退休金或員工福利

基金之受託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 

二、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六款第一目不適用而予以刪除。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

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

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

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本保險契約未續保亦

未被其他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取代，且未購

買發現期間，本保險契約應依照累積責任限額，擴大

承保於未續保日起算_________月內，對退休董監事

或重要職員提出之賠償請求。 

前項所稱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係指於保險期間屆

滿前，除資格不符以外之任何原因，已停止擔任該職

位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刑事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附加

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刑事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任何刑事抗辯費用所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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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之所有累積責任限額為             元；此一附

屬限額為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列之保險賠償限額的

一部分。 

然而，僅在被保險公司因失去清償能力而無力預先

支付或補償抗辯費用時，本公司對任何刑事抗辯費

用所負之所有累積責任限額為承保明細表第三項所

列之保險賠償限額。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

就任何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以下任一事由之賠償請求或調查的損

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公司破產、失去清償能力、清算、被接收或被接管(無論自

願性或非自願性)。  

二、 任何錯誤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或造成被保險公司一部或全部之

破產、失去清償能力、清算、被接收或被接管(無論自願性或非自願性)。 

三、 由被保險公司或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債權人、接管人、清算

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外部監管人所提出。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依據

聯合國決議有關制裁、禁令或限制之國家；或經歐盟、英國或美國法令

規章或貿易制裁之國家，不提供保險保障，亦不負保險理賠及任何利益

給付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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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職員

或受僱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擴大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受僱人

所提出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由被保險公司之前任董

事、監察人、重要職員或受僱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

不受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五款之限制。  

同主保險契約 

臺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

險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

約第二條第一款「被保險人」之名詞定義擴大包含

曾經、現在或於保險期間內為被保險公司的受僱人。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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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變更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第五條承保範圍三之特別

約定變更如下： 

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對於過去、現在、或於保險期

間內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事、監

察人或重要職員，因執行職務被指控錯誤行為之賠

償責任。 

前項規定如該外部組織已有其他有效保險且由該外

部組織補償者，本擴大承保事項僅對損失超過該部

分者負賠償責任，但如該外部組織之有效保險係由

本公司所提供者，則由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全部損

失之總責任額應為減去該外部組織於其保單首頁所

載責任限額後之餘額。 

本保險契約對任何由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外部組織，或其董事、監察

人、或重要職員，或持有該外部組織在外發行流通股權     %或以上的

股東，對於受被保險公司指派擔任外部組織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

員提出之賠償請求，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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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變更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四條承保範圍二

之特別約定變更如下： 

本保險契約自動承保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之承保事

項，但被保險公司併購或創立之從屬公司需符合下

列條件： 

一、根據被保險公司最近一期年報其總資產未增加

逾百分之____。 

二、該從屬公司之有價證券未於美國或加拿大之證

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因併購或創立從屬公司

致增加其總資產超過百分之___或該從屬公司之有

價證券於美國或加拿大之證券交易市場掛牌交易，

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繳保險費，及為該從屬公司修

改承保條件後，本保險契約始擴大承保自該從屬公

司被併購或創立日起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所致之賠

償請求。 

同主保險契約 

臺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非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非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對於符合被保險人定義之非執行董

事，本保險契約對其之效力不受主保險契約第十二

條所述不誠實行為之影響，但該非執行董事須提供

充分證據證明主保險契約第十二條所述詐欺，隱瞞

或不實陳述與其無關。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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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依前述情形決定是否返還保險費或變更承

保內容。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緊急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緊急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相關

費用負擔增列以下文字： 

倘被保險人在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產生前，不

可能取得本公司書面同意之情況下，被保險人得以

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保險金額的______為

上限(此限額係包括於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所載

之保險金額之中，而非額外之金額)，先行支付抗辯

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但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 如經確認被保險人無權支付該抗辯費用或法

律代理費用，本公司得要求返還之。 

二、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應在首次產生抗辯費

用或法律代理費用日起三十日內通知並取得本公司

書面同意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職業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或法

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職業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

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被

保險人因違反職業安全及衛生相關法令(包括但不

限於中華民國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而遭受賠償請求

時，所產生的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 

本附加條款無自負額之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限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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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條款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或為其支付

要保公司之每位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無法獲得

補償之損失，惟限於： 

一、本附加條款約定之責任限額；及 

二、所有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可自被保險公司、

外部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獲得到的損失補償均已用盡

者，且符合下列事項者： 

(一)任何先前或目前由前述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

員投保之其他保險單，其責任限額已用盡；或 

(二)任何先前或目前為前述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

員投保或指定其為受益人之保險單（但不包括第

（一）目所指之保險單），其責任限額已用盡。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十六條發現期間應予刪除，

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本公司或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屆滿時如未續保亦

未被其他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所取代，且未

購買發現期間，同時並未有主保險契約第十四條公

司合併及收購所指之情事發生，則被保險人得免費

享有    之發現期間，或繳付全年度保費之       

展延發現期間為十二個月。對於保險期間屆滿前，

除資格不符以外之任何原因，已停止擔任被保險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或重要職員者，得免費享有        

之發現期間。 

本公司對保險期間屆滿前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於

同主保險契約 



 

第 768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保險期間及其後之發現期間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

發現期間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負賠償責任。但本公

司對於發現期間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而致之賠償請

求，不負賠償責任。 

發現期間之起算自保險期間屆滿後起算。 

被保險公司若選擇十二個月之發現期間，應於保險

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自負額免除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自負額免除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主保險契約第十九條自負額增列以下文字： 

倘終局判決判定（無論係在審判前或後）全數被保

險人及/或被保險公司均無需負擔責任，或無條件自

行撤回訴訟或依規定撤回請求，且並非以任何被保

險人及/或被保險公司之付款作為對價者，則自負額

將不適用於任何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投保中心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投保

中心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

於因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簡稱投保中心）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提起的賠償

請求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以任何前述請求之價值百

分之     為限負保險給付責任，最高並以本保險契

約承保明細表所載之保險金額為上限。 

本公司對於因投保中心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提起的

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失，在合力保險的額度內不負保

險給付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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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單獨

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

保險契約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應予刪除，並以

下列約定代之：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如下： 

對於曾經、現在或即將擔任被保險公司的董事、監

察人、重要職員（以下稱被保險人），因其在保險

期間屆滿前執行上開職務發生或被指控發生之錯誤

行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或其後之發

現期間內首次受賠償請求，且於約定期間內通知本

公司時，本公司同意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對被保險人

所受損失負賠償責任。 

就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在被保險公司被允許或依

法有義務賠付被保險人之情況及限度內，或依適用

法令未禁止其賠付被保險人之情況及限度內，自負

額應由被保險公司負擔。若被保險公司就無法獲得

補償之損失以外之損失未能或拒絕補償被保險人

時，在符合本保險單其他條款規定之情形下，本公

司僅就該賠償請求或調查所產生之損失超過其自負

額的部份予以支付。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外不

保（僅承保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外不保（僅承保僱傭行為賠償責任）

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五款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五、提出賠償請求者為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但基於僱傭行為賠償責

任提出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仍予以承保及依約定理賠。惟損失不包括： 

（一）法律規定之罰金或罰鍰或其他依準據法所不得承保之任何事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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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金或與稅金有關之應支付款項；或 

（三）損害賠償裁決中加倍賠償的部分；或 

（四）任何性質之員工福利，包括但不限於提供長期服務金(包括退休

金)、資遣費、紅利金、股票或股票選擇權、公司代步車、旅遊津貼、

教育和訓練補助、住房補助、醫療或牙醫費用、手機或其他電話費用等；

或 

（五）未來之薪資或工資，包括佣金。 

因前項之約定，故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應增列以下事項： 

基於、肇因於或可歸因於被保險公司於明示的僱傭契約或協議下應負之

賠償責任，除非在該僱傭契約或協議不存在的情況下，被保險公司亦須

負賠償責任者。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依照本附

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 資產及人身自由的保障：保釋保證費用、訴訟

費用以及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產生之以下費用負保險給付

責任：  

(一) 保釋保證費用；  

(二) 訴訟費用；及  

(三) 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二、 危機費用及公關費用的保障：危機費用及公關

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首次被提出與本保險契

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直接相關所產生之以下費用，

負保險給付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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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危機費用；及  

(二) 公關費用。  

本承保事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

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另外計算。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三、 凍結資產費用的保障：凍結資產費用。  

對於保險期間內首次被提出賠償請求或遭受調查所

衍生之凍結資產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

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另外計算。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四、 引渡程序的保障：引渡程序。  

本公司對於因引渡程序所產生的損害賠償、抗辯費

用以及引渡程序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五、 主管機關危機事件的保障：調查前準備費用。  

對於被保險人因主管機關危機事件所產生之調查前

準備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本公司所負之最高累積賠償限額為         

元；此一附屬限額為本保險契約承保明細表上所載

之保險金額的一部分，而非另外計算。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__________。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損害防阻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損害防阻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擴

大承保之損失包含被保險人及被保險公司在主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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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損害防阻費用，但不包含遭

受任何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生之損失及主保險契約

第七條之相關費用。 

惟損害防阻費用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提出證明，令本公司合

理相信該損害防阻費用係屬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

且可合理防止或減輕潛在之賠償請求； 

二、依主保險契約第十五條「通知義務」之規定通

報導致需支出款項之可能引起賠償請求之情事； 

三、任何行動必須取得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但本

公司不得無理拒絕或延遲同意）； 

四、本公司償付損害防阻費用之賠償責任，於任何

情況下均不得超過若向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所產

生之損失金額；以及 

五、證明任何賠償請求係屬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

係被保險人及被保險公司之責任。 

本擴大承保範圍不適用於被保險公司可能對任何被

保險人提起之潛在賠償請求。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被保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被保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擴

大承保被保險人的稅賦責任，但若本保險契約承保

明細表之第一項所載要保公司違反任何法定納稅責

任，係因該被保險人故意唆使或其具有充分認知並

提供協助，則該個人責任不屬於承保範圍。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網路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就基於、肇因於

或可歸因於下列情況產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於接獲第三人針對發文提出申訴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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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網路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

擴大支付或代被保險人支付直接因下列事件引起之

賠償請求所生之一切損失：  

一、 任何侵害或干擾隱私權或公開權之行為，包括

違反相關法令之資料揭露行為；或 

二、 未經授權揭露或使用任何資料形式的機密資

訊或資訊，且相關法令限制此等資料之揭露或使用。 

後，疏忽未將網際網路、內部網路或外部網路張貼之發文刪除；或 

二、 被保險人或被保險公司或任何員工或第三人在公開網站之任何發

文。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聲譽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責任保險聲譽維護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之

損失包括聲譽維護費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除外不保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身體

傷害及財物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第九款應

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賠償請求之一部或全部係直接或間接以下述為

基礎、可歸因於下述、因下述所生、肇因於或以任

何方式與下述相關者： 

任何人之體傷、疾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任何有

形財物之毀損滅失，包含無法使用及使用收益之損

失，但關於僱傭行為之任何精神上之賠償請求不在

此限。 

本保險契約對於賠償請求之一部或全部係直接或間接以下述為基礎、可

歸因於下述、因下述所生、肇因於或以任何方式與下述相關者： 

任何人之體傷、疾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任何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

包含無法使用及使用收益之損失除外不保，但關於僱傭行為之任何精神

上之賠償請求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擴大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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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擴大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

險契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之代表訴訟調查費用，而

將其視為損失。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

保險地區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公司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

任保險地區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

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因附加本附加條款，對於本保險契約

可承保之損失，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一、對總部位於、設立於、登記在或註冊在除外地區的實體，提出或繼

續進行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 

二、對任何設籍於、居住於或位於除外地區的自然人，提出或繼續進行

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調查。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

責任保險 

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製造、使用、

貯存或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或關注化學物質（以下簡

稱毒化物），於保險單所載之運作場所或運送過程

中，因下列事故，致使第三人傷亡或受有財損，被

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且於保險期間內或延長索

賠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超過「自負額」

部分，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因意外事故導致釋放毒化物。 

二、因前款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於防救過程為減輕

或避免人員傷亡而釋放毒化物。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1.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

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

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

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

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

恐懼狀態。 

2. 任何直接或間接由於核廢料、核燃料、放射性物質，或任何具爆炸

性核子裝置之危險性財物或核子組件引起之燃燒、爆炸、輻射或污

染所致者。 

3.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4.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但對因而引發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5.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或違反政府環保機構之規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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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通知、執行命令或指示所致者。惟因第三條第二款所致者，不

在此限。 

6.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7.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

有者，均同： 

(1)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2)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3)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

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

之處理。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1.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 

間接損失。 

2.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3.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4.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

賠償責任。 

5.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6. 毒化物通常性或漸進式進入不動產、大氣層、水域等環境所致人員

之傷亡、財損。 

7. 被保險人監測、測試、清除、移去、抑制、處理、降低或中和毒性，

或以任何方式評估毒化物之影響所生之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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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直接或間接由於被保險人地面下之運作所致之財損，或對地面下

油、氣、土壤之毀損、滅失或移除。 

9. 於海上、空中運作毒化物所致者。但於陸上運作所致之意外事故而

延伸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10. 全部或部分供或曾供處理、儲存、棄置、傾倒廢棄物之任何場所所

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11.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行為或違反政府環保機構之規定、法

令、通知、執行命令或指示所致者。惟因第三條第二款所致者，不

在此限。 

12. 清除污染物之費用。 

13. 被保險人未依法令規定進行運作設備之維修、檢查所致者。 

14. 被保險人已棄置之財產所致者。 

15. 石綿或含石綿物質或含鉛漆料裝置或使用於任何建築物或其他結

構中所致者。 

16. 於起保時被保險人出廠已逾三十年之毒化物運作設備所致者。但經

本公司同意列名承保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

責任保險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任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附加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

保險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為專業運送承攬人時，附

加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

貨物運送前已發生或運抵目的地後自載運工具卸下

後之製造、使用或儲存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所致

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被保險人為專業運送承攬人時，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

間內，貨物運送前已發生或運抵目的地後自載運工具卸下後之製造、使

用或儲存時所發生之意外事故，所致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償之

責。 

臺灣產物保險清理人專業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

屆滿前，對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受清理保險業執行中

華民國保險法所規定之清理人業務時，因執行職務

之錯誤行為，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

受有損失，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本公司不負 理賠之責：  

一、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  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

義者行為，係指任何人或群體為其組織、團體或政府，運用脅迫、

暴力、恐嚇或其他任何行動，致使民眾或政府處於恐懼狀態，以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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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法院確定判決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本

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保

險期間內若發生一次以上之賠償請求，而係因單一

執行職務之錯誤行為所生者，本保險契約僅視其為

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

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

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

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

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為限，

負賠償之責。 

其各種政治、宗教或意識型態之目的。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多倍、懲罰性賠償金。 

六、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

實或事 件。 

七、被保險人為獲非法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 

八、被保險人執行政府機關之指示、命令或核准之行為所致者；但被保

險人如係因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於執行依政府機關之指

示、命令或核准之行為有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所致之賠償請

求，不在此限。 

九、被保險人違反保險法令所定有關清理程序規定之行為；但經主管機

關允許者，不在此限。 

十、被保險人違反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或他國法令中，有關被保險人為

獲取不當利益而違法買賣受清理保險業有價證券規定之行為。 

十一、任何因侵害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

致之賠償請求。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任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犯罪行為或其

他違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三、受清理保險業之受僱人所提出任何關於退休金、利潤分配、員工

福利金計畫或僱傭行為之賠償請求。 

十四、因對第三人造成之體傷、疾病、死亡、精神損害或有形財物之毀

損滅失（包括使用上之損失）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五、任何對他人履行或怠於履行之專業服務，或其他與該專業服務有

關之疏失行為所生之賠償請求。但被保險人依法令履行保險清理人

職務之行為不在此限。 

十六、任何與保險安定基金之動用、墊付有關之賠償請求；但如該賠償



 

第 778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請求係因被保險人於造冊 時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所致者，不

在此限。 

十七、任何由政府機關所提出之賠償請求；但其基 於保險契約所生之

賠償請求，不在此限。  

十八、任何依國家賠償法提出或與國家賠償法相關之賠償請求。 

十九、任何清理人間之賠償請求。 

二十、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污染物質有關之賠償請求，或對於污染物質、

核子物料或核廢料測試、監督、清理、移除、圍堵、處理、去毒或中和

等工作之指示或要求有關之賠償請求。 

二十一、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造成電腦系統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

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任何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任何

處理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 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律師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律師

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

應盡之義務，致委任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委任人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對於委任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

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

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

委任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

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

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本保險契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屬律師依法得行使之業務或執行其他專門職業所致

之賠償請求。 

二、被保險人關於財務、不動產、財務移轉、保險、稅務、帳務、會計

之安排或規劃等行為有義務之違反或錯誤行為或涉及商業利益事

項之安排或建議所致之賠償請求。 

三、超出合理成本估算或信用額度建議錯誤所致之賠償請求。 

四、任何關於外國法令之解釋、援引或適用錯誤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擔任企業、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

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六、被保險人對委任人之身體傷害、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

附帶損失或對委任人之誹謗、公然侮辱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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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最高賠償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請求。 

七、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之賠償請求。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持有或保管之文件或物件遺失、誤置或毀損滅

失所致之賠償請求。前述文件，包括以書寫、印刷、影印或以任何

方式再製者，或以電腦或電子系統方式儲存、顯示之任何資訊。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犯罪行為或其他

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九、直接或間接因空氣、水、土壤污染、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

污染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一、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二、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懲罰性賠償金。 

十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

事實或事件。 

十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五、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間互為訴訟或由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

人或組織向被保險人提起之賠償請求： 

（一）直接或間接由被保險人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者。 

（二）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被保險人者。 

（三）被保險人擔任該組織之合夥人、顧問或受僱人或為該提出賠

償請求者之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十六、被保險人承辦公開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財務報告之簽證工作所致

之賠償請求；但經本公司同意加保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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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

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會計師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會計

師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

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

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第三人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

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

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

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

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

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

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屬會計師依法得行使之業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二、被保險人關於財務、不動產、財務移轉、保險之安排或規劃等行

為有義務之違反或錯誤行為或涉及商業利益事項之安排或建議所

致之賠償請求。但關於稅務事項之錯誤建議所致之賠償請求，不

在此限。 

三、超出合理成本估算或信用額度建議錯誤所致之賠償請求。 

四、被保險人擔任企業、俱樂部、協會等組織之董事、監察人、負責

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務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

何附帶損失或對第三人之誹謗、公然侮辱或因洩漏業務機密所致

之賠償請求。 

六、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之賠償請求。 

七、被保險人所經手之帳務不清、收支款項不符或無法對其資金之流

向提出說明所致之賠償請求。 

八、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持有或保管之文件或物件遺失、誤置或毀損

滅失所致之賠償請求。前述文件，包括以書寫、印刷、影印或以

任何方式複製者，或以電腦或電子系統方式儲存、顯示之任何資

訊。 

九、任何與電腦軟、硬體之諮詢或服務有關之行為(包括通知、建議等)

所致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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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違反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之

賠償請求。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行為、犯罪行為或

其他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空氣、水、土壤污染、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

射性污染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三、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

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條款）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四、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

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

任；但經特別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十五、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十六、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

之事實或事件。 

十七、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八、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間互為訴訟或由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之人或組織向被保險人提起之賠償請求： 

（一）直接或間接由被保險人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者。 

（二）所有、控制、經營或管理被保險人者。 

（三）被保險人擔任該組織之合夥人、顧問或受僱人或為該提出賠償

請求者之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十九、被保險人為獲得不當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二十、於本保險契約訂立前，被保險人對於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執行

職務之錯誤行為，已依其他保險契約向其他保險公司提出備案或

理賠申請者。 

二十一、被保險人被撤銷或被廢止會計師資格，或被撤銷開業執照或

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後，而仍繼續執行會計師業務所致之賠償請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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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

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

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

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

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

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

理。 

二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收購或合併其他企業所致之賠償請

求。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

所安排之遊學期間內，因發生意外事故致遊學團員

身體受有傷害或殘廢或因而死亡，依照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通過之「海外旅遊學習（遊學）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應由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將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於團員遊學期間內，要保人得經本公司同意後，加

繳約定之保險費延長遊學期間。 

死亡之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

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

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遊學團員

意外死亡」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因意外事故失蹤，於戶籍登記失蹤之日起

滿一年仍未尋獲，或被保險人能提出文件足以認為

遊學團員極可能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事故而

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先行墊付死亡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遊學團員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遊學業務

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以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

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或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向他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

有損失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被保險人或遊學團員所發生之任何法律訴訟費用。 

八、遊學團員之文件遭海關或其它有關單位之扣押或沒收，所致之損失。 

九、起因於任何政府之干涉、禁止或法令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出售或供應之貨品所發生之賠償

責任。但意外事故發生於遊學期間致遊學團員死亡、殘廢或醫療費

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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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若遊學團員於日後發現生還時，被保險人

應協助本公司向死亡賠償金之受領人取回墊付之死

亡賠償金。 

殘廢之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

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

內，致成附表所列六級三十四項殘廢程度之一者，

本公司按該表所列給付金額予以賠償。 

遊學團員因同一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殘

廢程度時，本公司將給付各該項殘廢賠償金之和，

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遊學團員意外殘廢」之

保險金額為限。若不同殘廢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

足時，僅給付較嚴重項目的殘廢賠償。 

醫療費用損失之賠償責任 

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

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內，經合格的醫院及診所治療者，本公

司就所發生之必需且合理的實際醫療費用給付賠

償。但每次傷害賠償總額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

「每一遊學團員意外醫療費用」之保險金額。 

前項所稱「合格的醫院及診所」係指依中華民國醫

療法所設立，並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醫療機

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應以依醫療行為當地國法

令有合格醫師駐診之醫院或診所為限。 

旅行證件遺失之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因其護照或其他

旅行證件之意外遺失或遭竊，除本保險契約不保項

目外，須重置遊學團員之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所

發生合理之必要費用，負賠償責任。但必須於事故

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機關或我國駐外有

十一、以醫療、整型或美容為目的之遊學所致任何因該等行為所生之賠

償責任。 

十二、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本公司對遊學團員直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細菌傳染病所致者。但因意外事故所引起之化膿性病變，不在此限。 

二、遊學團員之故意、自殺（包括自殺未遂）、犯罪或鬥毆行為所致者。 

三、遊學團員因使用禁藥、酗酒、酒醉駕駛或無照駕駛所致者。 

四、遊學團員因妊娠、流產或分娩等之醫療行為所致者。但其係因遭遇

意外事故而引起者，不在此限。 

五、遊學團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疾病、痼疾或其醫療行為所致者。 

六、非以購票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

空器所致者。 

除契約另有約定，本公司對所承保遊學團員從事下列活動時所致之損失

不負賠償責任： 

一、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運

動。 

二、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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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等報案。 

前項旅行證件不包括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

金提示文件。 

善後處理費用之補償責任 

被保險人因遊學團員於遊學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第

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傷害，而發生下列合

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

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一、遊學團員家屬前往海外善後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遊學團員之家屬前往海外照

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

包括食宿、交通、簽證、傷者運送、遺體或骨灰運

送費用。 

二、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遊學團員之家

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之合理之必

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 

第一項所稱「重大傷害」，係指遊學團員因遭遇意外

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其傷情無法在短期間內穩

定，且經當地合格的醫院或診所以書面證明必須留

置治療七日以上者。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

本條賠償。本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不包

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遊學同業及旅行業（但原承辦

之國內旅行業不在此限）所製發之單據。 

臺灣產物石油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

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售出或供應之商品或貨物所發

生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時，因施工而發生之震動或支撐設施薄弱或

移動，致第三人之建築物、土地或其他財物遭受毀損滅失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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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二、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

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三、被保險人各廠、礦區、設備在煉製、生產、鑽

探等作業過程中，或各項產品、原料在儲存中或經

由內陸運輸工具、輸送管線在運輸、輸送途中，發

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污染事故。 

因前項第三款保險事故所發生須由被保險人負責

之必要清除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責任。 

三、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或承攬業務之承攬商及其

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電梯（包括電扶梯、升降機）所致

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

加保者不在此限。 

五、在海上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在陸上發生而延

伸至海上者不在此限。 

六、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約定加保者

不在此限。 

七、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即已發生之意外污染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任何違反環境保護或污染防制有關法令之罰款或罰金。 

九、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

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徵用。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

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 

（五）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 

（七）被保險人因所有或使用或管理飛機、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

車輛所致者。但因而引起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污染事故者，

不在此限。 

十、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

協議存在 

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二、被保險人所有、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之損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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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 

十三、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十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

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強制執行人員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強制

執行相關法律執行強制執行職務，因錯誤行為違反

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內受國家賠

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本公司依本保險契

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

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

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

償請求，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

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

負賠償之責。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上之需要，而持有或保管之所有權狀、各式權

利表彰證書等文書或物件之毀損滅失，但第三人因須重新辦理或重

製上述文書所需之申請費用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多倍、懲罰性賠償金。 

七、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

實或事件。 

八、被保險人為獲非法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 

九、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十、任何因侵害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

之賠償請求。 

十一、因對第三人造成體傷、疾病、死亡、精神損害或有形財物之毀損

滅失（包括使用上之損失）所致之賠償請求，但因執行強制執行職

務所致者不在此限。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污染物質有關之賠償請求，或對於污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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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物料或核廢料測試、監督、清理、移除、圍堵、處理、去毒或中

和等工作之指示或要求有關之賠償請求。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臺灣產物金融

機構專業責任保險） 

This Policy subject to its terms, exclusions,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provides an indemnity to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the As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third parties 

for any third party claims which meet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ny third party claim must: 

viii) be for compensatory damages, such indemnity to 

include claimant costs and the Assured's approved 

defence costs and expenses; and 

ix) be first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x) be for financial loss caused by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and 

xi) arise out of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provision by 

the Assured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escribed in 

the Proposal Form; and 

xii) be brought other than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xiii) arise other than from any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wholly or partl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or 

Canada; and 

xiv) relate other than to a negligent act, negligent 

error or negligent omission which was or may have 

been or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or 

omitted (as the case may be)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hereto. 

 

This Policy shall not indemnify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1.  Any legal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Assured 

a)  under the terms, conditions or warranties of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or 

b)  by virtue of any waiver or release from liability of any third party,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liability would have attached to the Assured 

in the absence thereof. 

2.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dishonest, 

fraudulent, criminal or malicious act or omission of the Assured or of 

any Director or of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r of any sub-contractor or 

agent of the Assured. 

3.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  any bodily, mental or emotional injury, sickness or disease, or by 

death, or 

b)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of any third party. 

4.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any goods or other property, including securities, documents 

and written instruments of every kind, whether owned by the Assured, 

held by the Assured in any capacity or for which the Assured may be 

liable. 

5.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deliberate 

breach of any laws, enactments or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all and any of 

the constitution, operation and conduct of the Assured and/or the 

business or operations of the Assured in all and any jurisdic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evant to any of the same. 

6.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Assured having 

refused to provide any financing or refused to fulfil any actual or alleged 

commitment to make any loan or transaction in the nature of a loan or 

transaction in the nature of a loan or a lease or an extension of credit, 

whether such commitment was authorised or unauthorised. 

7.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any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wherein 

any third party claim against the Assured would be compensable und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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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ers Blanket Bond or equivalent policy irrespective of the amount 

thereof and whether or not such a policy is actually maintained by the 

Assured. 

8.  Any claim by or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the Assured's parent 

company, or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of the Assured or of the 

Assured's parent company, or any company or other entity in which the 

Assured, or Officers or Employees of the Assured, have an executive or 

controlling interest. 

9.  Any third party claim arising out of the insolvency of the Assured. 

10. Any third party claim involving or arising out of a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which occurred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hereof and/or which 

was notified to any Insurer(s) or Underwriter(s) prior to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11. Any third party claim involving or arising out of a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the awareness of which would cause a reasonable person to believe 

that it could give rise to a third party claim against the Assured and of 

which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the Assured was actually aware prior 

to the inception date of this Policy.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this provis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rights of the Underwriters to treat the said fact, 

circumstance or event as a non-disclosure or misrepresentation of a 

material fact entitling the Underwriters to elect to treat this Policy as 

void from its inception. 

12. Any fines, penalties, punitive or exemplary damages and any multiple 

damages except for the single compensatory amount of damages prior to 

such multiplication. 

13. Any claim made against the Assured by or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any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 governmental body or governmental 

agency, except when acting solely in the capacity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14. Any suit or legal proceeding brought by or on behalf of or at the behest 

of a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of the Assured in their capacity as such. 

15. Any third party claim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depreciation (or 

failure to appreciate) in value of any investments, including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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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ties, currencies, options and futures transactions, or as a result 

of any actual or alleged representation, guarantee or warranty provid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as to the performance of any such 

investments.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15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due solely t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in failing to effect a specific investment trans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rior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16.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loss of value, 

surrender value or cancellation value of any leased product or service as 

a result of fluctuations in value of such product or service. 

17. Any third party claim for the reimbursement of fees, commissions, costs 

or other charges paid or payable to the Assured, or, any third party claim 

based upon allegations against the Assured of excessive fees, 

commissions, costs or other charges. 

18.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failure to 

provide insurance of any kind, whether such failure concerns the amount, 

existence or adequacy of such insurance or otherwise.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18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due solely t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in failing to effect or maintain a specific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rior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19. Any legal liabil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from: 

a) ionis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s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from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b)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anyexplosive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20. Any third party claim emanating from any actual or attempted 

a) merger, purchase or acquisition of another business by the Assured, or 

b) purchase or sale transactions in the shares of the Assured, the 

Assured's parent company or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except however when the Assured is acting upon th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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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21. Any leg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ny actual or alleged 

seepage,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22. Any legal liability which aris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reason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23. Any legal liability as a result of loss sustained by a third part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advice given by the As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Hedging transactions. 

It is agreed however that this Exclusion 23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due solely t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Assured in failing to effect a specific Hedging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prior instructions of a client of the Assu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exclusion Hedging means the arranging of one 

or more contracts specifically to protect against movement in prices or 

valu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reign exchange, commodities and 

securities of every descrip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Specific Entity 

Exclusion Clause-Claims Brought By 

And Against 

 By way of clause to the Policy, the parties agree as follows (subject 

otherwise to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limits of liability and exclusions of 

the Policy):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laim made against                and its 

subsidiaries or th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such company in 

their respective capacities as such. 

Further, the Underwrit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laim which is brough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or on 

behalf of                and its subsidiaries or th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such company.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is Policy remains unaltered. 

臺灣產物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公證

法執行民間公證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依公證法所得行使之業務。 



 

第 791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為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責任或義務，致第三人受

有損失，而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

時，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本公司

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業務。 

三、任何關於外國法令之解釋、援引或適用錯誤。所稱「外國法令」係

指中華民國統治權所及地區以外地區之法令。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違反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或洩露業務機密之行為。 

六、任何人員身體傷亡或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

失。 

七、被保險人因職務上之需要，而持有或保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土地

或房屋等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件或物件之毀損滅失。但第

三人因須重新辦理或重製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

件所需之申請費用，本公司仍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依公證法委請代理時，該代理人所為之任何行為，及被保

險人因該代理行為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九、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

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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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

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

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地區公證人公會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公證

法執行民間公證人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

為而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責任或義務，致第三人受

有損失，而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

時，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本公司

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就超過被保險人所投保之

「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保險金額之損失，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但若被保險人未投保「民間公證

人責任保險」，或該保險已屆期而未續保，或因解除

而失其效力，或除保險金額用罄外之原因而終止

者，本公司均不負理賠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執行非依公證法所得行使之業務。 

二、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業務。 

三、任何關於外國法令之解釋、援引或適用錯誤。所稱「外國法令」係

指中華民國統治權所及地區以外地區之法令。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所致之賠償請求。 

五、被保險人違反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或洩露業務機密之行為。 

六、任何人員身體傷亡或有形財物之毀損滅失或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

失。 

七、被保險人因職務上之需要，而持有或保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土地

或房屋等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件或物件之毀損滅失。但第

三人因須重新辦理或重製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各式證書等書面文

件所需之申請費用，本公司仍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依公證法委請代理時，該代理人所為之任何行為，及被保

險人因該代理行為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九、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十、各種罰金、罰鍰、懲罰性賠償金或違約金。 

十一、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



 

第 793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

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

之處理。 

臺灣產物藥師與藥劑生業務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藥師或

藥劑生業務，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而違反其業

務上應盡之責任及義務，直接引致第三人體傷或死

亡，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間或期滿後

二個月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藥師業務係指被保險人依法執行以下之業

務： 

一、 藥品販賣或管理。 

二、 藥品調劑。 

三、 藥品鑑定。 

四、 藥品製造之監製。 

五、 藥品儲藏、供應與分裝之監督。 

六、 含藥化妝品製造之監製。 

七、 依法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 

第一項所稱藥劑生業務係指被保險人依法執行以下

之業務： 

一、 藥品買賣，係指依藥事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但

書所定得由專任藥劑生管理之藥品買賣。 

二、 藥品調劑，係指依藥事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但

書所定得由藥劑生為之之藥品調劑。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被撤銷藥師或藥劑生資格或被撤銷執業執照或受停業處

分而仍繼續執行藥師或藥劑生業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二、 被保險人所承諾醫療效果或虛偽誇張廣告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 被保險人非法使用偽藥、劣藥、禁藥、管制藥品、毒劇藥品、試

驗用藥品、來源不明藥品或無藥商許可執照之藥品所致之賠償責

任。 

四、 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 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六、 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而發生之賠償責

任。 

七、 被保險人於執行業務時，因受酒類、毒品或麻醉劑之影響所致之

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

損失。 

二、 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

賠償責任。 

三、 被保險人因具有醫院、療養院、診所、實驗所或其他事業機構之



 

第 794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所有人、合夥人、監督人或經理人之身份所發生之賠償責任，而非直接

執行藥師或藥劑生業務行為所致者。 

四、 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五、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

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

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六、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七、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八、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

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九、 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十、 各種型態之污染所致者。 

十一、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

照之車輛所致者。 

十二、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

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

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

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操作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遙控無人機或遙

控無人機上墜落的任何物品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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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

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第三人係指被保險人以外之人，但意外事

故發生時未實際使用或管理被保險遙控無人機之人

不在此限。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

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七、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

間接損失。 

八、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九、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因受酒類影響或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

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從事特技表演或競賽。 

三、被保險人操作遙控無人機違反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相關管理辦

法或相關法令規定。 

四、被保險人操作之遙控無人機未經民航局或其委託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檢驗合格、認可或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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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保險人或其主次承包商的任何股東、董事、監事、管理人或雇員

在其為被保險人工作或履行職責的期間所遭受體傷或財物損失。 

六、任何參與被保險人執行無人機作業之人所遭受的體傷或財物損失，

包括但不限於實際參與操作無人機之人及任何協助該項作業之人。 

七、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

償責任。 

八、無人機用於噴灑或空投作業時，噴灑物體或空投的物質對其他人直

接或間接造成的體傷或財物損失。 

九、被保險無人機用於非法目的，或用於保險契約中聲明用途之外的目

的。 

十、利用被保險無人機從事違法或違規活動。 

十一、因被保險無人機所致大氣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種污

染、電子或電磁干擾、噪音（不論人耳是否能聽到）、振動、音

震及其他相關現象。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無

人機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執行遙控無人機群飛作業

時，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遭受賠償請求所

致之全部損失，本公司依主保險契約「投保無人機

明細表」所列之全部無人機共用主保險契約所約定

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本公司所負

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

金額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加保噴灑農

藥作業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加保噴灑農藥作業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操作主保險契約載明之遙控無

人機進行噴灑農藥作業時發生意外事故，噴灑物體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依規定向民航局申請核准或未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登記或未經農藥使用訓練合格之技術人員實施代噴

業務或施作前未依民航局規定程序申請辦理。 

二、實際執行噴灑農藥作業之人員未符合「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

或未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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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噴灑設備直接導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違反「農藥管理法」及「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

辦法」規定之使用方法及範圍，或使用未經核准之農藥。 

四、被保險人噴灑之農藥通常性或漸進式進入不動產、大氣層、水域等

環境所致人員之體傷或財物損失。 

五、清除農藥之費用。 

臺灣產物警察人員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依警察

相關法律執行職務，因重大過失行為違反其業務上

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於保險期間內受國家

賠償義務機關依國家賠償法求償，本公司依本保險

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對於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

係歸因於同一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

求。本公司對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

償請求，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

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

負賠償之責。 

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

亂、革命、軍事反 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

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

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

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四、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五、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所生之多倍、懲罰性賠償金。  

六、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事

實或事件。 

七、被保險人為獲非法利益或報酬所為之行為。  

八、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惡意違法或犯罪行為。 

九、任何因侵害有關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所致

之賠償請求。 

十、被保險人因違反保密義務而引起之賠償責任。 

十一、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污染物質有關之賠償請求，或對於污染物質、

核子物料或核廢料測試、監督、清理、移除、圍堵、處理、去毒

或中和等工作之指示或要求有關之賠償請求。 

十二、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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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

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

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

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

相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資安防護保險 一、承保責任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違反資料

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致第三人受有損害，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初

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於下列責任依本

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對於前

述賠償請求，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或保險

契約終止後三十日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一) 資料保護責任 

     被保險人因違反資料保護，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而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二) 資訊安全責任 

     被保險人因違反資訊安全，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而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二、承保費用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因違反資料

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而於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

人賠償請求或調查，或於保險期間內發現違反資料

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發生之下列費用，且經本

公司事先書面同意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

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抗辯費用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費用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之故意、不誠實或犯罪行為而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

安全所致者；但因非屬管理人員之員工之故意、不誠實或犯罪行為

而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致者，本公司仍負理賠之責。 

二、因管理人員參與、知悉或與非屬管理人員之員工共謀故意、不誠實

或犯罪行為而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全所致者。 

三、由管理人員所提出或代其提出之賠償請求所致者。 

四、任何因身體傷害（包括精神傷害）或財物損失之賠償請求所致者；

但被保險人因過失違反資料保護所致第三人精神傷害者，本公司仍

負理賠之責。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所提供之保證或擔

保。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

本公司仍負理賠之責。 

六、任何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發生之賠償請求、官方調查或公司內部

調查，或在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知悉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資訊安

全，或可合理預期會導致資料保護責任或資訊安全責任之任何危險

情事所致者。 

七、任何關於營業秘密、著作權、專利、商標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盜用、

抄襲或侵害所致者。 

八、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

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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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第三條第一項承保責任進行抗辯

所發生之費用。 

(二) 官方調查費用 

被保險人因遭受主管機關調查所需之法律諮

詢費用及為回應主管機關所支出之費用。 

(三) 通知費用 

被保險人依法令規定應向資料所有人發出通

知所致之費用。 

(四) 資安專家費用 

被保險人聘請資安專業人員確認電腦系統之

安全狀態、判斷發生之原因所產生之費用。 

(五) 復原費用 

     被保險人為回復、重新蒐集或重置遭受破壞、

毀損、修改或刪除的電子資料或軟體，使其回

復原狀所產生之費用，但不包括為提升或改善

資料保護或資訊安全而產生之費用。 

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九、稅金、罰金、罰鍰或不具損失填補性質的損害賠償，如：懲罰性違

約金或懲罰性損害賠償。 

十、被保險人因違反或遭指控有違反任何與有價證券所有權、買入、賣

出或與買入、賣出之要約或要約引誘所致者。 

十一、被保險人喪失清償能力、受破產宣告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接管、

清理所致者。 

十二、機械故障、電力故障（電力中斷、停電、電壓下降或突波）、通

訊系統(包括網路服務)或衛星系統故障、錯誤、干擾或中斷所致

者。 

十三、因交易損失、交易責任或帳戶價值變動；被保險人照護、保管或

控制中的任何金錢(包括虛擬貨幣)、有價證券或其他有形資產遺

失、移轉或遭竊所致者。 

十四、被保險人所出售、供給、修復、變更、製造、裝配或維修之商品、

勞務或產品之缺陷、瑕疵或故障所致者。 

十五、於美國、加拿大或其領地或屬地境內被指稱違反資料保護或違反

資訊安全所致者。 

十六、違反依聯合國之決議或中華民國、歐盟、英國或美國之法規所施

行之任何貿易及經濟制裁、禁運或限制所致者。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

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之受僱人，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被保險人服勞務，並接受其給付報酬且年滿十五歲

之人。                                                                                                                                   

被保險人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故所致損害，不負賠償之責： 

一、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

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

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

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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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時，應先辦理請領並先行抵

充其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本公司之賠償

責任以超過前述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為限。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

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是否為

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於本保險契約所

載之勞動場所內執行承保工作之職務發生意外事故

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

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

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時，應先辦理請領並先行抵

充其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本公司之賠償

責任以超過前述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為限。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

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是否為

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 

七、石綿與各種形態之污染。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所致之事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

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九、因下述原因所致網路及電子資料損失，其同時或先後發生涉有其他

原因或事件時，亦同： 

（一）網路損失。 

（二）直接或間接基於、關於、肇因於或可歸責於電子資料之無法

使用、功能減損、修復、重製、取代或復原所產生任何性質

之損失、責任、賠償請求、費用或支出，包括但不限於相當

於前述電子資料價值之金額。 

十、直接或間接因任何傳染病、病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無症狀)及世

界衛生組織或任何政府機構宣布的大流行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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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執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二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擔任法人、俱樂部、協會等組織

之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高級管理人員或法務主管之職

務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四、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但本保險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受僱人之任何疾病或因疾病所致之死亡。前述所稱之疾病亦包括經

醫療機構專科醫師診斷罹患之職業病。 

六、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本身體傷或死亡。 

七、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八、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補償責任。但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

知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指定公證

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

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

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於非

執行職務期間發生意外傷害事故死亡或受有體傷，經本

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

賠償之責： 

一、醫療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

或診所門診醫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

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所載之醫療慰問金費用上

限範圍內給付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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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院慰問金費用：該受僱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

住院治療且住院日數連續達三日（含）以上者，被

保險人前往探視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

款所載之住院慰問金費用給付之。 

同一事故給付同一受僱人醫療慰問金費用與住院慰問

金費用時，本公司合計給付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五

萬元整。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遭

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規定之職業災害

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致被保險人依勞基法規定

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本公司就超

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

津貼或補助部分，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

金，但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各項保險金額限制。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

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是否為

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各項給付保險金約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經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

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

薪資」之差額，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

月。  

除主保險契約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四條不保事故及第

五條除外責任第一款至第七款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

失能或死亡。 

二、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

害所導致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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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能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

傷害，於治療終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定

其身體遺存失能，並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

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其失能

等級一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義、等級

及給付標準，均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有關之

規定。  

三、所得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

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付職業災

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

付所得保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

傷害，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醫院診斷，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

二款失能保險金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平均

月投保薪資」之金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

險金四十個月。  

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

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勞動部所頒布施行之「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

補償責任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執行職務遭

除主保險契約第一章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四條不保事故及第

五條除外責任第一款至第七款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之承包人或轉包人及該承包人或轉包人之受僱人之體傷、

失能或死亡。 

二、本附加條款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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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所規定之職業災害

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致被保險人依勞基法規定

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受補償請求，本公司就超

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保險給付、

津貼或補助部分，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給付保險

金，但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各項保險金額限制。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係指被保險人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

薪資」所計算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是否為

受僱人投保或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各項給付保險金約定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死亡，經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審定為職業傷害，

並已由勞保局核付死亡給付者，本公司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

薪資」之差額，一次給付死亡保險金四十五個

月。。  

二、失能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

傷害，於治療終止後，由指定醫院診斷，審定

其身體遺存失能，並已由勞保局核付失能給付

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其失能

等級一次給付失能保險金。失能之定義、等級

及給付標準，均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有關之

規定。  

三、所得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不能工作，

未能領取原有薪資，並已由勞保局核付職業災

害所導致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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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補償費者，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金額之差額，給

付所得保險金，惟給付期間最長以兩年為限。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經勞保局審定為職業

傷害，醫療期間屆滿兩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醫院診斷，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第

二款失能保險金標準者，本公司得按其「平均

月投保薪資」之金額一次給付喪失工作能力保

險金四十個月。  

五、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 

    受僱人因遭受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經指定醫

院治療者，本公司對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

部分給付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每一人體傷醫

療費用保險金為新台幣          ，且受主保

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及本保險契

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 

前項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之體傷、失能或

死亡，其認定標準悉依勞動部所頒布施行之「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雇

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之

受僱人數約定為         人。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數

變動超過       %，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本公司應按變動後之人數比例調整保險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上下班途中

及外出洽公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加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及外出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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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公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

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

於上下班途中或外出洽公期間（不包含國外出差期

間）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含勞動

基準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辦理請領

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時，應先辦理請領並先行抵

充其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本公司之賠償

責任以超過前述給付、津貼或補助部分為限。  

前項所稱之保險給付，係指被保險人依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應投保「月投保薪資」所計算

之應給付金額，不論被保險人是否為受僱人投保或

受僱人自行投保，均應計算之。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海外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加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海外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海外執行職務

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

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執行職務時發生

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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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

然災變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

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

損失，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制裁限制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本保險契約對於依據聯合國

決議有關制裁、禁令或限制之國家；或經歐盟、英

國或美國法令規章或貿易制裁之國家，不提供保險

保障，本公司亦不負保險理賠及任何利益給付之責

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優先給付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本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

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

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應優先給付，不適用主保險契

約第十五條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前項所稱其他保險亦有優先給付約定時，不適

用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放棄對定

作人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雇

主意外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

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

對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或其員工於執行職務期

間所致賠償責任放棄行使代位求償權。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慰問金費用

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

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並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

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

契約所約定之受僱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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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受有體傷或死亡，被保險人前往

探視或慰問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各項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傷害醫療慰問金費用：受僱人經登記合格的醫

院醫師或診所治療者，被保險人前往探視購置

物品之合理費用或住院慰問金費用，本公司以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傷害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

限給付之。但同一受僱人同一事故以給付一次

為限。 

二、 身故慰問金費用：受僱人死亡時，被保險人對

該受僱人之法定繼承人支付身故慰問金費用，

本公司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身故慰問金費用保

險金額為限給付之。 

臺灣產物旅客運送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

行為之必要，因使用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陸、海、

空等各式交通工具，而於行駛期間（包括乘客搭乘

及上下交通工具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致所載運之

乘客受有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  

二、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內戰、

革命、叛亂、軍事訓練或演習、逮捕、扣押、拘管、禁制、沒收、充公、

徵用、恐佈份子、劫掠行為。  

三、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四、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五、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

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因受害第三人(包含乘客)之故意、鬥毆、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逮

捕所發生之自身傷害。  

七、因颱風、暴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  

八、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九、各種形態之污染。  

十、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或死亡。但以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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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受有體傷或死亡者，不在此限。  

十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無照駕駛(含駕照吊扣、吊銷期間)或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二款之駕照違規使用規定而經營

業務行為所需之交通工具。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

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

第一款之酒醉駕車規定。  

十三、行駛未經主管機關規定或核准之航程、路線，或執行未經主管機

關定期檢查合格之載客行為。  

十四、被保險人因經營業務行為有非法營業、違法使用、或其他違反主

管機關相關規定之情事者。 

臺灣產物不動產經紀業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執行仲介

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行為，違反其業務上

應盡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而在保險期間內初次受第三人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

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本公司對

於一次事故賠償請求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

三人最先提出賠償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

額」為限，負賠償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

發生多次事故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

之累計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非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仲介業務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已知或應知可能引發賠償請求之

事實或事件。 

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以前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

任。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之不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違反公平交易法或消費者保護法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身體傷害及有形財產之毀損或滅失或對第三

人之誹謗、中傷或洩漏業務機密所致者。 

七、被保險人遭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撤銷許可或受停業處分仍繼續執行

業務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收取差價、其他報酬或未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報酬計收所致者。 

九、被保險人破產或有其他喪失清償能力等情事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執行業務所致者。 

十一、下列損失或賠償責任： 

(一) 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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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承擔所致者，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

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者，不在此限。 

(三) 可依買賣價金信託履約保證履行之賠償責任。 

十二、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故所致者：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

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

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

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

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

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

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三、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

存取資料所致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

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

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

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

關資料之處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本保

險契約所載業務時，因過失、錯誤或疏漏，違反其

業務上應盡之注意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依法

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在保險期間內或發現

期間初次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

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所提出之一個或數個賠償請求係歸因於同一

除外責任(一)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生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以前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

任。 

二、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執行業務致其家屬或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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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或事實時，視為一次事故。本公司對於一次事

故所衍生之數個賠償請求，以第三人最先提出賠償

請求時點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

之責；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多次事故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以「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為

限，負賠償之責。 

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因製造、銷售、供應或維護之產品或貨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人擔任工程施工承攬人或次承攬人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六、被保險人安排或提供財務、金融、保證或保險之資訊，或對上述事

項提供諮詢或意見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未於約定期間內完成圖說、規範或其他文件資料或因工程

費用或成本之估計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被保險人破產或無法償還債務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被保險人與他人合營或合夥執行業務所致之賠償責任，但經載明於

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十、下列損失或賠償責任。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一) 罰款或違約金。 

(二) 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

或協議存在時，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

限。 

除外責任(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業務或執行非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因被保險人之譭謗、中傷或抄襲、竊取或洩漏業務機密、侵害版權、

商標、專利；圖說、文書資料或證件之毀損或滅失及其所致之賠償

責任。 

四、被保險人所有、管理或使用之動產或不動產，包括各型車輛、船隻、

航空器及營業處所等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

叛亂、 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

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

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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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六、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賠償責任。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

取資料 所致之事故，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

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

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

料之處理。 

九、因下述原因所致網路及電子資料損失，其同時或先後發生涉有其他

原因或事件時，亦同： 

(一) 網路損失。 

(二) 直接或間接基於、關於、肇因於或可歸責於電子資料之無法

使用、功能減損、修復、重製、取代或復原所產生任何性質

之損失、責任、賠償請求、費用或支出，包括但不限於相當

於前述電子資料價值之金額。 

十、直接或間接因任何傳染病、病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無症狀)及世

界衛生組織或任何政府機構宣布的大流行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颱風、暴風、龍捲

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致第三人受

有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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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

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如有複數之

被保險人，各被保險人間之關係依以下約定適用：  

一、各被保險人分別且獨立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

定。  

二、各被保險人相互關係視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

關係。  

三、主保險契約之各被保險人共同適用主保險契約

之保險金額，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依主保險

契約所負之賠償責任總額仍以主保險契約所

載之保險金額為上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海外業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海外業務附加條款（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追溯

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日前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

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之

地區直接因執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業務之疏漏、錯誤

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致第三人受有損失，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受

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並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內向

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執行海外業務非經當地主管機關許可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之

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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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

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加繳保險費，附加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

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

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同意對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或其員工於

執行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期間所致賠償責任放棄

行使代位求償權。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

失，如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

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應優先給付，不適用主保險契

約第十八條關於其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前項所稱其他保險亦有優先給付約定時，不適用本

附加條款之約定。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建築師、技

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後，附加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

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未經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定作人書面同意，

本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追溯日起至保險期間屆滿前，執行本保

險契約所載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供專業服

務時，因下列承保事項之不當行為致第三人受有損

失，並在保險期間內或發現期間初次受第三人之賠

償請求，且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通知方

式並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本公司依本保險

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與下列賠償請求有關的損失，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的情形。 

二、身體傷害／財物損害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害。本除外不

保事項，不適用於「誹謗行為」及「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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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責任 

被保險人因義務違反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

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

責任。 

二、 智慧財產權 

被保險人非因故意而侵害任何第三人的智慧

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及營業秘密）而受賠

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

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三、 誹謗行為 

被保險人因非故意的書面或言詞誹謗行為而

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

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四、 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為抗辯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事

項之賠償請求所生的抗辯費用，本公司應負

有給付責任。 

五、 出庭費用補償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承保事項，

依法院之要求需以證人身份實際出庭，本公

司將按實際到庭的日數，乘以下列所示金額

計算補償金。前述補償金應併入本保險契約

的抗辯費用計算。 

（一）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的代表人、合夥

人、監察人或董事每人每日的補償金：新台

幣二萬元。 

（二）受僱人每人每日的補償金：新台幣一萬

元。 

本承保事項不適用自負額的約定。 

六、 文書滅失及重置費用補償 

的承保事項。 

三、契約責任／履約保證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 

（一）被保險人於提供專業服務所承諾願承擔的契約責任或相關

義務，超出一般執行業務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法定注意義務。 

（二）擔保或保證。 

四、報酬評估的錯誤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未能於事前

準確評估提供專業服務的報酬者。 

五、聘僱／歧視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有： 

（一）與聘僱相關的措施、騷擾或歧視。 

（二）故意或制度性的騷擾或歧視行為。 

六、無償債能力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發生負債大

於資產、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的情形。但本公司依本保險契

約約定應負擔的賠償責任不得以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有發生負債

大於資產、或財產遭強制管理或接管的情形而主張免除。 

七、基礎設施的故障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 

（一）機械故障。 

（二）電力故障，含電力中斷、突波、電壓下降或停電。 

（三）通訊系統或衛星系統故障。 

八、策略聯盟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為某一策略聯盟的成

員，而以此策略聯盟的名義為其執行的工作。 

九、違法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或被

保險人自己承認的犯罪、故意、不誠實或詐欺行為；在此情形下，

若本公司就與該賠償請求有關的損失已為給付，被保險人應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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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持有屬於第三人的文書滅失，須

給付損失賠償且符合下列要件時，本公司對

被保險人負給付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對於所持有屬於第三人的文

書的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二）前述所稱文書的滅失係指文書於本保

險契約保險期間內發生毀壞、損害、遺失、

變形、消除或誤置的情形，且前述情形須因

被保險人執行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提

供專業服務時所致者。但文書的滅失不包括

因自然損耗、自然變質、蟲蟻侵蝕及其他超

過被保險人所得控制者。 

（三）被保險人須已親自或委託他人代為竭

力尋找、回復或重置本款第(二)所指的文書。 

本承保事項中的損失賠償，亦包括被保險人

為尋找、重置或回復上述文書而合理發生的

成本與費用。但被保險人就此成本與費用的

請求，應有支出證明為憑，且須經本公司指

定並經被保險人同意之適任人士審核無誤為

據。 

本承保事項的分項保險金額以本保險契約約

定之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所承保的賠

償請求，每件文書個別的自負額為新台幣二

萬五千元。 

還。倘該被保險人未履行其應為退還的義務，要保人應代為退還

予本公司。 

十、專利權／營業秘密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 

（一）違反有關專利權或營業秘密的授權。 

（二）侵害或侵佔專利權或營業秘密。 

十一、污染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遭指控或可能

有： 

（一）排放、散佈、釋放、遷移或逸漏各種污染物的情形。 

（二）與下列有關的命令、要求或行為： 

1. 對污染物進行測試、監控、清理、移除、圍堵、處理或

消除或中和毒性。 

2. 對污染物的影響採取因應處理或進行評估。 

十二、生效前之賠償請求及危險事故 

（一）賠償請求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經提出，或在本保險契

約生效時仍未有確定之賠償請求。 

（二）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生

效時，已合理預期會導致賠償請求的任何危險事故。 

十三、交易債務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 

（一） 被保險人因提供專業服務所發生的債務。 

（二） 被保險人對債務提供的擔保。 

十四、美加地區 

賠償請求是在美國、加拿大或其領地或屬地境內提出，或在上

述地區內仍懸而未決；或賠償請求是為了執行在上述地區取得

的裁判。 

十五、戰爭／恐怖行動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恐

怖主義、類似戰爭行動、軍事行動、恐怖份子或游擊份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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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行動、武力、敵對行動（不論宣佈與否）、叛亂、革命、

民眾騷動、暴動、篡權或政府、公共或地方當局或其他政治或

恐怖組織對財產所為或依其命令對財產所為的沒收、收歸國

有、破壞或損害。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工

程險、意外險適用） 

茲經雙方約定，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

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論其是否有其他原因

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

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

附加條款（工程保險、責任保險、保

證、信用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適用）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

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論該

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

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

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

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

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

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論損失發生或發現日，

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

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共同保險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本公司同意放棄對             行使代位求償權。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

契約亦加以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應優先給付；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其

他保險負比例分擔責任之約定。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得按本附加條

款約定方式分期繳付保險費，每期應繳金額應包含

保險費及利息，惟經本公司同意免計利息者，本公

司於保單所載之保險費之外，不再加收利息。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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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保險費之應繳日、應繳金額，分期保險費之總

金額與一次交付保費之差額，均以保險單所載為準。 

臺灣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

(財產保險適用) 

第一條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 （附） 約（含保險

商品名稱、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附加條款、

批註及其他約定書）之一部分，本契（附）約與本

批註條款牴觸部分不生效力。 

第二條  與本批註條款有關之本契（附）約（含保

險商品名稱、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附加條

款、批註及其他約定書）之用詞依附表調整。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發生

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涉及(業務)過失傷

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

事責任，所生之刑事訴訟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

款之約定，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範圍內，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5-3-2 其他財產險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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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竊盜損

失保險 

一、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所有置存於本保險單規定處所之下列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損失。普通物

品：住宅之傢俱，衣李，家常日用品，及官署，學校，教堂，醫院診所，辦公處所之生財器具，但

不包括珠寶、鐘錶、項鍊、手鐲、寶石、首飾、金銀器皿，及皮貨等貴重物品在內。特定物品：以

特別訂明者為限，但珠寶、鐘錶、項鍊、手鐲、寶石、首飾、金銀器皿，及皮貨等貴重物品每件之

保險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壹萬元整。除上述特定物品外，其他每件物品之最高賠償額以普通物品總

保險金額百分之二或新台幣貳千元為限，但以兩者較少之金額為準。 

二、置存保險標的物之房屋因遭受竊盜所致之毀損，本公司負賠償責任，但該被毀損之房屋以被保

險人所自有者為限。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敵

人侵略，外敵行為，判亂，內戰，強力霸佔，

征用，沒收，罷工，暴動，民眾騷擾，無論

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二、因颱風、地震、冰雹、洪水或其他天然

災變無論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三、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無論直接或

間接所致之損失。 

四、因核子分裂，或融解或輻射作用，無論

直接或間接所致之損失。 

五、保險標的物置存於連續三天無人居住之

房屋所發生之竊盜損失。 

六、因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或其受雇人，或與

其同住之人之主謀，共謀，或串通所致之竊

盜損失。 

七、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所受之損失，

無法證明確係由於竊盜所致者。 

八、車輛，勳章，古董，雕刻品，手稿，珍

本，圖案，商品，樣品，模型，字畫，契據，

股票，有價證券，硬幣，鈔票，印花，郵票，

帳簿，權利證書，牲畜，家禽及食用品等之

竊盜損失。 

 

臺灣產物玻璃保

險 

保險標的物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因前項毀損或滅失所需拆除、重新裝置或為減輕損失所需合理之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不保事項(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各項事故，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

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

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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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

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二、因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所致者。 

三、因政府治安或消防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

押、沒收、徵用、充公或故意破壞所致者。 

四、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

者。 

六、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

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不保事項(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各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自然耗損、刮損、磨損，原有瑕疵或破

損。 

二、因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之任何附帶損

失。 

三、裝置保險標的物之房屋無人居住連續達

六十天以上所發生之任何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因下列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現金運送保險：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運送途中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或運送人員、

運送工具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 

二、庫存現金保險：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金庫或保險櫃保存中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

所致之損失。 

三、櫃台現金保險：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櫃台地址及範圍內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

致之損失。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現金損失不負賠

償責任： 

一、適用於一般性者：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

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

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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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

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但經

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

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但經書面

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運送人員之故意

或重大過失行為所致之損失。 

(六)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或運送人員之詐

欺、背信、侵佔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之損失。 

(七)現金因點鈔員疏忽、錯誤或點查不符所

致之損失。 

(八)因現金損失結果所致之附帶損失。 

二、適用於現金運送保險者： 

(一)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所

發生之損失。 

(二)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

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

失。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三)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現金於運送途中

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於執行運送任

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致之損失。 

(五)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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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六)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之損失。 

三、適用於庫存現金保險者： 

(一)現金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金庫或保

險櫃以外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被保險人營業或辦公時間以外，金庫

或保險櫃未予鎖妥時發生竊盜、搶奪、強盜

之損失。 

四、適用於櫃台現金保險者： 

(一)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櫃台地址及範圍以

外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被保險人營業或辦公時間以外所發生

之損失。 

(三)置存現金之櫃台無人看守時所發生之損

失。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未經收受前或已經

交付後所發生之損失。 

(五)因被冒領或票據、存摺、存單或其他單

據被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金融業特別不

保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約定，經投保現金保險後，附加金

融業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雙方同意除基本條款約定之事項

外，對下列情形不論原因為何，本公司亦不

負賠償責任： 

一、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現金運送途中，安全警戒人員因故意或重

大過失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

權，於保管或提攜現金時所發生之損

失。 

二、適用於庫存現金、櫃台現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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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處所及重要處所未裝置自動

安全維護系統，或未維持正常運

作者。 

（二）一般櫃台抽屜未裝設自動鎖，金

庫未裝設自動錄影、自動報警、

自動關閉及定時鎖與系統者。 

（三）金庫鑰匙、密碼未保密或未採二

人以上共同監管制度者。 

（四）營業處所於營業時間內，在勤員

工未逾二人以上者。 

（五）營業處所未維持二十四小時保全

或警戒系統者。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颱風、洪水、

地震及其他天然

災變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現金在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直接因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天然災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

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

任：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 因雨水、砂塵等引起之損失；但置存被

保險人現金之建築物，其屋頂、門窗、

通氣口或牆壁先直接遭受颱風損壞，造

成破孔，致使置存於建築物內之被保險

現金，遭受雨水或砂塵等所致之損失，

不在此限。 

三、 因冰霜、暴風雪所致之損失。 

四、 不論直接或間接由於地層滑動或下

陷、山崩、地質鬆動、沙及土壤流失所

致之損失。 

五、 置存於露天之被保險現金所遭受之損

失。 

六、 置存被保險現金之建築物，因外部門窗

及其他開口缺乏完善之防風防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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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被保險現金之損失。 

九、 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危險事故

引起爆炸豁裂所致之損失。 

十、 因撒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他供

水、儲水設備破毀或溢水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現金

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

責任： 

五、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論是否與勞方之罷工或資方之歇業有關）。 

六、 治安當局為鎮壓前項擾亂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七、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四、治安當局為防止前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

任： 

一、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 由於全部或部份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

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損失。 

三、 由於政府或任何地方機構之徵收、充公

所致之損失，或因封鎖或海關管制而遭

受損失。 

四、 由於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非法佔用所

致之損失。 

五、 由於核子武器或其物料，直接或間接所

致之損失。 

六、 任何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

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

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 

七、 所謂恐怖主義（Terrorism）係指任何

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

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

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動以遂其政

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

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

於恐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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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

所致之損失。 

九、 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

類似之情形（不論宣戰與否）、內戰、

謀反、革命、叛亂或因叛亂軍事力或謀

反事件致之群眾騷擾。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自動櫃員機附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

就置存於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之正常作業程序而進行補充現金、清點，或維修時發生之搶奪、強盜

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因下

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自動櫃員機未經鎖妥時發生之損失，

但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正常作業

程序而進行補充現金、清點，或維修時發生

之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二、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

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操作上之

疏忽所致之損失。 

三、因第三人使用經偽造、變造之金融卡(或

提款卡或其他類似之電腦磁卡)所致之損

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擴大現金定義

附加條款(有價

證券)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有價證券）（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

現金包含匯票、本票、支票、債券、印花稅票、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於前項匯票、本票、支票、債券、印花

稅票、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除應立即向有關單位辦理掛失止付外，並應依法辦理公示催告、除權

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之手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辦理掛失止付、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

重新補發所須之手續費，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雖已依前項約定辦妥掛失或在辦理掛失時

仍遭他人自市場賣出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其理算係以損失發生前之最近一次市場收

盤價格為準，但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受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或費用，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發生承保事故後所須之擔保墊款費用及

利息損失。 

二、發生承保事故後在辦理掛失時，發覺係

屬偽造之有價證券所致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二

項之約定致發生之任何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偽造通貨附加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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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於被保險人因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硬幣或紙幣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

任。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天然災變附加

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

產物現金保險天然災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

金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主保險契約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天然災變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

任：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因置存於露天所遭受之損失。 

三、因建築物外部門窗及其他開口缺乏完善

之防風防雨設備所致之損失。 

四、不論直接或間接因所承保之危險事故引

起爆炸豁裂所致之損失。 

五、因撒水器設備、水槽、水管、或其他供

水、儲水設備破毀或溢水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票據及有價證

券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票據及有價證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票據或有

價證券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除應立即向有關單位辦理掛失止付外，並應

依法辦理公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之手續，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依法辦理掛失止付、公

示催告、除權判決及申請重新補發所須之手續費，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

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雖已依前項約定辦妥掛失或在辦理掛失時

仍遭他人自市場賣出、冒領或盜領所致之損失，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

任。其有市場價格者，理算係以損失發生前之最近一次市場收盤價格為準。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或費用，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發生承保事故後所須之擔保墊款費用及

利息損失。 

二、發生承保事故後在辦理掛失時，發覺係

屬偽造或變造之票據或有價證券所致之損

失。 

三、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

項之約定致發生之任何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現金運送人數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現金運送人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第二款適用於現金

運送保險者之第二目「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負責運送時所發

生之損失。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不予適用。 

除主保險契約第四條所約定之除外責任，在

被保險人僅指派一名現金運送人員之情況

下，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在現金運送過程中因竊盜所致之損失。

前述所稱之竊盜係指下列之人以外之任何

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

取被保險人之運送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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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險人。 

（二）被保險人之受僱人。 

（三）該受僱人之家屬或同住之人。 

二、在現金運送過程中因運送人員被蒙騙或

受詐欺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保險櫃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保險櫃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櫃因

遭受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本公司以保險櫃之實際現金價值為賠償基準，並以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電信業)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電信業）（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下列事項：  

二、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用詞定義第一項第三款「現金」修改如下： 

「現金」係指國內現行通用之紙幣、硬幣及等值之外幣、公用電話卡、國際預付卡及超商禮券。 

二、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第一項第二款適用於現金運送保險者第（二）目「在運送途中除運

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書面約定加保者不在此

限。」不予適用。 

三、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責任第一項第三款適用於庫存現金保險者第（一）目修改如下： 

現金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金庫或保險櫃以外所發生之損失。惟各單位現金倘無金庫或保險櫃可

置存時，置存於有上鎖之辦公桌內，不在此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擴大現金定義

附加條款（黃金）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黃金）（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現

金包含黃金成色含金量達99.99%之金條 、金塊、金幣、金章。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本公司以保險事故發生日之公告牌價為賠償基準，

並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擴大現金定義

附加條款（商品

禮券）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商品禮券）（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現金包含被

保險人所印製或持有，且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標的物置存處所內之商品禮券。 

如發生竊盜、搶奪及強盜之情事，被保險人應立即請警方處理，以取得失竊等之證明，作為日後理

賠之依據；被保險人對其遭受竊盜、搶奪及強盜之商品禮券，應立即通告所屬之各總分公司主管及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發生承保事故後發現係屬偽造之商品

禮券所致之損失。 

(二) 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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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並加強控管兌換之流程以防止損失擴大。 

承保之商品禮券為被保險人所印製者，本公司對於因竊盜、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依已遭兌換或

兌現後之實際損失負賠償責任；因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依重新印製費用負賠償責任。承保之商

品禮券為被保險人所持有者，本公司對於因竊盜、搶奪、強盜、火災、爆炸所致之損失，依被保險

人實際購買金額負賠償責任。 

二項之約定所致增加之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櫃台現金特別

約定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櫃台現金特別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櫃台

現金保險包括員工身上所管理支配之營業用現金（不包括私人現金）。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疏忽短鈔附加

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

於被保險人之員工於收受現金時因疏忽所致之短鈔或溢付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除外責任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

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二、印鑑型式、規格、字體、字數與原印鑑

不符者而未加識別所致之損失。 

三、收受偽造、變造之貨幣、票據或有價證

券所致之損失。 

四、兌付經掛失、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之票

據所致之損失。 

五、經營業務之虧損或辦理證券交易、押

匯、結匯、貸款之錯誤或疏忽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現金保

險偽造通貨(含

外幣)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

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含外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善意

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硬幣、紙幣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外國政府發行流通之

本位幣或輔幣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 

本公司同時或分別承保之下列保險標的物，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

不保事項外，負賠償之責： 

一、館藏品：被保險人所有或保管之藝術品，於典藏或陳列期間，在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因意外

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參展品：被保險人邀請或接受邀請之藝術品，於保險期間內，在本保險契約載明處所，因意外

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不保事項（一）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因下列原因所致之

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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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送品：被保險人委託第三人或自行運送之藝術品，於運送途中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因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視同本保險契約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 

 

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

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

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二、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三、任何化學、生物、生化及電磁武器或其

所致之爆炸，或產生之毒素、污染物質。 

四、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 

五、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

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

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

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

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

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

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

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

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

理。 

六、任何直接、間接或可歸責於因使用或操

作電腦、電腦系統、電腦軟體程式、惡意密

碼、電腦病毒或執行程式或任何其他電子系

統。 

七、逐漸而非突發性意外污染事故。 

八、保險標的物之自然耗損、腐蝕、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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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瑕疵、鏽垢或氧化。 

九、蟲咬（蛀）。 

十、因整修、復舊、重新裝框或類似工作過

程所致。 

十一、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或失靈。 

十二、藝術品本身脆弱或易碎性質之破損，

除非該破損係由竊盜或火災所致者。 

十三、氣候或大氣狀況或溫度之變化。 

十四、由於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以音速或超音

速飛行所引起之震波。 

十五、運送品因運送工具無人看守而遭竊

盜、搶奪或強盜。 

十六、運送品未依保險標的物之性質及運送

情況而為適當之包裝。 

不保事項（二）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保險標的物部分損失時，該保險標的物

修復後與損失發生前價值減損之差額。 

二、館藏品、參展品非於本保險契約載明處

所所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保險標的物之典藏、陳列或展覽處所，

已設有警戒系統時，被保險人未遵守下列事

項而發生偷竊或侵入館內竊盜之損失： 

（一）無論館內是否有人看守，館內、外所

有警戒系統或設施所具備之監看或警戒等

效力應持續運作。 

（二）該警戒系統在未得本公司事前書面同

意下，被保險人不得為任何撤銷或為任何降

低其效力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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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竊盜定

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臺灣產物藝

術品綜合保險竊盜定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有關「竊盜」之定義約定如下：

除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或其受僱人或與其同住之人以外之任何人企圖獲取不法利益，毀越門窗、牆垣

或其他安全設備，並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處所，而從事竊取或奪取之行為。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戰爭風

險特別不保事項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

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附加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戰爭風險特別不

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直接或

間接由下列事故所致的毀損或滅失，不負賠

償責任。 

一、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類

似戰爭行為（不論宣戰與否）、內戰。 

二、叛亂、有可能引起民眾造反的群眾騷

擾、軍事叛亂、起義、反叛、革命、政變。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價值減

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價值減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所承保之保險

標的物因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事故致部分損失時，該保險標的物修復後與損失發生前價值減

損之差額，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金額最高不得超過保險標的物發生部分損失前之市場價值的百分之        ，且合計主保

險契約之賠償金額，最高仍以主保險契約約定的保險金額或該保險標的物遭受部分損失前之市場價

值二者中較低之金額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放棄代

位求償權附加條

款 

本公司同意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放棄對                     之代位求償權。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買回選

擇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買回選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於賠付保險標的

物所遭受之毀損或滅失後，被保險人仍有權利向本公司買回保險標的物，買回之相關約定如下： 

一、 保險標的物無任何損失，被保險人需以本公司已賠付之理賠金額作為買回該保險標的物之金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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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二、 保險標的物已全損或已推定全損時，被保險人需以雙方同意之金額買回該受損保險標的物。 

三、 本公司於尋回保險標的物時，應通知被保險人。被保險人於接到通知後六十日內有買回該保險

標的物之權利。 

若本保險契約對前項期間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暫存處

所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暫存處所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主保險契約所

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暫存處所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

外，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存放暫存處所超過

九十日者，亦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約定價

值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約定價值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所稱各項保

險標的物之「市場價格」或「市場價值」係指主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特別約

定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適用主保險契約

或其他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外，另行約定如下： 

主保險契約第三章承保範圍第三條第一項刪除，並修改如下:「本公司承保被保險人所有之樂器，

於保險期間內依被保險人所訂定之借用辦法所出借，而於其出借期間（含其間之運送途中），最長

以    個月為限，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不保事項外，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每一件樂器賠償金額最高以                 元整為限。 

 被保險人須預繳本保險單最低保險費               元整，並於每月  日前申報前一月之出借明

細（包括借用樂器名稱、價格、期間、目的地、借用用途及借用人名稱），如實際保險費超過最低

保險費時，按約定之保險費率每三個月調整補繳之。 

四、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四章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不論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危險事故

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原因所致琴弦、簧片或鼓面、琴盒或弓盒所致之損失。 

（二）在電子設備真空管、閥門或晶體管破損。除非該破損係由火災或竊盜所致者。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扣押、征用、沒收等。 

（五）借用人或其家屬、或委託人之故意、唆使縱火、偷竊或破壞。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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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險標的物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進行修理或置換時，為拆除

運棄毀損殘餘物、外來物或未受損之保險標的物所發生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六、 有關保險標的物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在被保險人確實

遵守下列事項時，始負賠償責任： 

（一）「個人運輸」約定：  

借用人將保險標的物從甲地運送至乙地時，全程必須親自或由指定人隨身伴隨「嚴密親自監管控制」

保險標的物。惟保險標的物置於無人看守的車輛時，不受「嚴密親自監管控制」條件限制，但仍需

遵守本款第（二）目關於「無人看守的車輛」之約定。 

上述所稱「嚴密親自監管控制」係指保險標的物運送過程全程中需在親自或由指定人手持、隨身伴

隨或視線及雙手可及區域範圍內。 

（二）「無人看守的車輛」約定： 

被保險人運送保險標的物之車輛其所有門、窗、擋風玻璃及其他留有開口之設備必須完全閉合上

鎖，如有其他特殊之保護措施（如警報器、GPS定位系統、排檔鎖等）必須完全有效啟動或上鎖。 

（三）「旅館/汽車旅館」約定： 

保險標的物交付予旅館或汽車旅館保管時，必須索取保管收據，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該保管收

據。 

（四）保險標的物於借出前需製作借展品狀況報告書（Condition Report），並與借用人共同點驗。 

七、 本公司同意放棄對借用人之代位求償權，惟該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係屬借用人之故意行為

者不適用。 

八、 保險標的物如遇有毀損或滅失時，其理賠修復費用參考「樂器修復價格參考表」辦理，惟實際

能以較低金額修復賠付者，以較低修復金額賠付之。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展覽期

間 限 定 承 保 竊

盜、搶奪、強盜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

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竊盜、搶奪、強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

所有或保管之藝術品於展覽陳列期間，本公司僅對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於本保險契約所載該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限度內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展覽期

間 限 定 承 保 火

災、爆炸附加條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

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火災、爆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所有或

保管之藝術品於展覽陳列期間，本公司僅對保險標的物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於本保險

契約所載該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限度內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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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恐怖主

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恐怖主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因

恐怖主義行為致毀損或滅失，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

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

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殘餘物

處理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殘餘物處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

保事項之約定外，保險理賠發生時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仍歸          。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蟲咬

(蛀)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蟲咬（蛀）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之不保事

項第四條第九款「蟲咬（蛀）。」不予適用，本公司對所承保藝術品因遭受蟲咬或蟲蛀所致之毀損

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理賠事

項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

綜合保險特別約

定附加條款（國

立故宮博物院適

用）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

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國立故宮博物院適用）（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定下列事

項：  

一、本保險應承保颱風、颶風、旋風、火山爆發、地震、地下火或其他自然界之變動所致毁損或滅

失，以及因上述危險事故同時引起火災之損失或搶劫竊盜所致之毁損滅失。 

二、本保險應承保因涉及人為因素，尤其是人力可以預防和控制的因素，如：人為原因造成的失火、

偷盜、搶劫、污染、空難、政變、罷工、暴亂、恐佈主義活動、當地政府頒發的規定或政令等不屬

於不可抗力導致的情況，由此造成展品損傷和丟失。 

三、在院方正常警戒狀態下，因偷竊或侵入館內之竊盜所造成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應負賠償之責。 

四、保險標的物如遇有毁損或滅失，且無法回復時，應依保險金額賠付。 

五、保險標的物如有遺失或損壞嚴重不能修復時，應就該文物於附件清冊所列之保險價值，於保險

受益人索賠要求後   天內全額賠償，損壞之文物歸保險受益人。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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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險標的物如遭受部分毁損但可修復時，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評估損傷程度後確定索賠金額，

於索賠要求後   天內予以賠償。損壞之文物亦歸保險受益人。 

七、任何一套或一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遇有部分損失時，應視該損失部分對該保險標的物在使用上

之重要性及價值之比例，依該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單價合理估算損失金額賠付。 

八、本案保險標的物若於保險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而遭受毁損時，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契約賠付保險金

後，其殘餘物仍歸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有。如展覽文物因遺失事故而被尋獲者，保險公司應通知被保

險人，並依當時市價或保險金額孰低，價購買回，被保險人於接到通知後   日內有買回該保險

標的物之權利。 

九、本案保險標的物若於保險期間發生意外事故而遭受部分毁損時導致的價值減損，負賠償之責。

賠償金額上限不得低於遭受部分毁損前保險金額之      。 

十、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經賠償後保險金額即自動回復，被保險人不須再繳付保險費。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 

本保險以下列危險事故及其所致之損失為承保範圍： 

一、員工之不忠實行為：被保險人之員工意圖獲取不當利得，單獨或與他人串謀，以不忠實或詐欺

行為所致於被保險人財產之損失。 

二、營業處所之財產：置存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之財產，因竊盜、搶劫、誤放、或其他原因之失

蹤或毀損所致之損失。顧客或其代表所持有之財產，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因前項危險事故所致之

損失，但損失係由該顧客或其代表之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三、運送中之財產：被保險人之財產於其員工或專責運送機構運送中所遭受之毀損滅失。但專責運

送機構就本保險標的財產已另行投保，或另有其他有效保險存在，或被保險人得按運送契約求償

者，本公司僅於承保金額範圍內就超過部份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四、票據及有價證券之偽造或變造：支票、本票、匯票、存款證明、信用狀、取款憑條、公庫支付

令之偽造或變造及就經偽造或變造之票證付款所致之損失。前項所謂偽造或變造，包括按上述票證

原載之字體或簽章加以變更、改造、仿刻或盜蓋。 

五、偽造通貨：被保險人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本位幣或輔幣而生之損

失。 

六、營業處所及設備之損毀：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及其內部之裝璜、設備、傢俱、文具、供應品、保

險箱及保險庫(電腦及其有關設備除外)因竊盜、搶劫、惡意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但以此項營業處

所或設備為被保險人所有或其對此項毀損滅失須負責者為限。 

七、證券或契據之失誤：被保險人於正常營業過程中，善意就本保險單所規定之證券或契據為行為，

而該項證券或契據曾經偽造、變造或遺失、盜竊所致之損失。 

一、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乙項者(1)保險標

的財產在郵寄中或於專責運送機構保管或

運送中所遭受之毀損滅失。 

二、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丁項者(1)票據或

證券記載不實所致之損失。 

三、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己項者(1)火災所

致之毀損滅失。 

四、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庚項者(1)本保險

單第一章承保範圍甲項(員工之不忠實行為)

或丁項(票據及有價證券之偽造或變造)所承

保之損失。 

五、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

甲項所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之員工一次或多次不忠實或詐欺

行為所致之損失。 

被保險人誤將款項記入存款帳戶之貸方，並

將款項自該帳戶中撥付或容許提取所致之

損失。 

偽造或變造旅行支票、旅行信用狀、應收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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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單據，提單、倉單、信託收據所致之損失。 

遙控操縱被保險人所有或租用之電腦所致

之損失。 

客戶存放於保管箱內之財物之毀損滅失。 

六、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

甲、丁或庚項承保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放款或類似之融資，全部或

一部不能收回。 

(二)被保險人受讓或取得之債券、本票或分

期付款之價金，全部或一部不能獲得付款。 

上二項損失按實際支出之金額、墊付款或被

提領之金額減去自此等交易行為所受領之

給付額利息、佣金等後之餘額決定之。 

七、下列損失除由本保險單第一章承保範圍

甲、丁、戊或庚項承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

償責任：票證偽造或變造所致之損失。 

八、本保險單有效時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本

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發生之損失。 

九、被保險人之董(理、監)事，不論其是否

同時兼任員工，其犯罪行為直接或間接所致

之損失。 

十、被保險人將未收到之存款記入存款人之

帳戶，進而自該帳戶撥付或容許提領所致之

損失，至於此項付款或提款是否出於被保險

人員工之善意、偽造、詐欺或其他不誠實手

段，要非所問。 

十一、被保險人之出納員因錯誤導致正常現

金短少而生之損失。出納員現金之短少未超

過該項短少發生之營業處所之正常出納員

現金短少時，仍應視為係由錯誤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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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被保險人因遭受下列恐嚇或脅迫，在

其營業處所外交付保標的物所生之損失： 

傷害被保險人之董(理、監)事或員工或其他

任何人之身體。 

破壞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或被保險人或其

他任何人之財物包括保險標的物在內。但保

險標的物在被保險人之員工負責運送前，被

保險人並不知悉有此恐嚇或威脅存在時，不

在此限。 

十三、由被保險人保管出售而尚未售出之旅

行支票之損失，但若該支票事後發票人付款

而被保險人對損失依法應負責任者，不在此

限。 

十四、信用卡或記帳卡所致之損失。 

十五、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責賠償之各種損

害，但就本保險單所承保之直接損失所為之

賠償，不在此限。 

十六、附帶損失(包括利息及股息之損失，但

不以二者為限)。 

十七、正常損耗，逐漸變質、蟲蛀所致之毀

損滅失。 

十八、颱風、颶風、旋風、火山爆發、地震、

地下火或其他自然界之變動所致之毀損滅

失，以及因上述危險事故同時引起之火災或

搶劫所致之毀損滅失。 

十九、戰爭、敵侵、外敵行為、敵對行為或

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內戰、叛亂、革命、

暴動、民眾騷擾、武裝奪權、戒嚴、暴或任

何合法當局之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十、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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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毀損滅失或因而導致之法律責任。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特別不

保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約定，經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後，

附加本特別除外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雙方同意除基本條款約定之事項外，

對下列情形不論原因為何，本公司亦不負賠

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確實遵照業務管理手冊、作

業程序或控制要點等相關規定未盡善

良管理人之責任者。 

二、由一位員工自始至終控制全部作業程

序。但被保險人所屬櫃員單獨處理每一

次存、提款金額在新台幣        萬元

以內之交易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對於開啟或進出保險箱、櫃或

金庫之鑰匙、密碼、代號及押密，未確

立並落實「共同監管」制度者。 

四、被保險人之員工為客戶保管存摺或印鑑

者。 

五、被保險人之員工辦理存、提款業務未查

驗存、提款人之存摺或紀錄者。 

六、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一）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

運送現金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

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包

含安全警戒人員一名）負責運送

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本公司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現金於運

送途中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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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現金人員於

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

劑之影響者。 

（五）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

之損失。 

（六）以專用運鈔車運送現金途中，安

全警戒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

越職權，於保管或提攜現金時所

發生之損失。 

（七）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者。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疏忽短

鈔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

員工於執行職務時因疏忽所致短鈔之損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包括結匯時，因現金收付所致短鈔之損失。 

本公司對於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

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員工重大過失行為所致之損

失。 

二、因被保險人之員工疏忽行為所致之間接

財物損失或損害賠償責任。 

三、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

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四、印鑑型式、規格、字體、字數與原印鑑

不符者而未加識別所致之損失。 

五、收受偽造變造之貨幣、票據或有價證券

所致之損失。 

六、兌付經掛失、拒絕往來或存款不足之票

據所致之損失。 

七、經營業務之虧損或辦理證券交易、押

匯、結匯、貸款之疏忽所致之損失。 

八、財產在運送途中之損失。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自動櫃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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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機附加條款 間內，本公司對於自動存、付款機器(以下簡稱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乙項之

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置存現金之自動櫃員機未經鎖妥時所發

生之損失。但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

之正常作業程序而進行補充、清點現金或維

修時所發生之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不在此

限。 

二、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

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非法操作，

或操作上之疏忽所致被冒領、溢領、盜領，

或登帳錯誤所致之損失。 

三、客戶所持有之金融卡、提款卡或其他相

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

紀錄物經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偽造通

貨(外幣)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通貨(外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主保

險契約承保範圍戊項偽造通貨，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外國政府發行流通之本

位幣或輔幣而生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契

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未履行

營業處所安全措

施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

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

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未履行營業處

所安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約定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

項目外，對於被保險人未確實履行下列安全

措施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不負理賠之責：  

一、營業處所及重要處所應裝置自動安全維

護系統，並應指定專人負責操作、監控，一

般櫃檯抽屜並應裝設鎖或自動鎖。金庫應裝

設自動錄影、自動警報、自動關閉及定時鎖

與系統，並加強周邊設備。  

二、金庫鑰匙與密碼應輪流由二人以上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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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僅一人不得開啟，並應嚴予保密。  

三、營業處所於營業時間內至少應有員工兩

人以上在勤。  

四、營業處所應貫徹二十四小時執勤制度，

但裝有保全系統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其他除

外不保項目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

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

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其他除外不保

項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約

定除適用主保險契約之不保項目外，本公司

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之董（理、監）事授意之員

工，以不忠實行為或犯罪行為所致被保險人

財產之損失。  

二、因任何塑膠貨幣（如信用卡、金融卡、

現金卡或其他類似之電腦磁卡）所致之損

失。  

三、因不明原因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運送中

財產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財產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關於運送中

之財產之每次運送金額及運送人數另行約定如下，不受本保險契約條款所載現金運送人員人數之限

制：  

一、在新台幣           元以下者，得以一人或一人以上運送。  

二、在新台幣           元以上者，則運送人員必須二人或二人以上運送。  

三、在新台幣           元以上者，則運送人員必須以三人或三人以上運送。  

四、在新台幣           元以上者，則運送人員必須四人或四人以上運送，其中須包含二名保全

人員。  

五、新台幣             元以上者，除須依上述之約定外，另須以專用運鈔車負責運送。  

違反上述約定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除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項目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財

產所發生之損失。  

二、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財產於運送途中

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財產人員於執行運

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致之損

失。  

四、財產於運送途中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

失。  

五、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財產途中，安全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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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或

提攜財產時所發生之損失。  

六、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之損失。  

七、不明原因之遺失。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自動櫃

員機設備附加條

款 

本公司就被保險人設置於營業處所內、外之自動櫃員機，因發生主保險契約己項危險事故所致之毀

損滅失，於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在主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依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擴大承

保董事執行員工

職務不忠實行為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董事執行員工職務不忠實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董事於執行員工職務時，意圖獲取不當利

得，單獨或與他人串謀，以不忠實或詐欺行為所致被保險人財產之損失，亦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偽造電

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電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信賴顧客、經紀人、銀行或金融機構所發電報、海底電報或打字電報之

指示或通知而為付款或其他行為，但實際上並未拍發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就理算後

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銀行業

綜合保險自動櫃

員機短鈔附加條

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投保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自動存、付款機器(以下簡稱自動櫃員機)內之現金因客戶提款時，發生所提

存之現金短少或溢付且責任無法辨明而致被保險人所遭受之直接現金損失，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

責任： 

一、因被保險人或客戶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

失。 

二、因被保險人之員工疏忽行為所致之財物

損失或損害賠償責任。 

三、非依金融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被保險人所

訂作業程序作業所致之損失。 

四、客戶所持有之金融卡、提款卡或其他相

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

電磁紀錄物經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五、因自動櫃員機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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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非法

操作，或操作上之疏忽所致被冒領、溢

領、盜領，或登帳錯誤所致之損失。 

六、置存現金之自動櫃員機未經鎖妥時所發

生之損失。 

臺灣產物節目中

斷保險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節目，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全部或部份取

消、中途終止、延期舉行或更換舉辦地點，所致之財務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節目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

贊助單位發生財務困難、經費不足或停止贊

助。 

二、要保人、被保險人、節目主辦單位、協

辦單位或贊助單位之違約、故意行為或違法

行為。 

三、節目銷售情形欠佳或贊助金額不足，致

實際收入低於預期收入。 

四、政府或具公權力單位之命令或規定致節

目無法依預定時間、地點進行或本保險契約

所載節目出席人員無法出席。 

五、第三人之恐嚇或勒索行為。 

六、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

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

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

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七、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八、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 

九、被保險之節目出席人員發生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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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力透支、精神耗損或心理疾病。 

(二)懷孕、月經或類似之生理自然現象。 

(三)性病、愛滋病。 

(四)受酒精、藥物、麻醉劑或毒品之影響。 

(五)參與特技表演或其他對身體、生命有高

度危險之活動。但經雙方約定加保者，不在

此限。 

(六)參與車、船、飛行器或類似機械器具之

耐力或速度之競賽或其籌備工作。但經雙方

約定加保者，不在此限。 

十、幣值或物價之波動。 

臺灣產物行動電

話保險 

保險標的於保險期間內除本保險契約第八條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因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戰爭、類似戰爭、敵人侵略、外敵行為

（不論宣戰與否）、叛亂、內戰或合法當局

沒收。 

二、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被保險人故意行為。 

六、被保險人從事犯罪或教唆犯罪或逃避合

法逮捕之行為。 

七、保險標的之磨損、腐蝕、氧化、鏽垢、

變質及自然耗損。 

八、任何來自外部異常電流所造成之機械性

故障及干擾，但閃電、雷擊所致者，不在此

限。 

九、電腦病毒或具有危險性之程式碼。 

十、一般故障所致之維修或維護保養所生之

費用及其置換之零件。 

十一、保險標的製造商或供應商依法或依約

提供之保固修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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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十三、電池單獨毀損。但與保險標的本體同

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十四、保險標的外觀上之瑕疵。如脫漆、刮

痕、 褪色等，但與保險標的本體同時受損

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建築物

使用權保險 

本公司對於保險建築物因下列意外事故導致全損，並致被保險人喪失建築物使用權時，依本保險契

約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一、火災 

二、爆炸 

三、閃電雷擊 

四、意外事故所致之煙燻 

五、地震震動 

六、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七、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八、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 

前項地震意外事故，在連續一百六十八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事故。 

因第一項所承保意外事故之發生，為救護保險建築物，致保險建築物發生損失而無法繼續使用且喪

失使用權者，視同本保險契約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全損，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除地震事故外，因第一項所約定意外事故之發生，致保險建築物之部分毀損，且被保險人之建築物

使用權並無喪失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須為保險建築物所有權人針對保險建築物進行修繕所支出

之合理必要費用範圍內，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對被保險人負修繕費用補償之責，但以保險金額為限。 

本公司對下列各種意外事故不論直接或間

接所致保險建築物之全損，致被保險人喪失

建築物使用權或部分毀損時，不負賠償責

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二、因原子能引起之任何損失。 

三、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

叛亂、扣押、征用、沒收等。 

四、火山爆發、地下發火。 

五、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唆

使縱火。但被保險人之家屬非企圖使被

保險人獲得賠償金者，不在此限。 

六、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 

七、Y2K 電腦系統年序轉換： 

（一）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

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

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論該電腦系統是否為

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建築

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

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

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

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

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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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不論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

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

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保險契約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

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

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

晶片、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

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

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

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

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

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

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

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

備。 

八、恐怖主義行為。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修繕補償費

用，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

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

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或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

為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 

前述所稱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

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三、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

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

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向人租賃、代人保管、管理或

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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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雇人因體傷、死

亡或財物損害之賠償責任。 

六、因被保險人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

船舶及機動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因修繕或營建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液化石

油氣及鋼瓶綜合

保險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分別訂定二項以上保險： 

一、財產損失保險。 

二、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三、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四、交通意外事故責任保險。 

五、慰問金費用補償給付。 

一般除外責任 

對於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

任，不在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內，本公司

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私自分裝液化石油氣或使用

未經檢驗合格容器者。 

二、 被保險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

載明之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三、 被保險人或其用戶因瓦斯熱水器安裝

於室內，導致液化石油氣外洩或燃燒廢

氣所致之體傷、殘廢、死亡或財物損失

者。 

四、 被保險人或其用戶蓄意自殺所致之體

傷、殘廢、死亡或財物損失者。 

五、 被保險人所有液化石油氣儲槽、槽車及

其固定儲氣設備，無論任何原因所致之

毀損滅失，及其所致之賠償責任。 

六、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非法行為

所致之意外事故。 

七、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

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

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

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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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

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

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八、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九、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十、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

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

者。但上述閃電、雷擊不適用財產損失

保險。 

十一、 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十二、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

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外所發生

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資訊系

統不法行為保險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各項事由所遭受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資訊之不法輸入、竄改或銷毀： 

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為使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上之利益或意圖使被保險人發生損失，以不法

行為，將不實資料輸入被保險人之 

(一) 資訊系統，或 

(二) 服務中心之資訊系統，或 

(三) 電子資金移轉系統，或 

(四) 顧客通訊系統； 

或將上述系統所儲存或所運用之資料加以竄改或銷毀，或於經由資料通訊線路對被保險人或服務中

心之資訊系統傳送之過程中作不法之輸入，致被保險人移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

付其他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二、電腦指令之偽造或變造： 

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因意圖不當利得，偽造或不法變造電腦指令，致被保險人移轉或交付資

下列各項損失不在本保險承保範圍之內 

一、後附本公司銀行業綜合保險(不論投保

與否)所承保危險導致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之員工或與被保險人員工串謀

之人所導致之損失。 

被保險人之員工明知他人行將從事詐騙行

為而故意對被保險人不為告知者，仍以「串

謀」論，但員工由於遭受加害身體或毀損被

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或財產等威脅下而對被

保險人不為告知者不在此限。 

三、利息、紅利暨預期收入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間接或附

帶損失。但經本保險單明文承保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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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三、電子資料及媒體之毀損滅失： 

(一)儲存於被保險人或服務中心資訊系統體系內之電子資料因遭被保險人員工以外之人惡意毀損

而致之損失。 

(二)裝置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或由被保險人指定之人於運送中之電子資料處理媒體因被盜竊、搶劫

而導致之損失，但此項媒體須為被保險人所有或對其毀損滅失應負責任者為限。 

所謂「運送中」指自被保險人所指定之傳遞人收受標的媒體之時起至將標的媒體交付於受領人或其

代理人止。 

四、電子訊息之誤傳或竄改： 

(一)被保險人因信賴係由顧客、自動票據交換所或金融機構經由： 

1.電子通訊系統，或 

2.自動票據交換所之作業系統，或 

3.電傳打字機、傳真電報機， 

直接將電子訊息輸入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機而實際彼等並未傳送，致移轉或交付資金、

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誤信在 

1.電子資料儲存媒體運送中，或 

2.電子資料處理媒體經由資料通訊線路直接輸入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機時，業經不法行

為竄改之電子訊息，致移轉或交付資金、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而

遭受之損失。 

五、資訊系統服務之失誤： 

被保險人於為顧客提供資訊系統服務過程中，因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意圖不當利得所為之不

法輸入，或將被保險人之資訊系統所儲存或運用之電子資料或經由資料通訊線路自被保險人之資訊

系統直接傳入與被保險人有資訊系統聯線作業之顧客資訊系統之電子資料作不法之銷毀或竄改，致

顧客移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對價而遭受之損失，且該項損

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者。 

六、電子傳送之導誤： 

(一)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以不法行為，將不實之電子資料利用 

1.電子通訊系統，或 

2.自動票據交換所，或 

限。 

五、被保險人自行承擔之契約責任，但縱無

契約之約定，而被保險人依法仍應負責者不

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為勘估或證明本保險單所承保

之損失而支出之費用。 

七、戰爭、敵侵、外敵行為、敵對行為或類

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內戰、叛亂暴動、

民眾騷擾、武裝奪權、暴亂或任何合法當局

之行為所致之損失，但該損失若發生於被保

險人從事本保險單第一條第三項所稱之運

送過程中，且被保險人於運送開始前不知情

者不在此限。 

八、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直接

或間接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法律責任。 

九、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 

(一)威脅加害任何人之身體，但電子資料或

電子資料處理媒體在指定人員監管下於運

送中發生之損失，而被保險人於運送開始時

不知威脅之情時，不在此限。 

(二)威脅毀損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或財產。 

十、電子資料或電子資料處理媒體交由郵寄

或被保險人員工以外之人運送之損失，但專

責運送機構運送者不在此限。 

十一、依據本保險單條款第十三條所約定之

承保範圍與理賠方式以外之電子資料或電

子資料處理媒體之毀損滅失。 

十二、直接或間接由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

失： 

(一)書面指示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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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傳打字機或傳真電報機， 

直接輸人被保險人之顧客、自動作業之票據交換所，或其他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機，使

彼等誤信係被保險人授權而實際被保險人並未為指示，致移轉、兌現、或交付任何資金或財產、或

授信、轉帳、撥付金錢等直接所致之財務損失，而該項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者。 

(二)被保險人之顧客，自動作業之票據交換所，或其他金融機構因誤信被保險人之電子資料在 

1.電子資料儲存媒體實體運送中，或 

2.經由資料通訊線路傳送至彼等之資訊系統或電訊終端時，業經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人不法行

為竄改，致移轉或交付資金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值對價而遭受之損失，且該項

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者。 

七、口頭撥款指令之偽造： 

為使被保險人及其客戶遭受損失，或意圖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法利益，而偽稱已獲被保險人之客戶授

權；或偽稱代表客戶之高級主管，而實際並無授權或其職務與權責無權代表客戶者，以虛偽之口頭

指示要求被保險人移轉資金，或將客戶帳戶內資金移轉至其他銀行客戶指定之帳戶，因而直接導致

被保險人財務之損失。 

上述口頭指示係以電話通知被保險人辦公處所內被保險人指定專職接受口頭指示人員所接聽者為

限。 

前項「客戶」一詞係指與被保險人訂定得以口頭指示移轉資金書面契約之任何公司、合夥組織或信

託客戶或類似之企業實體組織。 

(二)電報、海底電報之指示或通知。 

(三)電話、口頭指示或通知，但第一條第七

項特別承保者不在此限。 

十三、供電子資料處理媒體或資料終端機用

作原始資料之票據、證券或文件經偽造或不

法變造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十四、票據、證券或文件之損失，但其經轉

換成電子資料並以電子資料形態保存時所

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十五、被保險人同意他人利用機密資料(包

括商業秘書資訊、電腦程式或顧客資訊)而

直接或間接導致之損失。 

十六、火災所致之損失。 

十七、機械故障、建造缺陷、設計錯誤、固

有瑕疵、磨損、耗損、電氣干擾、電子資料

處理媒體之失誤或故障、程式設計錯誤或功

能不良，或資料處理錯誤或遺漏等所致之損

失。 

十八、電腦指令之偽造或不法變造所致之直

接或間接損失，但經本保險單第一條第二項

明文承保者不在此限。 

十九、被保險人授權得使用資訊系統設備之

人(包括被保險人之顧客)將電子資料輸入

電子資金轉移系統終端機或顧客通訊系統

所致之損失。 

二十、電腦指令於購置時業經偽造或不法變

造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資訊系

統不法行為保險

特別約定附加條

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增補或修訂如下： 

一、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電腦病毒侵害所遭受下列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一）儲存於被保險人資訊系統或服務中心資訊系統的電子資料，因遭受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關於不保項目之約定

外，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在本保險承保

範圍之內： 



 

第 851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款 人植入電腦病毒而毀損，致被保險人移轉或交付資金或財產，或授信、轉帳或給付任何具有金錢價

值之對價而遭受之損失。 

（二）儲存於被保險人資訊系統或服務中心資訊系統的電子資料，因遭受被保險人及其員工以外之

人植入電腦病毒而毀損。 

二、 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第四項「電子訊息之誤傳或竄改」所指之電子訊息及第七項「口頭

撥款指令之偽造」所指之口頭指示，皆須經過驗證程序，或有回撥至協辦人之機制，確認該電子訊

息及口頭指示並非誤傳、竄改或偽造。 

一、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七項，並修改

如下：「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

失。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

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

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

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

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十二項新增第

（四）款，內容如下：「（四）傳真電報之指

示或通知，但第一條第四項及第六項特別承

保者不在此限。」 

三、 刪除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十五項，並修

改如下：「被保險人同意他人利用機密資料

(包括商業秘密資訊、電腦程式或顧客資訊)

而直接或間接導致之損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電話語音銀行系統或由經

授權或未經授權使用用戶交換機、語音答錄

機、語音轉接或提供類似電話、語音連絡功

能之電腦系統。但主保險契約第一條第一項

特別承保者不在此限。 

五、下列所稱之損失亦不在承保範圍之內： 

（一）於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遭致之

損失，或於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發生

或開始之行為、交易或事件所致之損失。 

（二）於本保險單保險期間生效日前或到期

日後發現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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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通知其他保險公司之損失。 

臺灣產物資訊系

統不法行為保險

加密貨幣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

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加密貨幣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因附加本附加

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任何加密貨幣的損失、竊盜、人為因素的錯放、毀壞、修改、不可使

用、無法存取或因加密貨幣的延遲交易所產生之損失及費用，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信用卡

綜合保險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第十承保範圍及項目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其須支付下列合理且必要費用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

之規定負賠償之責；但被保險人嗣後取消前述交易項目及金額者，本公司即不負理賠之責： 

一、班機延誤費用  

二、行李延誤費用  

三、行李遺失費用  

四、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五、行程縮短或取消費用  

第二班機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

載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已確認之定期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取消、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被拒絕搭乘（但

不包括自本國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延誤、取消者），而於該定期班機預定起飛之後四小時內，

無其他空中運輸工具可供其搭乘。 

二、失接應轉接之定期班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之四小時內，無其他空中運輸工具可供其搭乘。 

前項所稱「班機延誤費用」，係指於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當地所生之下列費用： 

一、必要之膳食、住宿費用。  

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三、因班機延誤而須住宿，且被保險人行李已交寄而須購買之日用必需品費用。 

四、國際電話費。 

被保險人因無法提供相關支出費用單據憑證者，則以每滿四小時支付新台幣一仟伍佰元；且最高

以保險金額為限。 

行李延誤費用 

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事故或損失，本公司不

負理賠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

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論

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

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

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

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

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被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收、扣留、徵

收或銷毀者。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六、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

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

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

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

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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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

場(但不含居住所在地)十二小時後仍未送達者，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

用必需品所支付之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行李遺失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

目的地機場(但不含居、住所在地)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者，亦在承保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領

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行李遺失購

物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一百二十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

用為限。 

本公司若已依前條規定給付行李延誤保險金者，則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所負之理賠責任以行李遺失

保險金扣除已給付之行李延誤保險金之餘額為限。 

第二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從事國外旅行時，其護照、簽證或出入旅行地之通行證明文件等（不含機

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金）因毀損滅失，或遭強盜、搶奪、竊盜而遺失所生之文件重置費用，

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被保險人應於發現前項損失後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海關、警察機關、我國駐外等相關單位報案。

若未於約定時間內報案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第二行程縮短或取消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預定從事國外旅行時，因下列意外事故而取消或縮短旅行行程，以致被保

險人所有已預付之旅行費用（含住宿），無法依旅行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請求一部份或全部費用

之返還，本公司在「行程縮短或取消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旅行活動出發前三天內，住居處所發生火災、或水災、颱風、地震等天災事故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或其配偶、父母或子女身故所致者。 

三、被保險人或其配偶、父母、子女因罹患疾病或因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立即

住院治療者。 

四、旅行地發生戰爭、內亂、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暴動事故所致者。 

五、旅行地發生火災、或水災、颱風、地震等天災事故所致者。 

 

旅遊期間個人責任保險  

承保範圍 

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

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

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

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

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

理。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特別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因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

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而致生之「旅行文

件重置費用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其配偶、父母或子女之死亡或

病危係因下列原因所致者，其「行程取消

費用及行程縮短費用」之損失，本公司不

負賠償責任： 

一、自殺、自殘或鬥毆行為。但為正當防

衛者，不在此限。 

二、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

類似物品之影響。 

三、飲酒後駕（騎）車，吐氣或血液所含

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

準者。 
 

旅遊期間個人責任保險 

除外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

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

果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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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1,000

元(含)以上，本公司同意於保障期間內對於被保險人因旅遊時發生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意外事故，

造成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

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

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向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

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四、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從事商業或與其

職業相關之事務或執行公務所致之賠償責

任。 

五、被保險人因所有或使用或管理飛機、船

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者。 

六、被保險人對其直系親屬、家屬或受雇人

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

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當地道路交通法令

規定標準；或因吸食、施打、服用毒品所致

之賠償責任。 

八、因各種傳染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 

九、因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 

十、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起訴時，其具保及

因刑事訴訟所生之一切費用。 

臺灣產物降水量

參數養殖水產保

險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約定氣象觀測站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

降雨量起賠點，並符合自負額之約定，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

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

害。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

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

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

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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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

害。 

六、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氣象觀測站或替代

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

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

賠付責任。 

七、非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養殖水產。 

八、被保險人所有之養殖設備、飼料、土地、

池水、或其他任何養殖生產器材。 

九、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

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或融資費用

及其利息之損失。 

臺灣產物高雄地

區降水量參數養

殖水產保險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約定氣象觀測站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

降雨量起賠點，並符合自負額之約定，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

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

害。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

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

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

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

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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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

害。 

六、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氣象觀測站或替代

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

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

賠付責任。 

七、非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養殖水產。 

八、被保險人所有之養殖設備、飼料、土地、

池水、或其他任何養殖生產器材。 

九、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

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或融資費用

及其利息之損失。 

臺灣產物屏東內

陸地區降水量參

數養殖水產保險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約定氣象觀測站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累積

降雨量起賠點，並符合自負額之約定，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

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

害。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

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

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

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

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

害。 

六、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氣象觀測站或替代

氣象觀測站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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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

賠付責任。 

七、非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養殖水產。 

八、被保險人所有之養殖設備、飼料、土地、

池水、或其他任何養殖生產器材。 

九、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附帶

損失，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借貸或融資費用

及其利息之損失。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項目，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後就下列二種類別訂定之： 

一、金銀珠寶損失保險。 

二、金銀珠寶損失保險與其他財產損失保險。 

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下列物品之

毀損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不論直接或間接由於下列危險事故，或

因其引起之火災或其延燒或爆炸所致之損

失： 

(一) 地震、海嘯、地層滑動或下陷、山崩、

地質鬆動、土石流、沙及土壤流失。 

(二) 颱風、暴風、旋風或龍捲風。 

(三) 洪水、河川、水道、湖泊之高漲氾濫或

水庫、水壩、堤岸之崩潰氾濫。 

(四) 冰雹。 

二、 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類似戰爭行為、叛亂、罷工、暴動、民眾騷

擾、恐怖主義者之破壞行為或任何政府當局

強制行為所致者。 

三、 直接或間接因原子能所致者。 

四、 各種放射線之幅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五、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前述所稱之附帶

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

所造成之間接損失。 

六、 文稿、圖樣、圖畫、圖案、模型、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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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銅器、雕刻品或其他骨董、藝術品。 

七、 貨幣、股票、債券、郵票、票據或其他

有價證券。 

八、 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 

九、 由於烹飪或使用火爐、壁爐或香爐正常

使用產生之煙燻。 

十、 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但因承保之危

險事故發生導致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

者，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金銀珠寶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事項（一） 

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下列物品之

毀損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因下列人員之詐欺、竊盜、侵佔、或其

他不誠實行為所致者： 

(一) 被保險人及其家屬。 

(二)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代理人、經銷商或

被保險人委託運送或保管之人、或委託其修

理或加工之人。 

二、 因加工或修理被保險金銀珠寶不當所

致者。 

三、 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之短少、或其他無

法解釋損失發生原因之事故所致者。 

四、 因穿戴或使用不當或不慎所致者。 

五、 因飛機或其他航空器以音速或超音速

飛行引起之音爆所致者。 

六、 任何人非因託修或託售而委託被保險

人僅為保管之金銀珠寶。 

七、 被保險人未保留所有購買、銷售、其他

交易行為或受託與寄託之記錄，致不能證明

其損失與金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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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非營業時間內，被保險人未啟動保全

防護系統及防盜警鈴，或未將防盜警鈴連線

於保單所載之處所者。 

九、 於非營業時間內，被保險人未將保全防

護系統、保險櫃與保險庫之鑰匙與複製鑰匙

攜離本保險單所載之營業處所者；但被保險

人居住於營業處所內者，不在此限。 

十、 被保險人未能與保全系統之製造廠商

或裝設廠商簽訂維修契約，以保持其正常運

作之功能者。 

金銀珠寶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事項（二） 

因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下列物品之

毀損滅失，除事前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承保者

外，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於非營業時間，未將裝置於保

險櫃或保險庫之定時器設定於不能開啟狀

態者。 

二、 被保險人於開店時將被保險金銀珠寶

自保險櫃（庫）移出及關店時將被保險金銀

珠寶移入保險櫃（庫）時，未將全部向外門

戶關閉上鎖；並且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

外，尚有其他第三人留置店內者。 

三、 被保險金銀珠寶攜出營業處所時，未由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兩人以上（含）親自運

送或保管該被保險金銀珠寶者。 

四、 被保險人以郵寄方式運送被保險金銀

珠寶所致者。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地震附

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地震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不論直接或間接因地震引起洪水或

海潮高漲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不負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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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重置成

本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展覽會

場附加條款 (含

運送途中)(A) 

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展覽會場展覽或本

保險契約所載因展覽之暫存處所，或往返該展覽會場或暫存處所途中，因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損

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展覽期間內，除動態

展覽或應客戶要求查驗被保險金銀珠寶

外，未置存於上鎖之展示櫃內所發生之損

失。 

二、在展覽期間，展覽會場內未有二人（含）

以上看管被保險金銀珠寶所發生之損失。前

述看管人員或人數若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

者，依其約定。 

三、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非展覽期間未置存於

上鎖之保管箱、保險櫃或金庫所發生之損

失。 

四、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運送全程未有本保險

契約所載之人員及人數親自隨身運送所發

生之損失。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展覽會

場附加條款 (含

運送途中) 

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置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展覽會場展覽或本

保險契約所載因展覽之暫存處所，或往返該展覽會場或暫存處所途中，因發生竊盜、搶奪、強盜、

火災、閃電、爆炸或第三人惡意破壞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下列損失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展覽期間內，除動態

展覽或應客戶要求查驗被保險金銀珠寶

外，未置存於上鎖之展示櫃內所發生之損

失。 

二、在展覽期間，展覽會場內未有二人（含）

以上看管被保險金銀珠寶所發生之損失。前

述看管人員或人數若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

者，依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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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非展覽期間未置存於

上鎖之保管箱、保險櫃或金庫所發生之損

失。 

四、被保險金銀珠寶於運送全程未有本保險

契約所載之人員及人數親自隨身運送所發

生之損失。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寄送金

銀珠寶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以雙掛號、郵局快捷、快遞、貨運或經本公司同意之運送方式寄與國內外收件

人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所受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散鑽或

裸石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對外寄

託金銀珠寶附加

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委由他人銷售或加工修理中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所受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委由他人於營業處所外加工修理

或銷售被保險金銀珠寶者，應向該他人取得

寄託憑單，被保險人違反此項規定時，對於

此項金銀珠寶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颱風及

洪水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颱風或洪水所致之毀損

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除本保險契約關於不保事項之約定外，本公

司對於不論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或洪水引起

地層滑動或下陷、山崩、地質鬆動、沙及土

壤流失(包括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

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罷工、

暴動、民眾騷擾

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直接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

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論是否與勞方之罷工或資方之歇業有關）。 

二、治安當局為鎮壓前項擾亂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三、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四、治安當局為防止前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本公司對於下列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

任： 

一、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 

二、由於全部或部份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

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損失。 

三、由於政府或任何地方機構之徵收、充公

所致之損失，或因封鎖或海關管制而遭受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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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非法佔用所致

之損失。 

五、由於核子武器或其物料，直接或間接所

致之損失。 

六、任何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

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

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 

所謂恐怖主義（Terrorism）係指任何個人

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

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

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

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

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七、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

所致之損失。 

八、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

類似之情形（不論宣戰與否）、內戰、謀反、

革命、叛亂或因叛亂軍事力或謀反事件致之

群眾騷擾。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親自運

送附加條款 

本公司同意被保險金銀珠寶攜出營業處所時，運送或保管條件如下： 

對於由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親自運送或保管被保險金銀珠寶金額在新台幣 元（含）以內，且在

運送途中運送人員   名（含）以上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金銀珠寶被攜入飯店、旅館（社）外

宿時，應由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看守之。被

保險人違反上述義務，本公司不負賠償之

責。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攜出外

借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金銀珠寶於對外借出期間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時，本公司負賠償

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承保現

金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存放於營業處所之現金、外幣、支票、本票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依本附加

條款之約定，在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被保險人接受任何被證明係偽造、變

造、仿冒、或不論其他原因而無效之貨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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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損失。 

二、因被保險人接受任何支票、信用卡或可

轉讓票據而被拒絕兌現所致之損失。 

三、任何其他形式且不論任何原因而無效或

無法收回之給付。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特別約

定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

綜合保險小額賠

款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因保險事故發生致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若其損失金額未達新台幣        元及

(或)損失件數      件以下時，本公司依被保險人所出具之下列文件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且不受主

保險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不足額保險之限制：  

一、警方報案證明。  

二、理賠申請書。  

三、損失標的物之成本證明。 

四、其他因案情需要而必須具備之證明文件。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屏東地

區颱風風速及降

水量參數蓮霧保

險 

本保險契約包含下列二款承保範圍： 

一、 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颱風，其颱風路徑經過所約定之承保區域，且颱風風速達到

颱風風速起賠點，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

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二、 降水量參數保險 

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所公布之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約所約

定之累積降雨量起賠點，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保險金

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

害。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

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

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

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

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 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 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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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六、 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

或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之設備或系統故

障，或其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

致本公司增加之賠付責任。 

臺灣產物屏東地

區颱風風速及降

水量參數蓮霧保

險溫度參數附加

保險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

（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 12 月 1 日起至翌年 3 月 31 日止，因保險標的物發生約定數據資料提

供者所公布之溫度達本附加保險所約定之溫度起賠點，本公司依本附加保險第四條之約定計算賠付

金額，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yber 

Insurance 

Subject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exces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A. First party cover 

1. Data breach response. We will pay on your behalf any reasonable and/ or necessary costs resulting 

from an actual or suspected data breach: 

a. for an expert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to you on the data breach; 

b. to comply with your respective data protection laws (such as notifying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or 

data subjects); 

c. to purchase credit and identity theft monitoring services for the benefit of data subjects affected by a 

data breach,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d. for an expert to manage and protect your reputation until the end of the reputational protection 

period after the data breach; and 

e. fo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to respond to or defend action taken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itigation costs you pay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which will 

not be unreasonably withheld). 

We will also reimburse you for any legally insurable administrative fines and penalties imposed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data breach. 

2. Restoration. We will pay on your behalf any reasonable and/ or necessary costs to restore your data 

and software after a cyber incident, to the closest possible condition in which they were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ata breach.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itigation costs you pay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which will 

not be unreasonably withheld). 

3. Business interruption. We will pay you for your reduction of net profit during the interrupted period 

which has been directly caused by a cyber incident. 

We will not cover any claim by you under 

this polic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following: 

1. insured events occurring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2. any third party claim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or any 

terri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uerto 

Rico, American Samoa,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Guam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3. failure, interruption, degradation 

or outage of infrastructure of a third 

party or service provider that is not 

under your control (including 

communications, internet service, 

satellite, cable, electricity, gas, 

water or other utility providers), save 

that this does not apply to your service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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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yber extor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ransom you pay (where legally permissible and 

subject to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and any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costs to resolve cyber extortion. If 

so requested by us, you must notify any relevant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of the cyber extortion.  

5. Cyber-crime.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oney illegally taken from you as a direct result of 

cyber-crime.  

6. PCI-DSS.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monetary fines and penalties levied against you by a 

Payment Card Brand due to your breach of PCI-DSS which is directly caused by a cyber incident. If 

required by a Payment Card Brand, we will also pay on your behalf any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costs 

for: 

a. a PCI Forensic Investigator to investigate a suspected PCI-DSS breach, 

b. PCI-DSS recertification, or 

c. reissuing any credit, debit or pre-funded cards due to your breach of PCI-DSS, directly caused by a 

cyber incident. 

B. Third party claims 

1.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liability. We will reimburse any sums you are under a legal liability to 

pay arising from a third party claim or a claim against you by an employee for a data breach relating t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r personal data of a third party, or for infringement of your respective data 

protection laws and you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our consent. 

2. Network security liability. We will reimburse any sums you are under a legal liability to pay if a 

third party claim is made for a data breach, theft of data or a DoS attack on a third party’s computer 

systems, which is directly caused by a malicious act or malware on your computer systems that you failed 

to prevent and you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our consent. 

3. Media liability. We will reimburse any sums you are under a legal liability to pay arising from a 

third party claim for: 

a. defamation, 

b. breach of copyright, title, slogan, trademark, trade name, service mark, service name or domain 

name, or 

c. breach or interference of privacy rights,  

resulting from your online media activities and your legal defence costs incurred with our consent. 

4. terrorism; 

5. strike, riot or civil commotion; 

6. war, including any state of hostile 

conflict (whether declared or not) that 

is carried on by force of arms and/or 

violence to resolve a matter of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 or nations, 

including acts of war such as invasion, 

insurrection, revolution or military 

coup; 

7. discharge, dispersal, seepage, 

migration, release or escape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contaminants or 

pollutants; 

8. seizure, confiscation, demand,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system, due to the action, requirement 

or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regulator, 

court or other body acting within its 

lawful authority; 

9. use of illegal or unlicenced 

software; 

10. fault, defect, error or omission in 

design, plan or specification of your 

computer systems making them unfit for 

purpose; 

11. your conduct which is malicious, 

dishonest, deliberate or reckless; 

12. loss of or damage to tangible 

property and any consequential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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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the loss of use of tangible 

property; 

13. if we are prohibited from paying, 

insuring and/or providing any benefit to 

you by any legal or regulatory sanction,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14. where you have failed to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co-operate with, or 

prevent the imposition of an order, 

instruction or directive by your 

supervisory author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 insured event; 

15. fines, punitive damages or 

penalties of whatever nature (save that 

this will not apply to section A.1 – 

Data breach response or section A.6 – 

PCI-DSS); 

16. investment or trading loss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inability to sell, transfer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securities; 

17. scheduled downtime, planned 

outages or idle period of computer 

systems or parts of computer systems; 

18. failure by you or a service provider 

to make a payment due or renew or extend 

any lease, contract, licence, or order 

to supply goods or services; 

19. bodily injury, psychological harm 

(save for distress) , trauma, illnes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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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20. theft, breach or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ch as patents, 

trademarks, copyrights). Save in the 

case of patents,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B.1 –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liability or B.3 – media 

liability; 

21. third party claims made by or on 

behalf of: any legal entity with 

effective control over you; any of your 

subsidiaries; any legal entity over 

which you or your subsidiaries have 

effective control; any person holding a 

majority shareholding interest over 

you; any legal entity in which you have 

a financial interest, irrespective of 

amount; or any partnership or 

joint-venture to which you are a party; 

22. services that a service provider 

has subcontracted to a third party; 

23. human error of a service provider; 

24. contractual liability which 

exceeds liability which would otherwise 

arise; 

25. inaccurate, inadequate or 

incomplete description of any goods or 

services or their price; 

26. ex gratia or discretionary 

settlements or gestures of goodwil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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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parties including discounts, 

service credits, rebates, price 

reductions, coupons, prizes, awards or 

other contractual or non-contractual 

incentives, promotions or inducements; 

27. publication on any website where 

content can be published without 

registration, or any website or content 

that is not directly controlled by you; 

28. failure to remove website or 

webpage data controlled by you after 

receiving a complaint or request from a 

third party; 

29. insured events discovered by you or 

that should reasonably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you before the policy 

period; 

30. negligent advice,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mula or other breach 

of professional duty. 

臺灣產物一桿進

洞獎品費用補償

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舉辦高爾夫球比賽，因參賽者一桿進洞，依比賽規則應給付獎品，所發生之

相關費用支出，本公司按實際支出之費用負補償責任，但每一次一桿進洞及累計最高補償金額皆以

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保險金額為限，惟前述一桿進洞之發生須符合下列各項約定： 

一、須於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比賽。 

二、須於指定之比賽日期內。 

三、須揮進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球洞。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補償責任，不負

補償之責： 

一、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

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

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

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

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

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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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二、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 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 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

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

岩崩、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 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

者。 

六、 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七、 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

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

之補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

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

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

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

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

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

令或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

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

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

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

處理。 

八、 參賽者為高爾夫球職業球員，但另有

約定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企業法 第二條 承保範圍類別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保險事故，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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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傳染病費用綜

合保險（中小企

業適用）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列各類別同時或分別訂定二項以上保險： 

一、營業處所經營費用保險。 

二、營業處所清潔消毒費用保險。 

三、薪資費用保險。 

四、慰問金費用保險。 

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 被保險人在疫情期間內，指派其員工前

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二級

或第三級之地區者，但出發時尚未被發

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

者，不在此限。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或其家屬在疫情期間

內，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

二級或第三級之地區者，但出發時尚未

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遊警示地

區者，不在此限。 

三、 被保險人之員工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

前已確診法定傳染病或接觸確診病患

受主管機關要求應居家隔離者。 

四、 因要保人、被保險人、員工及其家屬之

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 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

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

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

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

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

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

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六、 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臺灣產物企業門

市防疫費用補償

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業務，於載明之營業處所，在保險期間內發生負責人或員工確診

法定傳染病且尚未被發現確診時，致消費者於該確診負責人或員工發病日前三日(含)起至隔離前之

本公司對於下列原因所致之保險事故，不負

給付保險金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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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期間內接觸，受主管機關納入居家隔離管制之匡列對象，並確診法定傳染病時，本公司依下列各項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一、 確診慰問金。 

二、 身故慰問金。 

一、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在疫情期間

內前往主管機關已發布旅遊警示為第

二級或第三級之國家者，但出發時尚未

被發布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旅遊警示國

家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於本保險契

約生效日前或保險期間內已發現確診

法定傳染病。 

三、被保險人未配合主管機關防疫相關規

定所致者。 

四、因要保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負責

人或員工之隱匿、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

者。 

五、因消費者確診致其家屬或共同居住之

人確診法定傳染病。 

六、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七、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

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

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

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

或團體，不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

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

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

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

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

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

懼狀態。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

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

之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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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四）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五）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

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

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

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

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

指令或指示等。 

（六）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

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

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

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

資料之處理。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PRICE PROTEC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c. the original price of an item You paid with Your Eligible Card; and 
d. a lower price for the same item, identified by the same brand, make, model name and 

model number, as shown in a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a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PURCHASE PROTECTION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of Covered Purchase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ing 
within one hundred eighty days (180) days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as indicated on the store 
receip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Covered Purchases given as gifts are covered.  

 Covered Purchases include internet purchases. 

 Covered Purchases do not have to be registered.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Subject to the coverage, limits and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 We will cover 

PRICE PROTECTION 
This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1.  when an item’s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is below USD 50, or if the 
price difference is below USD 10; 

2.  for items purchased from an 
internet auction site;  

3.  for items advertised as "limited 
quantity", "going out-of-business 
sales", "cash only" or "close out" 
sales; 

4.  resulting from package offers, 
manufacturer's coupons, 
employees discount, or, where the 
advertised price includes bonu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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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under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and reimburse You for the following: 
c. Non-delivery/and or incomplete delivery of Goods and shipping charges that are 

purchased on the internet.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non-delivery if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within 30 days of the scheduled delivery, unless so otherwise stated by 
Seller and the Seller has failed to refund You to Your Eligible Card, in excess of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d. Improper functioning due to damage of delivered Goods: The delivered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improper functioning as a result of physical damage if the Seller or Courier has 
failed to refund to Your Eligible Card, in excess of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After receipt of the Covered Purchase,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ing within 180 days from the purchase date of the Covered Purchase,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Covered Purchases given as gifts are covered.  

 Covered Purchases include internet purchases. 

 Covered Purchases do not have to be registered.  
In the event of a valid claim, We will pay You the purchase price for each item(s) of Your 
purchase, up to the amount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RIDESHARE INSURANCE 
This coverage applies to an Eligible Cardholder's whose Personal Property was permanently lost 
or stolen within the Rideshare carrier’s vehicle during a Covered Trip.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must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protect, save and recover Personal Property at all times.  
Coverage is secondary to and in excess of the amounts covered by the Rideshare carrier,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or other benefits that covers the Personal Property. In no event 
shall this coverage apply as contributing insurance. This “noncontribution" clause will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noncontribution" clauses found in other insurance or indemnity language.  
This coverage pay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amount claimed and the payments 
from the Rideshare carrier,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or other benefit up to th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 The value of the amount claimed will be the lesser of the 
following:  

free offers, special financing, 
installation, rebate, one-of-a-kind 
or other limited offers; 

5.  for cash, Cheques, securities and 
othe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ullion, stamps, lottery tickets or 
tickets to events or admission 
tickets; 

6.  for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7.  for furs, jewelle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made of or 
containing gold (or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or precious stones); 

8.  for perishable items including food, 
beverages, tobacco and fuel; 

9.  for used, recycled, previously 
owned, rebuilt, or remanufactured 
items, whether or not You knew the 
item was used, previously owned, 
rebuilt, or remanufacture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10. for pharmaceutical, optical or 
medical products or equipment; 

11. for Customized/Personalized Items, 
unique and one-of-a-kind items; 

12. for any item acquired illegally; 
13. for counterfeit or fake goods; 
14. for animals an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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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actual purchase price of the item; or  
5. the actual cash value at the time of loss or theft of Personal Property with deduction 

for depreciation; or  
6. the cost to replace the item.  

The maximum liability per Eligible Card shall not exceed the Aggregate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if: 

3. For Postpaid, the mobile network provider’s monthly billing statement for the billing 
cycle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ed is paid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4. For Prepaid, the Issuer’s monthly billing statement shows a top-up value related to the 
Telecom network provider’s services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ed.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The Insurer will pay for los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per Cardholder for Eligible Device if Cardholder 
spend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per month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in the month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occurred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EXTENDED WARRANTY 
Upon the expiration of the Manufacturer’s Warranty, the Extended Warranty Benefit duplicates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anufacturer’s Warranty up to one (1) full year for Covered Purchases 
that cease to operate satisfactorily and require repai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Benefits are 
provided to pay for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a Covered Purchase, up to the amount charged 
for the item or Per Occurrence Limit, whichever is less, subject to the Annual Aggregate Limit. 

 Covered Purchases given as gifts are covered. 
 Covered Purchases include internet purchases. 

15. for any motor vehicl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utomobiles, 
boats, airplanes, and any 
equipment and/or parts necessary 
for their operation and/or 
maintenance; 

16. for land, permanent structures and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uildings, homes, dwellings, 
and building and home 
improvements; 

17. for services You may purcha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erformance or rendering of 
labour or maintenance, repair or 
installation of products, goods or 
property, or professional advice of 
any kind; 

18. for items purchased by a person 
not resident of the Territory; 

19. shipping and/or transportation 
costs, handling costs and sales tax; 

20. for items advertised outside the 
Territory or in a Duty-Free zone; 

21. resulting from special deal(s) 
available only to the members of 
specific organizations, or, in a place 
not open to the public, such as 
clubs and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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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ed Purchases do not have to be registered.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We will reimburse You the expenses below,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and per policy period 
limits list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resulting from Your efforts to resolve Your identity theft. All 
expenses incurred must be submitted up to 6 months after You first report a loss under section 
V.  DUTIES AFTER LOSS below. The following expenses are covered: 

2.  Legal Expenses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attorney and court fees incurred by 
You to: 
c.  Defend any suit brought against You by a creditor or collection agency, or 

someone acting on their behalf,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and/or 
d.  Remove any civil or criminal judgment wrongfully entered against You,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5.  Lost Wages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unpaid time You take from work, solely as a 

result of Your efforts to correct Your financial records, if the later are altered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Payment of lost wages under this section includes 
compensation for whole or partial unpaid workdays. To be covered, You must take these 
unpaid days within 6 months of first reporting a loss under section V. DUTIES AFTER 
LOSS below. 

6.  Obligation to pay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amount(s) You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to creditor(s), arising from the unauthorized opening and use of credit 
account(s) and/or bank account(s), under Your name,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7. Miscellaneous Expenses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c.  The cost(s) incurred by You to re-file applications for Your credit accounts or 

bank accounts that are rejected solely because the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ceived incorrect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d.  The cost incurred by You to notarize documents related to Your identity theft, 
as well as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and certified mail reasonably incurred by You 
as a result of Your efforts to report an identity theft or to correct Your financial and 
credit record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22. for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professional, or commercial use;  

23. for items not purchas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4. that result from, or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Your 
work or profession; 

25. for any merchant's credit, discount 
and/or manufacturer's rebates; or 

26. for instances where the amount 
charged for the purchased item is 
greater than the actual amount 
displayed. 

PURCHASE PROTECTION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any motor vehicle, airplanes, 
drones, boat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2. permanent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peting, flooring, 
tile, air conditioners, refrigerators, 
or heaters;  

3. travellers check(s), cash, tickets of 
any kind,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ullion, rare or precious coins or 
stamps;  

4. art, antiques, collectabl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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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PROTECTION 
The Policy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in the Coverage Territory, up to the Cardholder’s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Annual Aggregate Limits lis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3. ATM Robbery –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money You withdrew, with Your Eligible 
Card, from any ATM around the world, that was stolen as a result of a robbery, occurring 
within 30 minutes of the withdrawal of the money,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and per 
policy limits listed on the Policy Schedule.  

4. First Aid Charges – If You incur bodily injury during a robbery covered under section b.1. 
ATM Robbery above,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emergency first aid charges incurred 
within the first 12 hours after the robbery, up to the per occurrence and per policy 
limits listed on thePolicy Schedule.  

WALLET GUARD INSURANCE 
The Policy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up to the Cardholder’s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Annual 
Aggregate Limits lis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1. Replacement Cost for Your wallet or bag if Your wallet or bag i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Theft; 

2. Application fees for new Personal Papers and/or Eligible Cards if they were in Your wallet 
when Your walle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a Theft. 

HOME CONTENTS 
We will cover the Replacement Cost of Your Content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Your Primary 
Residence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Insured Perils: 
Insured Perils  

 Fire, lightning, earthquake or smoke 

 Explosion of domestic appliances 

 Bursting or overflowing of fixed water tank or pipe or fixed heating system within Your 
Primary Residence 

 Burglary or Theft 

 Accidental Damages  
Payments under this benefit shall not exceed the Per Occurrence Limit and the Aggregate Limit 

furs, jewelle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fragile items;  

5. consumables or perishables;  
6. plants or animals; 
7. hazardous materials and any item 

banned in the Territory; 
8. access to internet websites, 

mobile applications, software or 
data fil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usic files, photos, reading 
materials, books and movies; or 
reinstatement or recovery 
thereof;  

9. used, rebuilt, refurbished, or 
remanufactured items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10.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11. items rented out, rented or 

leased;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professional, or 
commercial use;  

12. services, shipping, handling, 
installation or assembly costs;  

13. Losses occurring to item(s) you 
purchased online prior to your 
taking possession of such item(s); 

14. items damaged through alteration 
(including cutting, saw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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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Coverages provided by this benefit are provided as an additional cover to any home policy or its 
equivalent policy which you may hold.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of any Insured Peril, You 
must first make a claim under any home policy or its equivalent policy.  
We will reimburse You under this benefit only for the balance amount of such loss that is not 
reimbursed under your home policy or its equivalent policy. 

shaping);  
15. items left unattended in a place to 

which the general public has 
access; 

16. any item confiscat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r 

17. losses caused by abuse, wilful 
damage, vermin and insect 
infestation, wear and tear, 
inherent product defect, 
mechanical or electrical failure, 
nuclear, biological or chemical 
event, terrorism or war.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claim, expenses or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1.lawful confiscation by the Police, 
Government Agencies, Courts or 
other empowered authorities; 

2.any fraudulent or willful act by You; 
3.any motor vehicle airplanes, boat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W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for 
the non-delivery of the Covered Purchase 
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4.animals or plant life; 
5.cash, bullio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ares, traveler’s checks, or ticke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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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descrip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ickets for sporting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and travel); 

6.consumable or perishable item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od, 
flowers, drink, medicines, nutrition 
supplements); 

7.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or motor 
scooters, watercraft, aircraft and any 
equipment and/or parts necessary for 
its operation and/or maintenance;  

8.Goods purchased for commercial use 
including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tools of trade or profession; 

9.access to internet websites, software or 
data fil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music files, photos, 
reading material, books and movies; 

10.services provided via the Internet 
such as cinema tickets, air tickets, 
hotel bookings, car rental, financial 
advice; 

11.Goods purchased from a natural 
person either through a private 
transaction or an online auction 
website; 

12.counterfeit or fake goods; 
13.loss or damage due to a natural 

catastrophe, atmospheric or cli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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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wear and tear, 
depreciation, gradual deterioration, 
water,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manufacturing defects or 
inherent vice, vermin,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rust, cleaning, servicing, 
maintenance, adjustment or repairs; 

14.losses due to mechanical failure, 
electrical failure; software or data 
failure; 

15.loss of data; 
16.Good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items 

which are used goods, damaged 
goods or second-hand goods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17.permanent household and/or 
business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peting, flooring and/or 
tiling, air conditioners, refrigerators, 
or heaters; 

18.Goods used for, or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retail and/or property 
rental, or other business purposes; 

19.items that You have rented or leased; 
20.items that were,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used, rebuilt, refurbished, 
or remanufactured; 

21.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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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22.furs, watches, jewel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made of or 
containing gold (or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or precious stones); 

23.the costs or charges which do not 
relate to any purchase, which You 
paid for using Your Eligible Card; 

24.misplacement; 
25.disappearance; or 
26.Goods deemed to be illegal by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RIDESHARE INSURANCE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A. Property.  
The following personal 
property shall not be 
covered:  

1. Contact lenses, hearing aids, 
artificial teeth, dental bridges or 
prosthetic limbs. 

2. Money, securities, credit cards,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visa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3. Tickets, documents (travel or 
otherwise), keys, coins, 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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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ion antique items, collectibles 
of any kind (such as items 
designed for people to collect or 
items that over time become 
collectible), stamps, perishables, 
consumables, silverware, furs, 
plants, shrubs, perfume, jewelry, 
art, rugs and carpets; animals; 
household furniture or rare or 
precious metals. 

4. Items excluded under the 
Rideshare Carrier’s or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s coverage. 

5. Business Items. 
6. Sporting equipment or musical 

instruments. 
7. All types of stored data or music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puter software, DVDs, video 
cassettes, CDs, audio cassettes, 
and film. 

B. Losses.  
Coverage does not apply to losses for lost 
or stolen Personal Property: 

1. Arising from confiscation or 
expropriation by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or detention 
by customs or other officials. 

2. Arising from war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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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ed or not),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civil 
war, rebell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3. On any conveyance which is hired 
or used for sport, contest, or 
recreational activity, or is 
operated or maintained for the 
purchase of sport, gamesmanship, 
contest, sightseeing, observatory 
or recreational activi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conveyance is 
licensed. 

4. Resulting from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intentional, 
negligent acts or omissions. 

5. Caused by war or hostilities of any 
kind (for example, invasion,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6. Losses arising from illegal 
activities or acts, fraud, 
confiscation by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items of contraband. 

7. Natural disast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lood, hurricane, or 
earthquake). 

8. Indirect or direct damages or 
losses of any nature, wheth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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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t or contract or base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in any civil 
action or other legal proceeding 
arising from or related to a 
covered loss. 

9. War and Terrorism: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e), civil war, 
mutiny,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popular uprising, or usurpation 
of power; or 

 Any act of terrorism and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other way relating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10. Nuclear Risk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ionizing radiation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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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including any 
self-sustaining process of 
nuclear fission; or 

 the use of any nuclear weapons 
material. 

11. State of Emergency: Any loss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ing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ether physical 
or otherwis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said occurrenc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shall prove that 
such loss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ed independentl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Mobile telephone accessories 
other than the standard battery 
and/or standard antenna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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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igible Devices that are lost or 
Mysteriously Disappear. 

3. Eligible Devices under the care 
and control of a common carri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ostal service, airplanes or 
delivery service. 

4. Eligible Devices stolen from 
baggage unless hand-carried and 
under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supervision 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traveling companion 
who is previously known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5. Cosmetic damage such as a dent 
or scratch to the Eligible Devices 
or Accidental Damage that does 
not impact the Eligible Mobile 
Telephone’s operation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minor screen 
cracks and fractures less than 5 
cm in length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ability to make or 
receive phone calls or to use 
other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Eligible Devices). 

6.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abuse, inten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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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fraud, hostilities of any kin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 
invasion,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confisc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risks of contraband, 
illegal activities, normal wear and 
tear, flood, earthquak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damage from inherent product 
defects or vermin. 

7.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mis-delivery or 
voluntary parting from the Eligible 
Device. 

8. A electronic device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commercial use.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document, 
coverage is for Personal 
Electronics devices and for use by 
Eligible Cardholder for personal 
purposes only. 

9. Electrical,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defects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ccidental 
Damage. 

10. Any Personal Electronics no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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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Mobile telephone accessories 

other than the standard battery 
and/or standard antenna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2. Eligible Devices that are lost or 
Mysteriously Disappear. 

3. Eligible Devices under the care 
and control of a common carrie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ostal service, airplanes or 
delivery service. 

4. Eligible Devices stolen from 
baggage unless hand-carried and 
under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supervision 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traveling companion 
who is previously known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5. Cosmetic damage such as a dent 
or scratch to the Eligible Devices 
or Accidental Damage that does 
not impact the Eligible Devices’ 
operation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minor screen cracks 
and fractures less than 5 cm in 
length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ability to make or receiv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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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s or to use other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Eligible 
Device). 

6.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abuse, intentional 
acts, fraud, hostilities of any kin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 
invasion, rebellion or 
insurrection), confisc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risks of contraband, 
illegal activities, normal wear and 
tear, flood, earthquak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damage from inherent product 
defects or vermin. 

7. Accidental Damage or Theft 
resulting from mis-delivery or 
voluntary parting from the Eligible 
Device. 

8. A mobile telephone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commercial use.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document, 
coverage is for Personal 
Electronics devices and for use by 
Eligible Cardholder for personal 
purposes only. 

9. Electrical,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defects wher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c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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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10. Any Personal Electronics no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EXTENDED WARRANTY 
This Extended Warranty Coverage will not 
apply to: 

1. boats; 
2. motorized vehicles including 

airplane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3. land or buildings; 
4. consumables and perishables 
5. any customized, unique, or rare 

items; 
6. used, rebuilt, refurbished and 

re-manufactured items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7. items purchased for resale, 
professional, or commercial use; 

8. items which carry a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promise that 
provides product replacement or 
benefits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of the item; 

9. items which carry a 
Manufacturer’s Warranty of 
longer than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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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ervices, maintenance, repair, 
installation or assembly costs; 

11. any shipping or promised time 
frames of delivery, whether or not 
stated or covered by the 
Manufacturer's Warranty; 

12. any costs relating to damage to 
Covered Products caused by 
accident, neglect, abuse, willful 
damage, vermin and insect 
infestation, misuse, theft, sand, 
fire, earthquake, storm and 
tempest, lightning, explosion, 
aircraft impact, water damage, 
corrosion, battery leakage or Acts 
of God; and 

13. The loss of, loss of use of, damage 
to, corruption of, inability to 
access or inability to manipulate 
any Computer System or 
Electronic Data within the 
Covered Purchase as a result of 
unauthorized access or 
unauthorized use of such system 
or data or the transmission, a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or receipt 
or transmission of malicious code.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We will not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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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st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2. Monetary losses other than the 
out-of-pocket expenses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Identity Theft, related to the 
resolution of Your identity theft;    

3. Costs associated with any physical 
injury, sickness, disease, disability, 
shock, mental anguish and mental 
injury including required care, loss 
of services or death;  

4. Compensation for time taken 
from self-employment, or 
workdays that will be paid by Your 
employer, in order to correct Your 
financial record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due to Your identity theft; 

5. Losses that do not occur within 
the Policy period;  

6.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or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Your work or profession; 

7. Losses caused by Your or Your 
relatives’ illegal acts; 

8. Losses that You have intentionally 
caused; 

9.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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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 actions of a relative, or 
actions that a relative knew of or 
planned; 

10. Losses due to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terrorism, riot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vandalism of any kind; or 

11. Losses due to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ATM PROTECTION 
The Policy will not cover: 

1. Peril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ATM Protection; 

2. Loss incurred by any third parties; 
3. Loss resulting from the robbery of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money 
You withdrew from the ATM;     

4. Loss that happened before and/or 
after the covered robbery period;  

5. Loss related to any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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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due to mental illnes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r 
real or perceived emotional 
distress following an ATM 
robbery. 

6. Loss aris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emergency first aid to anyone 
other than You; 

7. Perils that do not occur within the 
Policy Period;  

8. Loss that results from, or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Your work or profession; 

9. Loss caused by Your illegal acts or 
those a relative; 

10. Loss that You have intentionally 
caused; 

11. Loss that results from the 
intentional actions of a relative, or 
actions that a relative knew of or 
planned; 

12. Loss due to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terrorism, 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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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vandalism of any kind; or 

13. due to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WALLET GUARD INSURANCE 
The Policy will not cover: 

1. Cost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section b. COVERAGE specific to 
Wallet Guard; 

2. Money, Checks, Transportation 
Tickets or any item other than 
Your Covered Content that were 
in Your wallet when Your walle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Theft; 

3. Losses caused by fire, water, 
normal wear and tear, 
manufacturing defects, abuse, 
vermin,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rust, 
cleaning or repairs, or similar 
events; 

4. Accidental damage to Your wallet 
and its Covered Content; 

5. Any fraudulent/unauthorized 
charges and/or withdrawals on 
the Payment Cards that were in 



 

第 895 頁，共 1045 頁 

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 

Your wallet when Your walle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a 
Theft; 

6. Any costs related to Identity 
Theft; 

7. Losses that do not occu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8.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or are 
related to, Your Business pursuits, 
including any Business-related 
travel; 

9. Losses caused by Your or Your 
Relatives’ illegal acts; 

10. Losses that You have intentionally 
caused; 

11. Losses that result from the 
intentional actions of a Relative, 
or actions that a Relative knew of 
or planned; 

12. Losses due to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has been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terrorism, riot 
or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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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alisms of any kind; or 
13. Losses due to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public authority, or 
customs’ official. 

HOME CONTENTS 
This plan of insurance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if Your Primary Residence was 
unoccupied for more than 30 
consecutive days; 

 caused to Your Business items;  

 arising from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as a result of a burst flexible water 
hose or water pipe within Your 
Primary Residence;  

 not reported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the Theft or Burglary; 

 caused by any animals, insect, 
primate, amphibians and species; 

 to any Content which do not 
belong to You or which belong to 
others but is held in trust by You 
or is in Your custody, care or 
control; 

 to any living cr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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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ny promotional vouchers, air 
mile vouchers, loyalty points, 
lottery tickets, scratch-cards, 
raffle tickets; 

 to any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due to any Natural Catastrophe 
not listed as an Insured Peril;  

 to items that You damaged 
through alteration or abuse 
(including cutting, sawing and 
shaping); and 

 that do not occur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2. Negligence, Willful, Criminal or 
Fraudulent Act 
We will not cover You for any loss, 
damage or liability which, in any way, is 
due to: 

 negligence, willful, criminal or 
fraudulent act on Your part; or 

 negligence, willful, criminal or 
fraudulent act of Your Relatives, 
Immediate Family, employer, 
employees, legal representatives, 
tenant(s) or anyone who is 
authorized by You to gain access to 
Your Primary Residence. 

3. Gradual Deterioration, 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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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 and Tear 
We will not cover You fo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latent defect, 
mechanical, electrical, software, or 
data failure or breakdow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electrical 
power interruption, surge, brownout 
or blackout or telecommunications 
or satellite systems failure; 

 scratching or denting; 

 any process of dyeing, washing, 
cleaning, restoring, reproofing, 
adjusting, maintaining or repairing; 

 atmospheric or climatic 
conditions, water, manufacturing 
defects, vermin or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corrosion, warping, shrinkage, rust, 
cleaning or repairs; 

 wear and tear or normal course of 
play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sporting or recreational equipment) 
or use; and/o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scorching, singeing, melting or 
damage caused by smoke that 
happens gradually over a peri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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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4. Nuclear Hazard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e) chemical, biological, bio-chemical, 
or electromagnetic contamination 
whether controlled or 
uncontrolled or however caused;  

f) radioactivity or ionizing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from 
nuclear fuel or nuclear waste 
arising from burning nuclear fuel;  

g) the radioactive, poisonous, 
explosive or other dangerous 
properties of any nuclear 
equipment or nuclear part of that 
equipment; or  

h) the use of a chemical or biological 
weapon.  

5. Act of War / Act of Terrorism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by: 

d)  any kind of warlike ac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undeclared war, civil war,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warlike act by military force or 
military personnel,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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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zure, or use for a military 
purpose, and including any 
consequence of any of these;  

e)  discharge of a nuclear weapon, 
whether it is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or 

f)  any act of terrorism. We also do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efforts to prevent, 
terminate, counter, retaliate 
against or respond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6. State of Emergency 
Any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ing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ether physical or 
otherwis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said occurrenc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shall prove 
that such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ed independentl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7. Confiscation or Detention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y loss (whether temporary or 
permanent) of Your Contents or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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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r any part thereof by reason of 
confiscation, requisition, detention or 
legal or illegal occupation of such 
Contents or Personal Effects or any 
premises, vehicle or thing containing the 
same by an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FMI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Insurance 

Subject to the coverage, limits and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the Summary of Cover, We will 
cover You under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and reimburse You for the following: 

   Non-delivery/and or incomplete delivery of Goods and shipping charges that are 
purchased on the internet.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non-delivery if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within 30 days of the scheduled delivery, or such other date as 
advis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Seller has failed to refund You to Your Eligible Card. 

   Failure to function or improper functioning due to damage of delivered Goods: The 
Goods are insured against failure to function or improper functioning as a result of 
physical damage provided that You are unable to recover for the same from either 
the Seller or Courier. 

In the event of a valid claim, We will pay You the purchase price for each item(s) of Your 
purchase, up to the amount as specified in the Summary of Cover. The coverage we provide 
in the Policy is in excess of other applicable insurance or other benefit which you can 
recover from any other source. 

The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claim, 

expenses, damage or loss under this 
se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  lawful confiscation by the Police, 

Government Agencies, Courts or 
other empowered authorities; 

b.  any fraudulent or willful act by 
You. 

c.  any motor vehicle airplanes, 
boats, automobiles and 
motorcycles and any equipment, 
parts or accessories purchased 
for its operation and/or 
maintenance; 

d.  War and Terrorism: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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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eclared or note), civil 
war, mutiny,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popular 
uprising, or usurpation of 
power; or 

 Any act of terrorism and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other way relating to any 
act of terrorism.  

e.  Nuclear Risks: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damage, injury or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ionizing radiation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any nuclear 
waste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including any 
self-sustaining process of 
nuclear fission; or 

 the use of any nuclear 
weapons material 

f.  State of Emergency: Any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ing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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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ether physical or otherwis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said occurrence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You shall prove 
that such loss, damage or other 
contingency happened 
independentl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s 
decla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2. W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under this Section for the 
non-delivery or incomplete delivery 
in connection with: 
a.  animals or plant life; 
b.  cash, bullion, negotiable 

instruments, shares, traveler’s 
checks, or tickets of any 
descrip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ickets for sporting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and 
travel); 

c.  consumable or perishable item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ood, flowers, drink, medicines, 
nutrition supplements); 

d.  Goods purchased for commercial 
use, except when the Eligible 
card used for the purchas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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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credit or debit card, 
as defined in I. DEFINITIONS; 

e.  access to internet websites, 
software or data fil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music files, photos, reading 
material, books and movies; 

f.  services provided via the 
Internet such as cinema tickets, 
air tickets, hotel bookings, car 
rental, financial advice; 

g.  Goods purchased from a natural 
person either through a private 
transaction or an online auction 
website; 

h.  counterfeit or fake goods; 
i.  loss or damage due to a natural 

catastrophe, atmospheric or 
climatic conditions, wear and 
tear, depreciation, gradual 
deterioration, water, pollution or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manufacturing defects or 
inherent vice, vermin, insects, 
termites, mold, wet or dry rot, 
bacteria, rust, cleaning, 
servicing, maintenance, 
adjustment or repairs; 

j.  losses due to mechanical failure, 
electrical failure; software or data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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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oss of data; 
l.  Goods purchased for resale or 

Goods which are used, damaged 
or second-han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m.  permanent household and/or 
business fixtur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arpeting, flooring 
and/or tiling, air conditioners, 
refrigerators, or heaters; 

n.  Goods used for or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retail and/or property 
rental; 

o.  items that You have rented or 
leased; 

p.  items that were,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rebuilt, refurbished, or 
remanufactured; 

q.  art, antiques, firearms and 
Collectable Items; 

r.  furs, watches, jewelry, gems,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made of or containing gold (or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or 
precious stones); 

s.  the costs or charges which do not 
relate to any purchase, which 
You paid for using Your Eligible 
Card; 

t.  misplacement; 
u.  disappeara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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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oods deemed to be illegal by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Travel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The Insurance Coverage which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is detailed in the 
sections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limits set out in the POLICY SCHEDULE.  
1. TRAVEL ACCIDENT COMMON CARRIER & TRAVEL INSURED JOURNEY INSURANCE 
Eligible Cardholders can benefit from comprehensive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1.   Definitions Travel Accident: 

Exposure and Disappearance means if an Insured Person suffers a Loss resulting from 
being unavoidably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due to a covered Accident, it will be covered 
as if resulting from an Injury. If the body of an Insured Person has not been found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forced landing, stranding, sinking or wrecking of a conveyance in 
which the Insured Person was a passenger, then it shall be deemed the Insured Person 
has suffered loss of Life.  
Limb means entire arm or entire leg. 
Loss means for:  

a. hand or foot means actual severance through or above the wrist or ankle joints;  
b. eye means entire and irrecoverable loss of sight;  
c. thumb and index finger mean actual severance through or above the joint that meets the 

hand at the palm;  
d. speech or hearing means entire and irrecoverable loss of speech or hearing of both ears.  

Member is defined as one hand; one foot; sight of one eye; speech; or hearing in both ears.  
Principal Benefit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payable for: accidental loss of Life; two (2) or 
more Members. 
2.   Who Is Cover 
An Eligible Cardholder, his Spouse and Children, whether traveling together or separately. 
3.   To Get Coverage 
Coverage is provid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entire cost of the Common Carrier passenger fare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Eligible Card and/or has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Your card (i.e. mileage points for travel). 

The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1. Intentionally self-inflicted injury, 
suicide or any attempt thereat while 
sane or insane; nor  

2. War, civil war, invasion, insurrection, 
revolution, use of military power or 
usurpation government o or military 
power; nor 

3. any period an Insured Person is 
serving in the Armed Forces of any 
country or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whether in peace or war; nor  

4. loss sustained or contracted in 
consequence of an Insured Person 
being intoxicated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y narcotic or drug 
unless administered on the advice 
of a physician; nor  

5. any loss of which a contributing 
cause was the Insured Person's 
attempted commission of, or willful 
participation in, an illegal act or any 
violation or attempted violation of 
the law or resistance to arrest by 
the Insured Person; nor  

6. Any loss sustained while fly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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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ACCIDENT COMMON CARRIER 
Provides Common Carrier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against Accidental Death, 
Dismemberment (including loss of sight, speech & hearing) while travelling on a Common 
Carrier if tickets are purchased with the Eligible Card.  

1.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provided for Covered Trips on a Common Carrier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2.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provided for Covered Trips on a Common Carrier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domestic flights outside of Your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3. A trip commences when the Insured Person boards a Common Carrier 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on such trip and continues until such time as the Insured Person alights (departs) 
from the Common Carrier.  

Schedule of Losses 
For Loss of: Percentage of the Principal Benefit: 
Life 
Two Members 
One Member 
Thumb and Index Finger of Same Hand 

100% 
100% 
50% 
25% 

TRAVEL ACCIDENT INSURED JOURNEY 
Provides Insured Journey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after You disembark from the 
Common Carrier at the destination of the trip (as designated on the passenger ticket), against 
Accidental Death, Dismemberment (including loss of sight, speech & hearing), 24 hours/day 
worldwide. 
This coverage is meant to complement and not duplicate the Common Carrier Trave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provided above. 

1.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for Insured Journey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any aircraft or device for aerial 
navigation except as specifically 
provided herein; nor  

7. congenital anomalies and 
conditions arising out of or resulting 
there from, hernia or dental 
treatment except to sound natural 
teeth as occasioned by injury; nor  

8. flying in any aircraft owned, leased 
or opera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sured Person or any member of 
an Insured Person's household; nor  

9. driving or riding as a passenger in or 
on (a) any vehicle engaged in any 
race, speed test or endurance test 
or (b) any vehicle being used for 
acrobatic or stunt driving; nor  

10. any claim caused by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or malignant neoplasm, or 
any other sickness condition, if, at 
the time of the claim, the Insured 
Person had been diagnosed as 
having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RC (AIDS 
Related Complex) or having an 
antibody positive blood test to HIV 
(Human Immune Virus); nor 

11. the use, release or escape of 
nuclear materials that directl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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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international trips. 
2. The maximum Principal Benefit for Insured Journey is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domestic trips outside of Your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3. The coverage of an Insured Journey begins when You alight from (leave) a Common Carrier 
while on a Covered Trip and ends when You board a Common Carrier on a Covered Trip, 
whichever occurs sooner. 

4. A trip commences when the Insured Person boards a Common Carrier 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on such trip and continues until such time as the Insured Person alights (departs) 
from the Common Carrier.  

Schedule of Losses 
For Loss of: Percentage of the Principal Benefit: 
Life 
Two Members 
One Member 
Thumb and Index Finger of Same Hand 

100% 
100% 
50% 
25% 

4.   Coverage Conditions/Limitations 
a. A covered Loss must occur within 365 days of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 
b. In the event that You have multiple Losses due to the same Accident, only one (1) 

payment, the largest, will be paid; 
c. Coverage extends to Exposure and Disappearance; 
d. Los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cts of Terrorism (defined herein) are included; 
e. Once the limit of [insert number] is reached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no 
further payment is made for the Travel Accident & Insured Journey insurance. 

5.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avel Acciden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The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fatal or non-fatal,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loss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olly or partly by medical or surgical treatment except as may be necessary solely as a result 
of Injury. 

indirectly results in nuclear reaction 
or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nor 

12.  the release, dispersal or 
Application of pathogenic or 
poisonous biological or chemical 
materials; nor 

13. Any loss sustained while the Insured 
person i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fessional sports, winter sports, 
or in sky diving, parachuting, hang 
gliding, bungee jumping, scuba 
diving, mountain climbing, 
potholing; nor 

14. any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or congenital anomalies or any 
complication arising there from; nor 

15. any sickness, disease, illness and 
any complications arising there 
from, unless specifically covered in 
the Policy; nor 

16. Traveling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physician; nor 

17. any terrorist or member of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llegal drug 
traffickers, or purveyor of nuclear, 
chemical or biological weapons, nor 

18. planned or actual travel in, to, or 
through Cuba, Iran, Syria,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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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AVEL MEDICAL BENEFITS 
We will pay the usual 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 for 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not due 
to a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sustained by an Insured Person while travelling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1. Who is Covered 
An Eligible Cardholder, his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whether traveling together or 
separately on a Covered Trip. 
2. To Get Coverage 
Coverage is provid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entire cost of the Common Carrier passenger fare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Eligible Card; or has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Your card (i.e. mileage points for travel).  
3. Key Features 

a. Trips are covered for travel worldwide. 
b. Coverage is provided for Injury or Sickness, even if it is not an emergency. 
c. Medical Expense coverage up to a maximum benefit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d. No limitation on the number of trips. 
e. Coverage is provided for both, one-way or round-trip travel. 
f. Covered losse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cts of Terrorism are included.  

MEDICAL EXPENSES 
If You suffer an Injury or Illness and need medical attention while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benefits are provided for 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This coverage 
provides a maximum benefit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1. 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include: 

a. The services of a Physician including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surgery by a Physician; 

b. charges made by a Hospital for room and board, floor nursing and other services, including 
charges for professional services, except personal services of a non-medical nature, 

North Korea, or the Crimea region 
or actual travel in, to, or through 
Afghanistan or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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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however, that expenses do not exceed the Hospital’s average charge for 
semi-private room and board accommodation; 

c. Anesthetics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x-ray examinations or treatments, and laboratory 
tests, the use of radium and radioactive isotypes, oxygen, blood transfusions, iron lungs 
and medical treatment; 

d. Ambulance Services; 

e. Dressings, drugs, medicines and therapeutic services and supplies that can only be 
obtained upon a written prescription from a Physician or surgeon; and 

f. Dental Treatment resulting from injuries sustained to sound, natural teeth subject to a 
maximum of [insert number] per tooth. 

The charges for services enumerated above shall not include any amount of such charges that 
are in excess of regular and customary charges or excluded. 
Regular and Customary means the charge for the services and supplies for which the charge is 
made if it is not in excess of the average charge for such services and supplies in the locality 
where received, considering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the Sickness or Injury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such services and supplies are received. 
If the charge incurred is in excess of such average charge, such excess amount shall not be 
recognized as covered expenses. All charges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urred on the date such 
services or supplies which give rise to the expense or charge are rendered or obtained.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Medical Expense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Medical Expense” benefits are not payable for any losses, 
fatal or non-fatal, which are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 a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as defined herein; 
b. services, supplies or treatment, including any period of hospital confinement, which was 

not recommended, approved and certified as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by a Physician;  
c. routine physicals, laboratory diagnostic, x-ray examinations or other examinations, except 

in the course of a disability established by the prior call or attendance of a Physician; 
d. Electiv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the result of an accident; 
e. dental care, except as the result of injury to sound, natural teeth caused by accident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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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is in effect; 
f. Expense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weak, strained, or flat feet, corns, calluses, or 

toenails; 
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ne; 
h. Deviated septum, including sub mucous resection and/or other surgical correction thereof; 
i. Organ transplants that competent medical professionals consider experimental; 
j. Well childcare including exams and immunizations; 
k. Expenses which are not exclusively medical in nature. 
l. Any expenses incurred in Country of Residence. 
m. Eyeglasses, contact lenses, hearing aids, and examination for the prescription or fitting 

thereof, unless Injury or Sickness has caused impairment of vision or hearing; or 
n. Treatment provided in a government hospital or services for which no charge is normally 

made; 
o. Mental, nervous, or emotional disorders or rest cures; 
p. Pregnancy and all related conditions, including services and supplies related to the 

diagnosis or treatment of infertility or other problems related to inability to conceive a 
child; birth control, including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devices. 

MEDICAL EVACUATION 
1. We will pay up to the maximum combined benefit of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covered expenses due to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 or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if incurred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An 
Emergency Evacuation must be ordered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or a Physician who 
certifies that the severity or the nature of Your Injury or Sickness and warrants Your 
Evacuation. 

Covered expenses are thos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medical 
services and medical supplies necessarily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Emergency 
Evacuation. All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s made for evacuating You must be by the most 
direct and economical route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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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for Transportation must be:  
d. recommended by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e. required by the standard regulations of the conveyance transporting You; and  
f. arranged and authorized in advance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2. Definitions 
Emergency Evacuation means:  

a. Your medical condition warrants immediate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injured or sick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where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can be 
obtained; or 

b. after being treated at a local Hospital, Your medical condition warrants transportation to 
Your current place of residence; or  

c. both (a) and (b) above. 
Transportation - means any land, water or air conveyance required to transport You during an 
Emergency Evacuation. Transportation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air ambulances, land 
ambulances and private motor vehicles.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We will pay benefits for covered expenses reasonably incurred while travelling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to return Your body to if You die. Benefits will not exceed the 
combined maximum limit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for both the 
Medical Evacuation and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Covered expens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expenses for:  
 embalming;  
 cremation;  
 coffins; and  
 transportation. 

These expenses must be authorized and arranged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and You or 
Your Family must contact the numbers listed in the Customer Service Section.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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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hospitalized as an Inpatient, due to Injury or Illness while outside Your 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a benefit of [insert number] per day per person for each continuous 
24hour period that you have to spend in hospital as an Inpatient and subject to the maximum 
[insert number] consecutive days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will be provided for each day an Insured 
Person is hospitalized. The Hospital confinement must be recommended by a Physician. 
1.  Definitions 
Inpatient means an Insured Person who is confined to a Hospital, under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Physician, and for whom a room and board charge is made.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b. Hospitalization in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c. Pregnancy and resulting childbirth, miscarriage or disease of the female organs of 

production;  
d. Routine physical exams; 
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a result of Injury;  
f. Any mental or nervous disorder or rest cures.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1.  We will pay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day a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per person 
for up to [insert number] consecutive days, if while Overseas, You test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as a result are unexpectedly placed into mandatory Quarantine outside of the Territory. 
We will pay the amount specified above to cover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accommodation 
costs, meals or other expenses directly related to Quarantine. 
Any claim for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shall be offset against any 
amount We have paid or are liable to pay under Travel Cancellation or Travel Curtailment in 
respect of the same event.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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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is benefit will not apply where Quarantine measures are mandatory for all arriving 
passengers or Quarantine mandates exist for all passengers from a particular country/region 
of origin;  

b. We will not cover any loss if You are travelling against a medical practitioner’s or doctor's 
advice, or any claim arising from You acting in a way that goes against the advice of a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doct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ling with COVID-19 
symptoms). 

3.TRIP INCONVENIENCE PROTECTION 
Eligible Cardholders may benefit from peace of mind knowing that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expenses paid in advance are covered if a trip is unexpectedly cancelled or delayed. 
1. Who Is Covered: 
An Eligible Cardholder, his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whether traveling together or 
separately. 
2. To Get Covered: 
Coverage is provid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entire cost of the Common Carrier passenger fare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Eligible Card; or has been acquired with points earned by a rewards 
program associated with Your card (i.e. mileage points for travel).  
Coverage is effective only if the trip is purchased before the Insured Person becomes aware of 
any circumstance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cancellation of his/her journey. 
TRIP CANCELLATION 
1.   We will pay loss of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deposits up to a maximum limit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prior to the Contracted Date of Departure 
Your trip is cancelled and You are prevented from taking the Trip due to: 

a.  a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to You;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b.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 that cancels the scheduled departure of a Common Carrier; or  
c.  security reasons or mandatory evacuation at destination; or 
d.  serious loss in the home or business owned by the Insured due to fire, explosion and 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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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akes the property uninhabitable, as well as theft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terior of the property, in which there are traces or visible traces of said 
event and material damage to the property as a result of the use of force used in the 
theft committed; or 

e.  co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suffer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Spouse that endanger the 
health or life of those involved; or 

f.  immovable summon as a party or witness before a civil, Family, labor or criminal court; or 
g.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sured presents or receives a separation or divorce claim that 

requires the insured to be present on court audiences; or 
h.  unexpected loss of the Insured's Formal Employment; or 
i.  lo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of the Insured due to Assault or Theft, and in which 

ca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recover them in order to make the Trip, or 
j.  requirement to jo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country. 

2.   Cancella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unused, non-refundable cancellation portion of the Hotel cost 
and/or the Common Carrier ticket cancellation charges provided that You booked and paid for 
these costs before such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ccurred. 
3.   Special Notification of Claim: 
You must notify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a Trip Cancellation.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additional penalty charges incurred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imposed had 
You notified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4.   Definit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means a person's legal spouse; children; children-in-law; siblings; 
siblings-in-law; parents; parents-in-law;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legal guardian, ward; step 
or adopted children; step-parents; aunts, uncles; nieces, and nephews, who reside in The 
Country of Residence. 
Prevented from taking the Trip means: 

1.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a Physician 
has recommended that due to the severity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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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Medically Necessary that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cancels the Trip.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must be under the direct care and attendance of a physician. 

2.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the severity or acuteness of their condition or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at condition is/are such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must cancel the 
Trip. 

Serious Injury or Sickness means one which requires treatments by a legall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certified by the practitioner as unfit 
to travel or continue with his/her original journey. 
Travelling Companion means up to two (2) person(s) who is/are booked to accompany You on 
the Trip. 
5.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Cancel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Claims arising from depression or anxiety, mental or nervous disorder, alcohol or drug 
abuse, addiction or overdose; 

b. Claim arising from electiv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c. Claims arising from pregnancy and all related conditions; 
d.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TRIP CURTAILMENT 
1. We will pay loss of deposits up to a maximum of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prior to the Contracted Date of Return, Your Trip is cancelled and You a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 Trip due to: 

a.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to: You;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b. complications of Pregnancy suffer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Spouse that endanger the 
health or life of those involved. 

c.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sured presents or receives a separation or divorce claim that 
requires the insured to be present on court audiences. 

d. unexpected loss of the Insured's Formal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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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quirement to jo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country. 
2. Interruption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the unused, non-refundable, cost of travel arrangements pre-paid to 
the Hotel and/or the Common Carrier ticket, less the value of applied credit from unused return 
travel ticket, to return home or rejoin the Land/Sea Arrangements. This benefit is limited to the 
cost of one-way economy airfare by scheduled carrier and is subject to the Per Cover Limit 
stat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3. Accompaniment of Minors 
In the event, You are travelling alone with a minor up to 15 years old and You a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 Trip due to a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resulting in the minor being left unattended, 
We will pay the cost of a round trip economy airfare ticket in a scheduled carrier from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for an adult designated by Your family to accompany the minor back to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These expenses must be authorized in advance by the Assistance Department and You must 
contact the numbers listed in the Customer Service Section. 
4. Special Notification of Claim 
You must notify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a Trip Interruption claim.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additional penalty charges incurred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imposed 
had You notified U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5. Definition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means a person's legal spouse; children; children-in-law; siblings; 
siblings-in-law; parents; parents-in-law;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legal guardian, ward; step 
or adopted children; stepparents; aunts, uncles; nieces, and nephews. 
Injury or Sickness means one which requires treatments by a legall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certified by the practitioner as unfit 
to travel or continue with his/her original journey.  
Travelling Companion means up to two (2) person(s) who is/are booked to accompany You on 
the Trip. 
Unable to continue the Trip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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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a Physician 
has recommended that due to the severity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s 
condition it is Medically Necessary that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interrupt the 
Trip.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must be under the direct care and attendance of a 
Physician. 

b. With regard to Sickness, Injury or Death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f You or Your 
Travelling Companion, the severity or acuteness of their condition or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at condition is/are such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must interrupt 
the Trip. 

6.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Curtailmen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Claims arising from depression or anxiety, mental or nervous disorder, alcohol or drug 

abuse, addiction or overdose; 
b. Claim arising from elective cosmetic or plastic surgery, except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c. Claims arising from pregnancy and all related conditions; 
d. Pre-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 

TRIP POSTPONEMENT 
If the Trip is postponed due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unexpected events occurring within 60 days 
(except item (c)) before the date of departure of the Trip: 

a. Major Travel Event that prevents You from travelling to Your main destination(s) as 
scheduled and outlined in Your Trip itinerary; 

b.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or Serious Sickness or compulsory quarantine of You or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c. serious damage to Your permanent place of residence in the Territory arising from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ing after the issue date of the Policy and within one (1) week before the 
date of departure of your Covered Trip and which requires You to be present at Your 
permanent place of residence on the date of departure; or  

d. witness summons. 
We will pay, up to the limit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the resulting administrative 
charges to postpone th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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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ich full payment was made by You; 
b. for which You are legally liable; and 
c. which are not recoverable from any other source. 

1. Definitions 
Serious Injury or Serious Sickness means one which requires treatments by a legall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 and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red Person being certified by the practitioner 
as unfit to travel or continue with his/her original journey.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Postponement,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loss or charges: 

a.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r control; 
b. caused by cancellation by the Common Carrier or any other provider of the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c. that is covered by any other existing insurance scheme or government program; 
d. which will be paid or refunded by a hotel, airline, travel agent or any other provider of 

travel and/or accommodation; 
e. should this insurance be purchased less than 3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departure (date of 

departure inclusive) (with the exception of Your death or the death of You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r Travel Companion caused by an Accident); 

f. that results from a Major Travel Event which was publicly known at the time You booked 
Your Trip or purchased this insurance, whichever occurs last; and/or  

g. being compensation for any air miles or holiday points You used to pay for the Trip in part 
or in full.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coverage continues to have force and effect with regards to other 
Insured Persons who continue with the Trip as scheduled. 
TRIP DELAY COVERAGE 
1.   We will pay benefits for Trip Delay, if Your Trip is delayed for at least [insert number] hours 
and the delay is caused by: 

a.  inclement weather, which means any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 that delays the scheduled 
departure of a Common Carrie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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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quipment failure of a Common Carrier, which means any sudden, unforeseen breakdown 
in the Common Carrier's equipment that caused a delay or interruption of normal trips; or  

c. an unforeseen strike or other job action by employees of a Common Carrier, which means 
any labor disagreement that interferes with the normal departure and arrival of a Common 
Carrier; or  

d. operational reasons at the departure airport due to air traffic restrictions or airline's 
control.  

This coverage provides benefits up to a maximum of [insert number] for losses in total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as a result of a delay of at least [insert number] consecutive hours 
from the time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supplied to the Insured Person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Common Carrier in which the Insured Person had arranged to travel to. 
We will reimburse you for any expenses for meals and lodging which were necessarily incurred 
as the result of this delay and which were not already provided to you by the Common Carrier 
or any other party free of charge.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ip Delay,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Trip Delay coverage shall not include benefits for: 

a.  Any los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ue to any delay which was made public or known to You 
prior to the date the original trip was booked. 

b.  Any Common Carrier ticket purchased no less than twenty-four (24) hours before the 
original departure time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c.  Any Common Carrier ticket where flight information is not confirme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or purchased in connection with unlimited flights promotion from any Common 
Carrier or any third party service provider.  

MISSED CONNECTION COVERAGE 
1.   We will pay you up to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you miss your 
flight connection due to the delay in arrival or cancellation of your previous flight. We will 
reimburse your reasonable extra expenses for travel, accommodation and meals to enabl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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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tinue your pre-booked trip. 
For avoidance of doubt, the previous and missed flights must be on the same itinerary.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Missed Conne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a.  Any claims arising due to a Natural Disaster. 
b. Any claims where you have not obtained written confirmation from the airline company or 

authority stating the reason for the delay and how long the delay lasted. 
PERSONAL LIABILITY ABROAD 
1.   We will indemnif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legal liability 
to a third party arising during the Trip as a result of: 

a. death or Injury to any third party; or 
b. Accidental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of any third party.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Personal Liability Abroad,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 Property belonging to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or employer or deemed by law to be your 
employee; 

b. liability to any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or employer or deemed by law to be 
your employee; 

c. property belonging to You or in your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d. any liability assumed under contract; 
e.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Your willful, malicious or 

unlawful acts; 
f.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the ownership, 

possession or use of vehicles, aircraft, watercraft, firearms or animals; 
g.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ownership or occupation 

of land or buildings (other than occupation only of any temporary residence); 
h.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the undertaking or 

pursuit of any trade, business or profession; 
i. liability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 respect of, or due to any criminal acts; 
j. legal costs resulting from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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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Your participation in any motor rallies, or car, motorcycle, boat or aerial racing; 
l. judgments which are not in the first instance delivered by or obtained from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within the Territory; and/or 
m. punitive, aggravated or exemplary damages.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Our liability, You must not make any offer or promise of payment 
or admit any liability or fault to any other party or become involved in any litigation without 
our written approval. 
4.   LUGGAGE PROTECTION 
PERSONAL BAGGAGE INCLUDING LAPTOP COMPUTER 
1.   We will pa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loss of or damage 
sustained whilst a Covered Trip to personal baggage taken or purchased where such loss or 
damage is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Your control at the planned destination, including 
Natural Disasters. This includes compensation for Your clothing and personal effects which are 
stored in the personal baggage that is lost or which are worn or carried on You. All items must 
be owned by You or in Your custody or which is loaned or entrusted to You. 
In the event any of Your article of personal baggage is proven to be beyond economical repair,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will be treated as if the article had been lost. W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more than [insert number], in respect of any one article or pair or set of articles. The limit of 
liability for a Laptop Computer is [insert number] and only for one Laptop Computer for every 
Covered Trip.  
We will not pay more than a combined maximum limit of 10% of the maximum stated above for 
the following:  

a. jewelry, watches, articles consisting in whole or in part of silver, gold or platinum;  
b. furs, articles trimmed with or made mostly of fur;  
c. cameras, including related camera equipment; 
d. other electronic equipment 

A pair or set of items is treated as one item (e.g. a pair of shoes, a camera and its accompanying 
lens and any accessories even if purchased separately and are of different brands, a set of diving 
gear and any accessories even if purchased separately and are of different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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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ay, at Our sole discretion and option, make payment or reinstate or repair the damaged 
personal baggage. All claim settlements will be subject to due allowance for wear and tear and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may not be applied to electronic items that are purchased less than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if You can produce supporting documents (i.e. original 
receipts or original warranty cards) for claims. 
The loss must be reported to the police or relevant authority such as hotel and airline 
management or other service provider having jurisdiction at the place of the loss within 
24-hours of the incident. Any claim must be accompanied by written documentation from such 
authorities. You must take every possible step and reasonable precaution to ensure: 

a. that Your baggage or personal effects are not left unattended in a Public Place; and 
b. the safety of all personal property and baggage. 

Claims that result from You losing Your baggage or it being damaged while being held by an 
airline or service provider should be made to the airline or service provider first or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ible insurance in place. Any payment under the Policy shall be made upon proof 
of compensation received from the airline, service provider or other insurer or where such 
compensation is denied, proof of such denial.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Personal Baggage Including Laptop Computer,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a. for the following classes of property which are excluded from coverage: animals, motor 
vehicles (including accessories), motorcycles, boats, motors, any other conveyances, snow 
skis, boards or toboggans, fruits, perishables and consumables, household effects, 
antiques, artifacts, paintings, objects of art, computers (including handheld computers, 
software and access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Laptop Computers as provided herein 
above), manuscripts, Jewelry, gem stones, watches, contact or corneal lenses, securities, 
musical instruments, bridges for tooth or teeth,  dentures; 

b. caused by wear and tear, gradual deterioration, moths, vermin, inherent vice or damage 
sustained due to any process or while actually being worked upon resulting in such loss or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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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o property which does not affect the fitness for use or purpose or functionality of such 
property; 

d. to hired or leased equipment and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resul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civil war,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in hindering, combat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such an 
occurrence, seizure or destruction under quarantine or customs regulations, confiscation 
by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or risk of contraband or illegal 
transportation or trade; 

e. to property insured under any other insurance policy, or reimbursed by any other carrier, 
hotel or any other party; 

f. to Your property sent in advance, mailed or shipped separately; 
g. to Your property left unattended in any Public Place; 
h. resulting from Your failure to take due care and precaution for the safeguard and security 

of such property; 
i. resulting from Your willful act, omission, negligence or carelessness; 
j. arising from confiscation or retention by customs or other officials; 
k. of business goods or samples or equipment of any kind; 
l. to data recorded on tapes, cards, discs or otherwise; 
m. to cash or cash equivalents, bank notes, casino chips, vouchers, cash card, bonds, 

coupons, stamp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itle deeds, manuscripts, securities of any kind, 
loss of credit cards or replacement of credit cards, Identity Cards (IC) and driving licenses, 
travel documents except as provided for in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Section; 

n. or derangement or breakage of fragile or brittle articles; and/or 
o. resulting from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of such property. 

Note: The Policy will only pay for any claim under Baggage Loss or Baggage Delay for the same 
event. 
COMMON CARRIER BAGGAGE DELAY 
1.   We will pay You, [insert number] per person (sub-limits apply for Spouse, Childr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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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Helper, please refer to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more details), if Your Checked 
Baggage is delayed or misdirected by a Common Carrier for more than [insert number] hours 
from the time You arrive at the destination stated on Your ticket until the time it arrives. 
Coverage for delayed Luggage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Insured Person’s City of Permanent 
Residence.  
You must be a ticketed passenger on a Common Carrier. Additionally, all claims must be verified 
by the Common Carrier who must certify the delay or misdirection. 
2. Definitions 
Checked Baggage means a piece of baggage which was checked in and in the custody of a 
Common Carrier and for which a claim check has been issued to You by a Common Carri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means buses, trains and other forms of group transportation that 
transport the public, charge set fares, and operated on established routes between Airports and 
Hotels. 
Limitation 
If up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it is later determined that Your baggage checked with the Common 
Carrier has been lost, any amount claimed and paid to You under the baggage delay policy 
section will be deducted from any payment due You under the baggage lost policy section.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1.   We will pa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for the cost of 
obtaining replacement passports, travel tickets and visa, if any, which have been lost as well as 
additional travel expenses and hotel accommodation incurred whilst on a Covered Trip outside 
Your Country of Residence to replace such lost travel documents. Such loss must be due to 
robbery, burglary, theft or Natural Disasters whilst on a Covered Trip. 
Where replacement passports which have been lost whilst on a Covered Trip are to be obtained 
upon Your return to the Territory, We will pay You,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only for the cost of obtaining such passports excluding any transport or other 
incidental costs incurred in the Territory. 
If as a result of robbery, burglary, theft or Natural Disasters You experience a loss of cash, 
travelers’ cheques or banknotes which were on your person, or properly secured in a l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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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or strongroom or under your active supervision when the event occurs during a Trip, We 
will pay for the actual loss up to [insert number], provided that such loss i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or relevant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at the place of the loss no later than 24-hours 
after the incident. Any claim must be accompanied by written documentation from the police or 
such other authorities. 
2. What is NOT Covered by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Exclusions:  
We will not pay for any shortage due to exchange rate or depreciation in value and for loss of 
travelers’ cheques not immediately reported to the local branch or agent of the issuing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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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法拍屋貸款

信用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承作之法拍屋信用

貸款，借款人未依約償還，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約定追

償無著而受有損失者，由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之損失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損失指借款人之貸款餘額，不包括利息及違約金。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該筆貸款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未依貸款辦法之核貸，或核貸失實。 

二、被保險人之不誠實行為或與借款人串通、共謀。 

三、未依第十一條之程序追償。 

四、借款人所標購之法拍屋非法院或公正第三人規定之「點交」案件。 

五、由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兵亂、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核子分裂或輻

射作用所致借款人無法償還。 

六、該法拍屋為輻射鋼筋屋。 

七、任何性質之間接損失。 

 

5-3-4 保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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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 

被保險人於約定之「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內，因被保證員

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導致下述損失發生者，經被保

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

賠償請求，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約定之保險

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 

一、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被保證員工過失所致之損失。 

三、因董監事單獨或與其被保證員工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 

四、被保證員工向被保險人所為之消費、使用或借貸所致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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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

任。 

五、被保險人盤點財產不符之損失；但確係由被保證員工之不誠實行為所致者不在此

限。 

六、保險期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前發生之損失。 

七、被保險人經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仍繼續交託該員工經管財產，因

此所增加之任何損失。 

八、金融保險業因信用審核或放款融資相關之業務所致之任何損失。 

九、被保證員工因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致之任何損失。 

十、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利息、股利及其他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十一、被保險人違反第七條內部監督之執行所致之損失。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全體員工不列

名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

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全

體員工不列名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保險

契約係採全體員工不列名方式承保，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

人數及保險金額，詳如本保險契約所載。 

對於被保險人之新進員工，本公司均自動承保於本保險契約

內，惟被保險人須於次月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時間，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異動之人數。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

為範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

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為範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主保險契約「不誠實行為」擴大範圍變更名詞定義為：

指被保證員工觸犯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背信及

偽造文書不法行為。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

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

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

數變動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之被保證員工人數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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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幅度超過 10%，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本公司僅就變動超過約定之人數調整加退保險費。 

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之

被保證員工人數增加，但未為前項之通知，對於本公司因此

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

工定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

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

列被保證員工定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除主

保險契約對於被保證員工之定義外，本保險契約增訂被保證

員工定義如下：與被保險人訂有契約並於完成一定工作後，

接受被保險人給付報酬者，或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人。  

前項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主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

保險費義務之人；被保險人係指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

失時，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

繳付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得按本附加條款約定方

式分期繳付保險費，每期應繳金額應包含保險費及利息，惟

經本公司同意免計利息者，本公司於保單所載之保險費之

外，不再加收利息。 

各期保險費之應繳日、應繳金額，分期保險費之總金額與一

次交付保費之差額，均以保險單所載為準。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

履約保證保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向被保險人收取海外旅遊學習（以下

簡稱遊學）費用後，因財務問題而無法履行原訂遊學契約，

使所安排或組團之遊學無法啟程或完成全部行程，致被保險

人全部或部份遊學費用遭受損失，本公司對該損失在本保險

契約約定之金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惟遊學費用若以

信用卡簽帳方式支付遊學費用後，已依信用卡使用約定書之

規定，出具爭議聲明書請求發卡銀行暫停付款或將其繳付之

款項扣回者，則視為未有損失之發生。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

額，僅以其所遭受損失之遊學費用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原訂遊學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六、依照遊學契約，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費用或損失。 

七、要保人所經營遊學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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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倘所

有學員之遊學費用損失合計超過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

額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除另有約定外，未經本公司覆核且製發保險證者，本公司不

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

保證保險（甲式）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向被保險人收取團費後，因財務問題

而無法履行原訂旅遊契約使所安排或組團之旅遊無法啟程或

完成全部行程，致被保險人全部或部份團費遭受損失，本公

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

額，僅以其所遭受損失之團費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

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倘所有旅客

之團費損失合計超過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按

比例賠償之。 

一、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六、依照旅遊契約，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費用或損失。 

七、要保人所經營旅行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八、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

之附加條款）。 

九、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

之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

保證保險（乙式）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向被保險人收取非以信用卡方式支付

全部或部分團費後，因財務問題而無法履行原訂旅遊契約使

所安排或組團之旅遊無法啟程或完成全部行程，致被保險人

全部或部份團費遭受損失，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

額，僅以其所遭受損失團費於非以信用卡方式支付團費之金

額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

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倘所有旅客之團費損失合計超過保險契

約所載之保險金額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一、戰爭(不論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發生或擴大。 

六、依照旅遊契約，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之費用或損失。 

七、要保人所經營旅行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八、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

之附加條款）。 

九、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0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

之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保險經紀人

保證保險 

要保人因發生下列事故致未將其於保險期間內所收受委繳保

費之全部或部分交付予被保險人所指定之保險業，致被保險

人受有委繳保費之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致未將委繳保費交付予被保險人指定之保險業時，本公司不負賠償

責任:  

一、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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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要保人或其員工、業務員之侵占、詐欺或背信之行為。 

二、 要保人或其員工、業務員之侵占、詐欺或背信之行為，

且由爭議處理機構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作成評議書，並

經爭議處理機構事務所所在地之管轄地方法院核可。 

三、 要保人資產不足以清償負債而有清算、破產法之和解或

破產之情事。 

本公司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個別被保險人之賠償金

額，僅以其所交付之委繳保費為限，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

金額之加總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倘所有被保

險人之委繳保費損失合計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

時，本公司按比例賠償之。 

二、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 

三、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四、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損害擴大。 

五、要保人所經營之業務逾越政府核准範圍所致者。 

六、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

賠償請求，且無論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要保人所有者，均同： 

（一）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

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指示等。 

（三）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

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七、因戰爭、類似戰爭（不論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

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

論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

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G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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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5-4-1 責任險 
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各級學校暨幼兒園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修理廠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游泳池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超輕型載具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A)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1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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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B)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水上活動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意外污染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倉儲業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A)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B)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C)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洗車機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

組織及攤鋪位使用人適用）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

組織適用）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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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務責任附加條款(A)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務責任附加條款(B)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廣告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學校交通安全導護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碼頭裝卸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出租人(房東)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駕訓班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美容業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個別適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野生動物侵襲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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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高爾夫球場費用補償金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檢測廠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加條款(甲型)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作人員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代客停車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獨立承攬人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接駁運送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無人航空器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及容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上下卸貨第三人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天然氣業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文教業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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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A)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租人借用人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管箱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有線電視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含物體碰撞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第三人動植物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財物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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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體傷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34.0%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車輛責任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未執行安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社會保險附加條款 33.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約定處所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列名受僱人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34.0%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 28.0%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非執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加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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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完工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承保範圍附加條款－事故發生基礎 32.7%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產品使用年限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期間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附加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特別除外附加條款--酒類產品適用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訴訟及理賠費用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A)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B)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懲罰性賠償金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變更保險費計算基礎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

加條款(ML014A 製造兼維護廠商適用) 
32.7%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

加條款(ML014B 維護廠商適用) 
32.7%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電磁場或電磁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契約終止通知日數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條款 34.0%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其他產品零件責任附加條款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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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GUARANTEE AND FINANCIAL LOSS INSURANCE

（Claim-made Form） 

32.7%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 35.0%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旅客運送人責任附加條款 35.0% 

臺灣產物公共自行車責任保險 7.6%~25.0%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出發行程延遲費用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行李遺失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國內善後處理費用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慰撫金費用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19.7%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32.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颱風、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加

條款 

一般業務：32.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32.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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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32.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一般業務：32.7% 

招標案件：7.6%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laims-Made Form)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Occurrence FORM)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esignated 

Operations, Product, Work or All Recalled Product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Mad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Vendors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elf-Insured 

Retent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ccurrenc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lectrical/Electromagnetic Field/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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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EMF/RFR) Exclus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ollution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fts, Elevators and Escalators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lica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nction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mendment of Supplementary Payments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tent Infringement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ead Exclusion Clause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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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unitive and Exemplary Damage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r and Terrorism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fe Deposit Box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al Payment of Injury Treatment and Death Consolation 

Fe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nanc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road Form Property Damage Claus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Extension)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 Series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sequent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Liability Clause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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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iver Subrogat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vertising Sign and Decorations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nkeeper’s Liability and Safe Deposit Box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 Park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ood and Drink Poisoning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ehicles, Watercrafts, Aircrafts and/or Part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edical Payments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re Legal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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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CBs Exclus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dden and Accidental Pollution Damag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 Payment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bsolute Carcinogen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Suit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old and Fungi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ending and Prior Litigation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ducts Warran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llennium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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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fficacy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cess Primary Coverag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atch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Insuranc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isput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ose Coverag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ngle Limit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and Landlord’s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ata Risk & Cyber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hibition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alet Parking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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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Liquor Liability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Coverage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ssenger Car-Transfer Liability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rrorism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rrors & Omissions Clause (Claims-Made Form)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mmunicable Disease Exclusion LMA5396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imary and Non-Contributory Insurance Clause 
32.7%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verseas Business 

Visit Liability Clause 
32.7%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ocial and/ 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lause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Coverage Clause 
32.7%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 32.7%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基礎設施故障/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32.7%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交易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32.0%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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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32.0% 

臺灣產物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5.0% 

直接業務或招標案件：14.7% 

臺灣產物保險公證人專業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醫師業務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醫療機構綜合責任保險 

公共意外責任：一般業務：29.7% 

公共意外責任：招標案件：7.6% 

醫療過失責任：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HEALTHCARE INSTITU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AND PUBLIC LIABILITY POLICY 

公共意外責任：一般業務：29.7% 

公共意外責任：招標案件：7.6% 

醫療過失責任：32.7% 

臺灣產物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34.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重大情事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洗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資金募集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法人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保

監督疏失附加條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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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

無勸誘行為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續約承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特定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公司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

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專業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

管理疏失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調查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獨立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

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

及證管法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完全追溯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錯誤行為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辯

費用與股東污染訴訟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

認屬實的不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條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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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附

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及重要職

員責任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刑事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附

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

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職

員或受僱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非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緊急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

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職業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或

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

限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自負額免除附加條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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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投保中心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外

不保（僅承保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損害防阻費用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被保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網路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聲譽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除外不保

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條

款 
31.0%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地區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1.0%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任

附加條款 
29.7% 

臺灣產物保險清理人專業責任保險 32.0% 

臺灣產物律師責任保險 32.0% 

臺灣產物會計師責任保險 34.7%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責任保險 32.7% 

臺灣產物石油業責任保險 32.7% 

臺灣產物強制執行人員責任保險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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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臺灣產物金融機構專業責任保

險） 
15.0%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Specific Entity Exclusion 

Clause-Claims Brought By And Against 

15.0% 

臺灣產物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 32.7% 

臺灣產物地區公證人公會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藥師與藥劑生業務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加保噴灑農藥作業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警察人員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資安防護保險 29.7%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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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附加條款（A）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附加條款（B）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上下班途中及外出洽公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海外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制裁限制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

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A)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旅客運送業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不動產經紀業專業責任保險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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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29.7%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工程險、意外險適用） 32.7%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工程保險、責任保險、

保證、信用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適用） 
34.0% 

臺灣產物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共同保險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34.0%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32.7%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34.0%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32.0% 

臺灣產物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一般業務：29.7%；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34.0%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32.7%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34.0%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財產保險適用) 不適用 

臺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9.7% 

招標案件：7.6% 

 
5-4-2 其他財產險 

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 

臺灣產物竊盜損失保險 26.0% 

臺灣產物玻璃保險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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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現金保險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金融業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有價證券)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票據及有價證券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現金運送人數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保險櫃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電信業)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黃金） 一般業務：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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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商品禮券）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櫃台現金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含外幣)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7.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竊盜定義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戰爭風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買回選擇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暫存處所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價值減損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約定價值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A）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竊盜、搶奪、強盜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保火災、爆炸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恐怖主義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殘餘物處理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蟲咬(蛀)附加條款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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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理賠事項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26.0%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國立故宮博物院適用） 26.0%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非招標業務：26.0% 

招標業務：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通貨(外幣)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未履行營業處所安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其他除外不保項目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財產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設備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董事執行員工職務不忠實行為附加條

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電報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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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短鈔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6.0%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節目中斷保險 28.7% 

臺灣產物行動電話保險 33.7% 

臺灣產物建築物使用權保險 33.7% 

臺灣產物液化石油氣及鋼瓶綜合保險 42.0%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 33.7%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33.7%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加密貨幣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3.7% 

臺灣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 25.0% 

臺灣產物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20.5% 

臺灣產物高雄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20.5% 

臺灣產物屏東內陸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20.5%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地震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重置成本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條款(含運送途中)(A)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條款(含運送途中)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寄送金銀珠寶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散鑽或裸石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對外寄託金銀珠寶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颱風及洪水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親自運送附加條款 8.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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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攜出外借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承保現金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8.6%~34.0%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 25.0%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 25.0% 

臺灣產物 Cyber Insurance 8.6%~33.7% 

臺灣產物一桿進洞獎品費用補償保險 34.0% 

臺灣產物企業法定傳染病費用綜合保險（中小企業適用） 29.7% 

臺灣產物企業門市防疫費用補償保險 32.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31.7% 

TFMI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Insurance 

31.7%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Travel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23.53% 

 
5-4-3 信用險 

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 

臺灣產物法拍屋貸款信用保險 33.7% 

 
5-4-4 保證保險 

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一般業務：28.7% 

招標案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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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32.7%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全體員工不列名承保附加條款 28.7%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為範圍附加條款 28.7%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附加條款 
一般業務：28.7% 

招標案件：7.6%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工定義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不適用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履約保證保險 20.0%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甲式） 25.0%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乙式） 25.0% 

臺灣產物保險經紀人保證保險 

直接業務通路：20% 

保險代理人通路：28.7% 

保險經紀人通路：28.7% 

保險業務員通路：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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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op  

5-5  短期費率表 

5-5-1責任險、其他財產險、信用險、保證保險 

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一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2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1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1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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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25％ 7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30％ 70％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2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1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1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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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三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5％ 15％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90％ 10％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5％ 5％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100％ 0％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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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四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5％ 15％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90％ 10％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5％ 5％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7％ 3％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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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五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20％ 80％ 

一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 40％ 60％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 60％ 40％ 

六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 80％ 20％ 

九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 95％ 5％ 

十一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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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六 

年繳短期費率表 半年繳短期費率表 季繳短期費率表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保險有效期間 對半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

對半年繳保費比(%) 

30％ 70％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

間 

60％ 40％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一個月以上至 

二個月者期間 

50％ 50％ 一個月以上 

至二個月者期間 

80％ 20％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二個月以上至 

三個月者期間  

70％ 30％ 二個月以上 

至三個月者期間 

100％ 0％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三個月以上至 

四個月者期間 

90％ 10％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四個月以上至 

五個月者期間  

95％ 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五個月以上至 

六個月者期間 

100％ 0％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2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1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1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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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七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有

效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

有效

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有

效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有

效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有

效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有

效天數 

退
費
比 

保單有

效天數 

退
費
比 

1 95% 31 82% 61 73% 91 65% 121 57% 151 49% 181 40% 211 34% 241 27% 271 21% 301 14% 331 8% 361 1% 

2 94% 32 81% 62 73% 92 65% 122 57% 152 48% 182 40% 212 34% 242 27% 272 20% 302 14% 332 7% 362 1% 

3 95% 33 82% 63 73% 93 64% 123 56% 153 48% 183 40% 213 33% 243 27% 273 20% 303 14% 333 7% 363 1% 

4 93% 34 81% 64 72% 94 64% 124 56% 154 48% 184 40% 214 33% 244 26% 274 20% 304 13% 334 7% 364 0% 

5 93% 35 81% 65 72% 95 64% 125 56% 155 47% 185 40% 215 33% 245 26% 275 19% 305 13% 335 6% 365 0% 

6 92% 36 80% 66 72% 96 64% 126 55% 156 47% 186 39% 216 33% 246 26% 276 19% 306 13% 336 6%   

7 92% 37 81% 67 72% 97 63% 127 55% 157 47% 187 39% 217 32% 247 26% 277 19% 307 13% 337 6%   

8 91% 38 80% 68 71% 98 63% 128 55% 158 47% 188 39% 218 32% 248 25% 278 19% 308 12% 338 6%   

9 90% 39 80% 69 71% 99 63% 129 55% 159 46% 189 39% 219 32% 249 25% 279 19% 309 12% 339 6%   

10 89% 40 79% 70 71% 100 63% 130 54% 160 46% 190 39% 220 32% 250 25% 280 19% 310 12% 340 6%   

11 90% 41 79% 71 71% 101 62% 131 54% 161 46% 191 38% 221 32% 251 25% 281 18% 311 12% 341 6%   

12 89% 42 78% 72 70% 102 62% 132 54% 162 46% 192 38% 222 31% 252 25% 282 18% 312 12% 342 5%   

13 89% 43 78% 73 70% 103 62% 133 54% 163 46% 193 38% 223 31% 253 24% 283 18% 313 12% 343 5%   

14 88% 44 78% 74 70% 104 61% 134 53% 164 45% 194 38% 224 31% 254 24% 284 18% 314 11% 344 5%   

15 88% 45 78% 75 69% 105 61% 135 53% 165 45% 195 37% 225 31% 255 24% 285 17% 315 11% 345 5%   

16 87% 46 77% 76 69% 106 61% 136 53% 166 45% 196 37% 226 31% 256 24% 286 17% 316 11% 346 4%   

17 87% 47 77% 77 69% 107 61% 137 52% 167 44% 197 37% 227 30% 257 24% 287 17% 317 11% 347 4%   

18 86% 48 77% 78 69% 108 60% 138 52% 168 44% 198 37% 228 30% 258 24% 288 17% 318 10% 348 4%   

19 86% 49 77% 79 68% 109 60% 139 52% 169 44% 199 36% 229 30% 259 23% 289 17% 319 10% 349 3%   

20 85% 50 76% 80 68% 110 60% 140 52% 170 43% 200 36% 230 29% 260 23% 290 17% 320 10% 3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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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85% 51 76% 81 68% 111 60% 141 51% 171 43% 201 36% 231 29% 261 23% 291 16% 321 9% 351 3%   

22 84% 52 76% 82 67% 112 59% 142 51% 172 43% 202 36% 232 29% 262 22% 292 16% 322 9% 352 3%   

23 84% 53 76% 83 67% 113 59% 143 51% 173 43% 203 35% 233 29% 263 22% 293 16% 323 9% 353 2%   

24 84% 54 75% 84 67% 114 59% 144 51% 174 42% 204 35% 234 29% 264 22% 294 15% 324 9% 354 2%   

25 83% 55 75% 85 67% 115 58% 145 50% 175 42% 205 35% 235 29% 265 22% 295 15% 325 9% 355 2%   

26 84% 56 75% 86 66% 116 58% 146 50% 176 42% 206 35% 236 28% 266 22% 296 15% 326 9% 356 2%   

27 83% 57 74% 87 66% 117 58% 147 50% 177 41% 207 35% 237 28% 267 22% 297 15% 327 9% 357 2%   

28 83% 58 74% 88 66% 118 58% 148 49% 178 41% 208 34% 238 28% 268 21% 298 15% 328 8% 358 2%   

29 82% 59 74% 89 66% 119 57% 149 49% 179 41% 209 34% 239 27% 269 21% 299 15% 329 8% 359 2%   

30 82% 60 74% 90 65% 120 57% 150 49% 180 41% 210 34% 240 27% 270 21% 300 15% 330 8% 3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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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八 

已滿期之保險費，應按一年期保險費乘以保險期間內經過月份之各月份費率比之合計計算，其中未滿一個月之月份，以一個月計算；

費率比合計低於 15%者，以 15%計算。短期費率係數表如下： 

經過月份 費率比(%) 退費比 

一月份 15 

返還未滿期間

之保險費： 

已滿期之保險

費，應按一年期

保險費乘以保

險期間內經過

月份之各月份

費率比之合計

計算。 

二月份 15 

三月份 0 

四月份 0 

五月份 0 

六月份 15 

七月份 20 

八月份 20 

九月份 15 

十月份 0 

十一月份 0 

十二月份 0 

 

附表九 

本商品無短期費率之適用。 

 

附表十 

按全年保險費之日數比例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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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十二 

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非專案性質者）適用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2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1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1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專案性質者）適用 

不適用短期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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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十四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2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1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1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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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十六 

一、營業處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5％ 15％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90％ 10％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5％ 5％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100％ 0％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二、活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以舉辦活動之風險與活動期間計收保險費。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

本公司按活動期間係數差額計算。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

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 971 頁，共 1045 頁 

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十七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一日 5％ 95％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 25％ 7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 35％ 6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 45％ 5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 55％ 4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 65％ 3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 75％ 2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 80％ 2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 85％ 1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 90％ 1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 95％ 5％ 

十一個月以上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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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十八 

 

保險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保險期間介於每年十二月一日至

翌年四月三十日期間 

未滿三個月 10％ 90％ 

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 15％ 85％ 

四個月以上 20％ 80％ 

保險期間介於每年五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間 100% 0% 

保險期間跨越前二項者 100% 0% 

 

 

 

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十九 

 

保險期間 
對年繳 

保費比 

退費比 

保險期間介於每年四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期間 10％ 90％ 

保險期間介於每年十二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 100% 0% 

保險期間跨越前二項者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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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十 

一、年期係數表 

年期 1 2 3 4 5 6 

係數 1 1.36 1.57 1.72 1.84 1.93 

年期 7 8 9 10 超過 10 
 

係數 2.01 2.08 2.14 2.2 2.29 
 

     註 1：承保年期小於一年之係數： 
           3個月以內： 0.5 
           6個月以內： 0.7 
           超過 6個月~ 8個月內：0.8 
           超過 8個月~10個月內：0.9 
           10個月以上至 12個月：1 
     註 2：承保年期介於上表表列年期間者，採用內插法(以日數比例法)估計，四捨五入取位至小點後 2位。 

二、短期退費計算方式 

要保人於保單生效後辦理契約終止者，應返還之保費計算方式如下： 

1.保險經過期間小於或等於一年： 

依承保年期小於一之年期係數計算應收總保費後，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如保險期間十個月，保單於生效後八個月終止，則返還下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0.8/0.9) 

2.保險經過期間大於一年： 

依保險經過年數(n)、並以 n與(n+1)年期係數差額之日數比例計收總保費，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如保險期間五年，於保單生效後二年又九十天終止(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為例)，則返還下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1.36/1.84-(1/1.84)×(1.57-1.36)×(90/365)] 

註：營繕工程結束或經啟用、接管、驗收而終止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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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十二 

一、一般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保險有效期間 對年繳保費比 退費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8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7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6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5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4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3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2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2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1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1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0％ 

二、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一) 保險期間係數表 

        1.營造工程、勞務契約 

年期 1 2 3 4 5 6 

係數 1 1.36 1.57 1.72 1.84 1.93 

年期 7 8 9 10 超過 10 
 

係數 2.01 2.08 2.14 2.20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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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裝工程 

年期 1 2 3 4 5 6 

係數 1 1.41 1.65 1.83 1.96 2.07 

年期 7 8 9 10 超過 10 
 

係數 2.16 2.24 2.31 2.37 2.53 
 

        3.若上述 1及 2，承保年期小於 1年之係數： 

          3個月以內： 0.5 

          超過 3個月~ 6個月內： 0.7 

          超過 6個月~ 8個月內：0.8 

          超過 8個月~10個月內：0.9 

          超過 10個月至 12個月：1.0 

        4.若上述 1及 2，承保年期介於表列期間(年期)者，採用內插法(以日數比例法)估計，四捨五入取位至小點後 2位。   

  (二) 短期退費計算方式及範例 

         於保單生效後辦理契約終止者，應返還之保費計算方式如下： 

         1.保險經過期間小於或等於一年： 

         依承保年期小於一之年期係數計算應收總保費後，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如承保營造工程保險，原保險期間十個月，保單於生效後八個月終止，則返還下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0.8/0.9) 

         2.保險經過期間大於一年： 

         依保險經過年數(n)、並以 n與(n+1)年期係數差額之日數比例計收總保費，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如承保營造工程保險，原保險期間五年，於保單生效後二年又九十天終止(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為例)，則返還下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1.36/1.84-(1/1.84)×(1.57-1.36)×(90/365)] 

         註：專案結束或經啟用、接管、驗收而終止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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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十三 

 

凡中途退保或承保期間不足一年者，以下列方式計算短期總保險費 

(一)保險期間全期介於非疫情期間者 

 短期總保險費 = 總保險費 × 短期費率係數 

期     間 按總保險費百分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二)保險期間全期介於疫情期間者，以全年保險費百分之百計算。 

(三)保險期間跨越前二項者，以全年保險費百分之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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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十四 

Policy Effective Period 1 month 2 months 3 months 4 months 5 months 6 months 

% of Annual Premium 10% 20% 30% 40% 50% 60% 

Policy Effective Period 7 months 8 months 9 months 10 months 11 months 12 months 

% of Annual Premium 70% 80% 85% 90% 95% 100% 

 

 

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十五 

一、年期係數 

年期 1 2 3 4 5 6 

係數 1.00 1.36 1.57 1.72 1.84 1.93 

年期 7 8 9 10 超過 10 
 

係數 2.01 2.08 2.14 2.20 2.29 
 

註 1：承保年期小於一年之係數： 

     ● 3 個月以內： 0.5 

     ● 6 個月以內： 0.7 

     ● 超過 6個月~ 8個月內：0.8 

     ● 超過 8個月~10個月內：0.9 

     ● 10 個月以上至 12個月：1 

註 2：承保年期介於上表表列年期間者，採用內插法(以日數比例法)估計，4捨 5入取位至小點後 2位，此處所稱 1年皆以 365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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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期退費計算方式： 

要保人於保單生效後辦理契約終止者，應返還之保費計算方式如下： 

(1) 保險經過期間小於或等於 1年： 

a. 依承保年期小於 1之年期係數計算應收總保費後，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b. 如保險期間 10個月，保單於生效後 8個月終止，則返還下列金額：期初收取總保費×(1-0.8÷0.9) 

(2) 保險經過期間大於 1年： 

a. 依保險期間經過之年數(n)、並以 n與(n+1)年期係數差額之日數比例計收總保費，返還與期初收取總保費之差額。 

b. 如保險期間 5年，於保單生效後 2年又 90日終止(以 1年 365天為例)，則返還下列金額： 

期初收取總保費×[1-1.36/1.84-(1÷1.84)×(1.57-1.36)×(90÷365)] 

 

 

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附表二十六 

一、承保年期大於或等於 1年者： 

年期 1 2 3 

係數 1 1.36 1.57 

承保年期介於表列期間(年期)者，採用內插法(以日數比例法)估計，四捨五入取位至小數點後 2位。 
 

二、承保年期小於 1年者： 

年期 年期係數 

3個月以內 0.50  

超過 3個月~6個月以內 0.70  

超過 6個月~8個月以內 0.80  

超過 8個月~10個月以內 0.90  

超過 10個月~12個月以內 1.00  



 

第 979 頁，共 1045 頁 

 

編號 商品名稱 短期費率表及退費係數表 

（一）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三）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詳上述附表二 

（四） 臺灣產物法拍屋貸款信用保險 附表九：保期最長三個月，無短期費率之適用。 

（五）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六） 臺灣產物保險經紀人保證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七） 臺灣產物醫療機構綜合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八） 臺灣產物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九） 臺灣產物醫師業務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十）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二十 

（十一）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六 

（十二）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四 

（十三）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七 

（十四）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二 

（十五）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十六） 臺灣產物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十七）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十八）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 附表九：本保險按各月份保險公司覆核之保險證明書核算保險費，無短

期費率係數表。 

（十九） 臺灣產物保險公證人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十） 臺灣產物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附表九：由於本保險費以每人次為計算基礎，無短期費率表。 

（二十一） 臺灣產物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附表九：承保公司按被保險人實際營運量與議定之保險費率計算應收保

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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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臺灣產物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附表十：按全年保險費之日數比例退還。 

（二十三）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三 

（二十四）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十五） 臺灣產物強制執行人員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十六） 臺灣產物金融機構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十七） 臺灣產物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十八） 臺灣產物地區公證人公會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二十九） 臺灣產物保險清理人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三十） 臺灣產物竊盜損失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三十一） 臺灣產物玻璃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三十二）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 附表九：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未到期或未運

送部分返還要保人。 

（三十三） 臺灣產物節目中斷保險 附表九：非時間保單，無短期費率之適用。 

（三十四） 臺灣產物行動電話保險 詳上述附表六 

（三十五） 臺灣產物建築物使用權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三十六）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三十七）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詳上述附表三 

（三十八）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HEALTHCARE INSTITU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AND PUBLIC LIABILITY POLICY 

詳上述附表三 

（三十九） 臺灣產物石油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四十） 臺灣產物會計師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四十一） 臺灣產物律師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四十二）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責任保險 附表九：本保險按各月份保險公司覆核之保險證明書核算保險費，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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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費率係數表。 

（四十三）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履約保證保險 詳上述附表八 

（四十四）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四 

（四十五） 臺灣產物液化石油氣及鋼瓶綜合保險 附表九：保費按月繳付，無短期費率之適用。 

（四十六）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四十七）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LIABILITY,PRODUCT GUARANTEE AND FINANCIAL 

LOSS INSURANCE（Claim-made Form） 

詳上述附表三 

（四十八） 臺灣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七 

（四十九） 臺灣產物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八 

（五十） 臺灣產物高雄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八 

（五十一）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三 

（五十二） 臺灣產物屏東內陸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八 

（五十三）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五十四）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

險 

詳上述附表十八 

（五十五）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

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 

詳上述附表十九 

（五十六） 臺灣產物公共自行車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五十七） 臺灣產物 Cyber Insurance 詳上述附表一 

（五十八） 臺灣產物藥師與藥劑生業務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五十九） 臺灣產物一桿進洞獎品費用補償保險 附表九：非時間保單，無短期費率之適用。 

（六十）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第 982 頁，共 1045 頁 

（六十一） 臺灣產物警察人員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六十二） 臺灣產物資安防護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六十三)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二十二 

(六十四) 臺灣產物企業法定傳染病費用綜合保險（中小企業

適用） 

詳上述附表二十三 

(六十五) 臺灣產物旅客運送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六十六) 臺灣產物不動產經紀業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六十七) 臺灣產物企業門市防疫費用補償保險 詳上述附表一 

(六十八)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詳上述附表二十四 

(六十九)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Travel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詳上述附表二十四 

(七十)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二十五 

(七十一) 臺灣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詳上述附表二十六 
 

 

 

Go Top 

5-6 保費退費係數表 
責任險 詳細資料參閱 5-5短期費率表 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其他財產險 詳細資料參閱 5-5短期費率表 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信用險 詳細資料參閱 5-5短期費率表 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保證保險 詳細資料參閱 5-5短期費率表 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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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op 

 

5-7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5-7-1 責任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各級學校暨幼

兒園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修理廠責

任附加條款 

發生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廠內發生意外事故時，應保留現場並儘速通知本公司處理。 

二、於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時： 

（一）通知本公司或當地分支機構。 

（二）保留現場。 

（三）報請當地憲警單位或交通隊處理。 

（四）除自願負擔損失外，不得逕行和解。 

（五）如對方逃逸時，請記下對方車牌號碼、顏色及車種，並儘速向當地憲警單位報案。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建築物承租人

火災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食品中毒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游泳池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 同主保險契約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6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9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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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超輕型載具責

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

附加條款(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招牌責任

附加條款(B)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水上活動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意外污染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倉儲業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B)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

條款(C)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洗車機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

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及攤鋪

位使用人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零售市場責任

附加條款（管理委員會或自治組織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1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0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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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

務責任附加條款(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油站附屬業

務責任附加條款(B)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廣告

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

加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第三人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身故慰問金費用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第三人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探視第三人購置物品之相

關費用單據；或經本公司理賠人員陪同前往喪家或醫院見證其支付事實。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學校交通安全

導護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碼頭裝卸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物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出租人(房東)

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駕訓班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美容業責任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個別

適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野生動物侵襲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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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高爾夫球場費

用補償金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球場證明書。 

三、損失清單或費用支出單據。 

四、第三人身分證明及簽收單據或回條。 

五、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汽車檢測廠責

任附加條款 

發生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廠內發生意外事故時，應保留現場並儘速通知本公司處理。 

二、於廠外發生意外事故時： 

（一）通知本公司或當地分支機構。 

（二）保留現場。 

（三）報請當地憲警單位或交通隊處理。 

（四）除自願負擔損失外，不得逕行和解。 

（五）如對方逃逸時，請記下對方車牌號碼、顏色及車種，並儘速向當地憲警單位報案。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受託物責任附

加條款（甲型）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活動事件工作

人員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代客停

車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獨立承攬人責

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接駁運送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無人航空器責

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及

容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http://law.tii.org.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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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上下卸貨第三

人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液化石油氣天

然氣業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費用

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刑事起訴書或相關訴訟文書或其他法律文件。  

二、 律師費用收據及其他刑事訴訟費用相關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文教業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承租人借用人

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管箱責任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有線電視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含物體

碰撞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電梯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營繕承保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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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交互責

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通知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

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第三人

動植物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財物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或相關廠商財物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

體傷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鄰近財

物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 

（三） 於知悉有被起訴狀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

司。 

（四）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

他必要的調查或行為。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途中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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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車輛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未執行安全措

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一）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五）受僱人遺屬之身份證明。  

二、殘廢保險金申請 

（一）殘廢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殘廢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一）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勞工保險給付證明文件。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

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

理，其順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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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姐妹。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社會保險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約定處所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限定承保列名

受僱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

加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受僱人醫療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受僱人醫療費用明細或醫療證明文件（或醫療費用收據）。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 

三、 於知悉有被起訴狀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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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他

必要的調查或行為。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補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受補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於收到補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時，應將上述文件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臺灣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擴大承保

非執行職務期間死亡撫卹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險 

因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知悉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十日內將詳細情形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盡可能保留該引起意外事故之被保險產品，隨時接受本公司之勘查或檢驗。 

（四） 應立即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或有關訴訟文件之副本或影印本送交本公司。 

（五）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其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完工責任保險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承保範圍附加條款

－事故發生基礎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產品使用年限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延長被保險人受賠

償請求期間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附加被保險人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特別

除外附加條款--酒類產品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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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訴訟及理賠費用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

(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

(B)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懲罰性賠償金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變更保險費計算基

礎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備及

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條款

(ML014A 製造兼維護廠商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建築物昇降設備及

機械停車設備專業廠商責任附加條款

(ML014B 維護廠商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電磁場或電磁波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契約終止通知日數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其他產品零件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LIABILITY, PRODUCT 

GUARANTEE AND FINANCIAL LOSS 

INSURANCE（Claim-made Form） 

記名被保險人若已知悉預期可能會導致承保損失之危險情事，不論其求償金額是否低於承保明細表載明之自留

額，記名被保險人應立刻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所有細節。記名被保險人收到任何相關信件、賠償請求、書狀、傳

喚及進行任何民事程序，均應立即轉知本公司。記名被保險人知悉任何可能導致承保損失之起訴或勘驗，亦應

立即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1.理賠申請書 

2.回收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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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回費用之清單及費用支出證明文件。 

4.其他理賠之必要文件(因理賠個案之需要而有所不同)。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及當地警察機關處理。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警察機關處理證明文件或其他得以證明意外事故發生之相關文件。 

三、第三人死亡、殘廢或傷害者，應依其情況檢具死亡證明文件、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單據。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租賃自行車責任保險旅客運送人

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公共自行車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應立即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及當地警察機關處理。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或行使直接請求權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依本公司要求應分別檢具下列文件： 

一、第三人體傷：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警察機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肇事責任鑑定書。 

(三)診斷書。 

(四)醫療費收據。 

(五)療養費收據或其他補助收據。 

(六)和解書或判決書。 

(七)戶口名簿影本。 

二、第三人死亡：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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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察機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肇事責任鑑定書。 

(三)死亡證明書。 

(四)除戶戶口名簿影本。 

(五)繼承系統表。 

(六) 和解書或判決書。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保全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

款 

 

主保險契約第十五條第一項增列第四款，內容如下： 

四、 提供經當地治安機關證明之損失清單正本，包括損失物品名稱、損失數量、進貨或出貨購買價格及損失

金額等資料。 

臺灣產物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險 

被保險人遇有保險人可能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即以電話、電報、傳真或其他方法通知保險人。 

（二） 應盡力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損害。 

（三）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賠償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死亡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之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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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戶之全戶戶籍謄本。 

（九）繼承系統表。 

（十）繼承人印鑑證明。 

（十一）其他相關文件。 

二、殘廢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其他相關文件。 

三、醫療費用損失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醫療收據。 

（九）其他相關文件。 

四、旅行文件重置： 

（二） 意外遺失或遭竊之報案證明書。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駐外單位報警資料。 

（五）入國（境）證明書。 

（六）辦理證件之規費收據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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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費收據。 

（八）重新申辦旅行文件之影本。 

（九）其他相關文件。 

五、善後處理費用： 

（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相關費用收據正本。 

旅遊團員申領殘廢賠償時，本公司得對旅遊團員的身體予以檢驗。 

對於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相關理賠文件之費用，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出發行程延遲費

用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公司或單位所開具之延遲證明及因此延遲所致之其他必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 

前項第二款所稱「有效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出具之單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行李遺失賠償責

任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受託運單位開具行李交運之收執憑證及遺失証明。 

三、旅遊團員請求賠償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國內善後處理費

用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本條賠償。 

前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出具之單據。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超額責任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慰撫金費用附加

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慰撫金之支付證明或奠儀收據。 

三、死亡證明書及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額外住宿與旅行

費用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警方報案證明或其他機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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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飛機等交通工具之購票證明、旅館住宿證明及其他必要費用之有效單據正本。 

前項第三款所稱「有效單據正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出具之單據。 

本附加條款之費用若非由被保險人直接支出，須另行檢具被保險人支付予團員之證明。 

臺灣產物鐵路旅客運送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項，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知悉後五日以電話、電報、傳真或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合理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 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印本送交本公

司。 

（四） 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證明文件，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五） 訴訟進行中，被保險人應與本公司合作，協助人證及物證之蒐集，並須應法院傳喚到庭 

作證。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險 

被保險人受承租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承租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颱風、地

震、洪水或其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天災責任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特別約定

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金融業保管箱責任保險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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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laims-Made Form) 

事故、過失、索賠或訴訟發生時之處置 

一、一旦事故或過失發生而導致賠案可能產生，被保險人應儘速通知本公司，該通知內容應包括： 

（一）何時、何地及如何發生該事故或過失； 

（二）受傷者及目擊者之姓名及地址；及 

（三）發生“意外事故”或過失造成傷害或損失的情形與位置。 

二、一旦賠案發生或任何被保險人被提起“訴訟”，被保險人應該： 

（一）立即記錄索賠或“訴訟”的詳細情形及接到通知的日期；同時 

（二）應儘速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應確定本公司儘速收到索賠或“訴訟”之書面通知。 

三、 相關的被保險人必須： 

（一）一旦接獲有關索賠或“訴訟”的任何賠償請求書、通知書、傳票或法律文件，請立即影印一份給本公司； 

（二）授權本公司去獲取相關記錄及資訊； 

（三）協助本公司進行賠案之調查或處理，或“訴訟”的抗辯；同時 

（四）因保險事故發生致有體傷或財損，而該意外事故若另有應負賠償責任之個人或團體時，被保險人於本公

司要求下，應協助執行對該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的權利主張。 

四、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所為之賠償義務、導致之任何費用，除被保險人願意自行承擔

之費用外，未經保險公司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Occurrence FORM) 

事故、過失、索賠或訴訟發生時之處置 

一、一旦事故或過失發生而導致賠案可能產生，被保險人應儘速通知本公司，該通知內容應包括： 

（一）何時、何地及如何發生該事故或過失； 

（二）受傷者及目擊者之姓名及地址；及 

（三）發生“意外事故”或過失造成傷害或損失的情形與位置。 

二、一旦賠案發生或任何被保險人被提起“訴訟”，被保險人應該： 

（一）立即記錄索賠或“訴訟”的詳細情形及接到通知的日期；同時 

（二）應儘速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應確定本公司儘速收到索賠或“訴訟”之書面通知。 

三、 相關的被保險人必須： 

（一）一旦接獲有關索賠或“訴訟”的任何賠償請求書、通知書、傳票或法律文件，請立即影印一份給本公司； 

（二）授權本公司去獲取相關記錄及資訊； 

（三）協助本公司進行賠案之調查或處理，或“訴訟”的抗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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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保險事故發生致有體傷或財損，而該意外事故若另有應負賠償責任之個人或團體時，被保險人於本公

司要求下，應協助執行對該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的權利主張。 

四、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所為之賠償義務、導致之任何費用，除被保險人願意自行承擔

之費用外，未經保險公司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esignated Operations, Product, Work or All 

Recalled Product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Mad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Vendors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elf-Insured Retent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ccurrence Form) Deductibl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lectrical/Electromagnetic 

Field/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EFL/EMF/RFR)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nimum Earned Premium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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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uclear Energy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ollution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mendment of Supplementary Payments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tent Infringement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ead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Vehicles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unitive and Exemplary Damage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r 

and Terrorism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fe 

Deposit Box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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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pplemental Payment of Injury Treatment 

and Death Consolation Fe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nanc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nkeeper’s Liability and Safe Deposit Box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fts, Elevators and Escalators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lica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anction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ood and Drink Poisoning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ehicles, Watercrafts, Aircrafts and/or Part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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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edical Payments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Fire Legal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CB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udden and Accidental Pollution Damag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 Payment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road Form Property Damage Claus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Extension)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ar Park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 Series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nsequential Los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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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Liability Clause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mployment-Related Practice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Waiver Subrogat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vertising Sign and Decorations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bsolute Carcinogen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ross Suit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old and Fungi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ending and Prior Litigation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roducts Warran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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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Millennium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Jurisdict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fficac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cess Primary Coverag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Batch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Insuranc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isput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USA/Canada Domiciled Operations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Nose Coverag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ingle Limit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Tenant and Landlord’s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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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Data 

Risk & Cyber Liability Exclus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xhibition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Valet Parking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Liquor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Coverag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Passenger Car-Transfer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Additional Insured – Designated Person or 

Organization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 ty Insurance 

Terrorism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Errors & Omissions Clause (Claims-Made 

Form)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mmunicable Disease Exclusion LMA5396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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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 ity Insurance 

Primary and Non-Contributory Insurance 

Clause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Overseas Business Visit 

Liability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FMI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Insurance Social and/ 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 ty Insuranc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Coverage Clause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遭受第三人提出賠償請求或調查時，應從初次得知此賠償請求或調查時起三十日內(但最遲不得逾保

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但本公司僅就保險期間內對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或調查，始

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基礎設施

故障/安全錯誤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個人資料保護責任保險交易損失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險 

因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電報、傳真或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十日內將詳細情形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 於知悉有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印本於五日內

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定作

人通知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特別

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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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保險公證人專業責任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醫師業務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臺灣產物醫療機構綜合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HEALTHCARE INSTITUTION MEDICAL 

PROFESSIONAL LIABILITY 

AND PUBLIC LIABILITY POLICY 

1. 賠償請求或死因調查之通知 

(a)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有任何對其賠償請求或死因調查時立即以書面通知保險人，此為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 A.

負責之先決要件。 

(b)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有任何對其賠償請求時立即以書面通知保險人，此為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 B.負責之先決

要件。 

2. 醫療事故或情況之通知 

(a)被保險人應予醫療事故發生涉及對病患傷害或撒瑪利亞善行涉及對人身傷害，實際影響或限制病患或該人

獨立生活處理日常生活之能力時，立即以書面通知保險人，此為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 A.負責之先決要件。 

無論被保險人合理的認為醫療事故或撒瑪利亞善行是否會遭受賠償請求，均需依本一般事項 B.2(a)通知保險



 

第 1008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人。 

(b)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 A.（除以上一般事項 B.2(a)之外）以及本保險契約 B.，若被保險人知悉任何事故，指

控、事情、狀況，合理預期可能會因醫療事故或事故導致被保險人遭受賠償請求或者為死因調查時，應儘速書

面通知保險人。 

僅有本保險契約 A，被保險人遭受之任何賠償請求或被保險人開始涉及死因調查，其已根據一般事項 B.2.通知

保險人，該通知日應視為保險人第一次收到事故或被指控之書面通知日。 

3. 對保險人的通知 

在一般事項 B.所列對保險人之通知，應以郵件或電子郵件送達至承保明細表第八項所示之地址。 

臺灣產物意外污染責任保險 

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之意外污染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知悉後立即以電話通知本公司，並於十五日內將事故發生情形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合理必要措施以防止損失之擴大並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盡可能保留發生意外污染事故之現場以接受本公司之勘查或檢驗。 

（四）立即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或有關訴訟文件之副本或影印本送交本公司。 

（五）提供本公司認為必要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其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但被保險人無法自行提拱者，其

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本保險契約之賠償責任以賠償請求、事故通知、調查首次在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或最遲於保險期間屆滿後

四十五日內，或於發現期間或發現期間屆滿後四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應與本公司合作並以書面方式提供相關資訊，協助本公司調查及確認本保險契約應負之

責任，並確認因賠償請求或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或情形所應負之責任。 

若於保險期間或發現期間，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知悉因其錯誤行為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或情形時，應

立即通知本公司，本保險契約對於任何事後基於此被保險人的錯誤行為而產生的賠償請求，均視同已於上述通

知時間通知本公司。錯誤行為的通知應包含與錯誤行為有關之詳細資料。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重大情事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投資銀行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洗錢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資金募集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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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法人董監事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金融機構業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疏失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特定持股比例股東除外不保-無勸誘行為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續約承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特定事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公司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承保監督管理疏失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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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調查費用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獨立董事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證管法規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完全追溯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錯誤行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抗辯費用與股東

污染訴訟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

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外部組織職務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退休金管理人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刑事抗辯費用附屬責任限額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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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或失去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由前董監事、重要職員或受僱人

所提出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外部組織之承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從屬公司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非執行董事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緊急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職業安全及衛生的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

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附加超額上限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自負額免除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投保中心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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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除外不保（僅承

保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損害防阻費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稅賦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網路隱私和保密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聲譽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身體傷害及財務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代表訴訟調查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專業責任保險

地區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

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責任

保險專業運送承攬人除外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保險清理人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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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律師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判決書、和解書或仲裁判斷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會計師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判決書、和解書或仲裁判斷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賠償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死亡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遊學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八）除戶之全戶戶籍謄本。 

（九）繼承系統表。 

（十）繼承人印鑑證明。 

（十一）其他相關文件。 

二、殘廢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遊學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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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其他相關文件。 

三、醫療費用損失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遊學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醫療收據正本 

（九）其他相關文件。 

四、旅行證件重置： 

（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駐外單位報警資料。 

（五）辦理證件之規費收據正本。 

（六）交通費收據。 

（七）重新申辦旅行證件之影本。 

（八）其他相關文件。 

五、善後處理費用： 

（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相關費用收據正本。 

遊學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申領殘廢賠償時，本公司得對遊學團員的身體予以檢驗。 



 

第 1015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對於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相關理賠文件之費用，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石油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於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書函、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他必

要的調查或行為。 

臺灣產物強制執行人員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或法院和解筆錄。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前項得檢具法院和解筆錄之情形，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確定判決中已明確認定被保險人具

有重大過失情事者為限。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臺灣產物金融機構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承保之賠償責任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必要時應先進行法律程序，以保護其應有之權益。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送交本公司。 

四、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或為其他必

要的調查或行為。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POLICY 

Specific Entity Exclusion Clause-Claims 

Brought By And Against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民間公證人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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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仲裁判斷書、和解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地區公證人公會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仲裁判斷書、和解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藥師與藥劑生業務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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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無人機責任保險加保噴灑農藥作

業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警察人員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初次受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或證明：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法院和解筆錄或國家賠償義務機關與國家賠償請求權人和解協議書。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前項得檢具法院和解筆錄之情形，以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確定判決中已明 確認定被保險人

具有重大過失情事者為限。 

臺灣產物資安防護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抗辯費用、官方調查費用、通知費用、資安專家費用或復原費用部分，應檢具發票或收據或其他支出之證



 

第 1018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明文件。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受僱人身份證明。 

三、僱傭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指定公證人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超額給付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附加條款（A）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一) 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六) 受僱人遺屬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申請  

(一) 失能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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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失能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一) 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列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或員工請假且被扣薪之證明。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 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

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

理，其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姊妹。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附加條款（B） 

被保險人於申請各項保險給付時，應檢具之文件如下：  

一、死亡保險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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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死亡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死亡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六) 受僱人遺屬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申請  

(一) 失能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失能診斷書（由指定醫院診斷）。  

三、所得保險金申請  

(一) 所得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證明文件。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 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列文件替代之：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或員工請假且被扣薪之證明。 

四、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申請  

(一) 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喪失工作能力診斷證明（由指定醫院診斷）。  

(四) 薪資表副本（需加蓋足證與正本相同之戳印）。   

五、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申請  

    (一) 體傷醫療費用保險金給付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 醫療診斷書及相關醫療費用單據（需經由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診斷開立）。 

    (四) 無法申請職災證明文件者，得提供下列文件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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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診斷證明書。 

         2.勞保局不給付證明或員工請假且被扣薪之證明。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請領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已對受僱人賠償之給付證明；或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

行給付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人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

理，其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女。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女。  

五、兄弟姊妹。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人數限制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上下班途中及外

出洽公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海外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制裁限制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

或其員工行使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雇主意外責任險慰問金費用附加

條款(A) 

被保險人申請本附加條款各項理賠時，需檢附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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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故慰問金費用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受僱人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探視受僱人購置物品之相

關費用單據；或經本公司理賠人員陪同前往喪家或醫院見證其支付事實。 

四、受僱人之勞健保或薪資證明等相關文件。 

臺灣產物旅客運送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不動產經紀業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十五日內為賠償者，

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交叉責任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海外業務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放棄對定作人或其員工行使代位

求償權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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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建築師、技師及消防師(士)專業

責任保險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第一次受第三人賠償請求，從初次得知此賠償請求時起三十日內(但不得晚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

日)，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但應注意，只有在保險期間內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本公司始依

本保險契約的約定負給付的責任。若本公司受賠償請求通知的時間，是在上述三十日期限屆滿後，但在中華民

國保險法所規定的請求權時效內，則對於因為不符合上述三十日通知期限而增加的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一

切通知皆應以書面方式送達本公司。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工程

險、意外險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工程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信用

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共同保險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優先給付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財

產保險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刑事訴訟費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5-7-2 其他財產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竊盜損失險 

被保險人發現被保險標的物被竊盜後，應立即報告警察機關被竊盜情形，呈驗損失清單，並儘可能採取實際步

驟偵查尋求竊盜犯，及追回損失標的物，被保險人應立即發現保險標的物被竊盜後二十四小時內，應立即通知

本公司，並於七日內將損失情形，被竊盜標的物現值估價單及損失金額，書面通知本公司，逾期未為通知或自

竊盜發生之日起被保險人未能發現者，該項損失之賠償請求權即被視為喪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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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玻璃保險 

遇有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或被保險人

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亦得依本項約定為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發生損失，本公司得請

求被保險人賠償。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 

被保險現金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知悉後應立即向警察機關報案及通知本公司並於五日內將詳細情形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現場，隨時接受並協助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資料。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金融業特別不保事項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颱風、洪水、地震及其

他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

(有價證券)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天然災變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票據及有價證券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現金運送人數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保險櫃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款(電

信業)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

（黃金）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擴大現金定義附加條款

（商品禮券）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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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現金保險櫃台現金特別約定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現金保險偽造通貨(含外幣)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 

遇有承保之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或被保險人

以外之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亦得依本項約定為意外事故發生之通知。 

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其因而致使本公司發生損失，本公司得請

求被保險人賠償。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竊盜定義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戰爭風險特別不

保事項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價值減損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買回選擇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暫存處所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約定價值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

款（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

保竊盜、搶奪、強盜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展覽期間限定承

保火災、爆炸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恐怖主義附加條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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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殘餘物處理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蟲咬(蛀)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理賠事項特別約

定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特別約定附加條

款（國立故宮博物院適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遇有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知悉損失發生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卅日內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 知悉損失發生後六個月內出損失清單及憑證。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特別不保事項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疏忽短鈔附加條

款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損失發生後 48小時內通知本公司，並於十日內以書面檢具

查核報告及其他損失證明文件，向本公司辦理索賠。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通貨(外幣)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未履行營業處所

安全措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其他除外不保項

目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財產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設備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董事執

行員工職務不忠實行為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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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偽造電報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自動櫃員機短鈔

附加條款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損失發生時起48小時內以電話向本公司報案，並於十日內檢

具自動櫃員機無瑕疵或故障之報告及其他損失證明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臺灣產物節目中斷保險 

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知悉後立即以電報、傳真、信件或其他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行動電話保險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被保險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理賠申請書。  

三、修復費用單據。 

四、因竊盜所致之損失，應取得報案證明。 

保險標的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損失，被保險人應於知悉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公司申請理賠，逾期申請理

賠，如因修護所需之零組件已無法取得，本公司得以同品質相類似機型零組件替換之。 

臺灣產物建築物使用權保險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或經本公司同意展延之期

間內，自行負擔費用，提供賠償申請書及損失清單，向本公司請求賠償。如有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要保人、

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證據。 

臺灣產物液化石油氣及鋼瓶綜合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責任保險適用） 

三、 費用支出單據。（財產損失保險及慰問金補償給付適用） 

四、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 

一、被保險人應自發現有損失發生之日起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二、本保險單係為被保險人利益而存在，除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人外，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對抗本公司。 

三、被保險人於發現有損失後，不論本公司是否應負賠償之責，均應依照本保險單之規定時間及方式將情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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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公司。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特別約定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加密貨幣

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 

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

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航空公司所開具之班機延誤/失接/登機被拒之班機延誤證明正本。 

六、倘係申請失接之「班機延誤費用」，請說明本欲轉接之班機時間、及轉機前往地點及延誤時數。 

行李延誤費用或遺失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

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機票及行李牌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事故發生當時航空公司或機場所開具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文件正本及領回延誤行李之證明文件正本。 

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領「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

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旅行文件重置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重置後之旅行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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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保險人向當地海關、警察機關、我國駐外等相關單位報案之相關證明文件。 

行程取消及行程縮短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領「行程取消費用保險金」或「行程縮短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遠雄人壽旅遊平安保險」保費達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之簽帳單影本(需

有授權號碼)。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支出行程取消費用或行程縮短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醫師診斷證明與住院證明 

六、死亡診斷書、屍體相驗證明書或醫院或醫師開立之病危通知書正本及該死亡或病危者之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影本。 

旅遊期間個人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承保事故發生後，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出險初步通知書。 

二、損失明細憑證。 

三、賠償請求書。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三、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

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高雄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

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三、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

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屏東內陸地區降水量參數養殖水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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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保險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三、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 

保險事故發生後之處理 

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危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發生竊盜、搶奪或強盜致有損失時，應儘速通知警察機關或治安單位，說明損失情形，並應盡一切合理

措施以防止損失之擴大。 

二、 應於知悉損失後儘速通知本公司，並於五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三、 保留事故現場，隨時接受並協助本公司指派之理賠人員或公證人員前往勘查鑑定。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第一、二款之規定時，對於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以下之文件或證物：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警方報案證明。 

三、 出險後之盤點清單。（應儘可能詳載受損失金銀珠寶之等級、成色、重量、式樣、成本單價、數量等資

料，以下皆同） 

四、 要求理賠之損失清單。除另有特別約定外，不得計入任何費用與利益。 

五、 被保險金銀珠寶之買進、賣出、進出貨簿冊或收據等交易記錄。 

六、 被保險金銀珠寶之盤點記錄。 

七、 保全服務契約書（視案情而定）。 

八、 其他因案情需要而必須具備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地震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重置成本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條

款(含運送途中)(A)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展覽會場附加條

款(含運送途中)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寄送金銀珠寶附 被保險人須以雙掛號、郵局快捷、快遞、貨運或經本公司同意之運送方式寄送該金銀珠寶，否則本公司得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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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條款 理賠責任；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須提供以雙掛號或其他寄送方式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散鑽或裸石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對外寄託金銀珠

寶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颱風及洪水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罷工、暴動、民

眾騷擾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親自運送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攜出外借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承保現金附加條

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附

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珠寶商綜合保險小額賠款附加條

款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出具下列文件： 

一、警方報案證明。  

二、理賠申請書。  

三、損失標的物之成本證明。 

四、其他因案情需要而必須具備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

蓮霧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颱風路徑及颱風風速證明文件。 

三、 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四、 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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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保險溫度參數附加保險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溫度證明文件。 

三、 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賠

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 Cyber Insurance 

1.通報：應盡快在合理可行之情況下： 

a.將任何第三人求償或可能引起第三人求償之情況通報本公司。 

b.將任何實際或涉嫌會得依據本保單申請理賠的資料外洩、網路安全事件、網路勒索或網路犯罪通報本公司或

事故應變服務供應商。 

在保險期間（或任何延長通報期間）發現並通報本公司之任何可能索賠事件若最終發展為第三人求償之實際情

況，應視為第三人在保險期間內索賠且已在保險期間完成通報。 

2.義務：須 

a.提供本公司證據以證明任何保險事故之發生並描述可能之結果； 

b.採取一切合理必要措施，盡量降低任何保險事故之持續期間及影響； 

c.採取並准許採取實際可行之行動，以確認保險事故之原因及影響範圍； 

d.保留任何硬體、軟體及資料，並提供給本公司或事故應變服務供應商； 

e.遵守本公司或事故應變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合理建議。 

3.第三人求償：未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對任何第三人求償承認責任、付款、和解或造成不利影響。須

協助本公司調查、抗辯及解決第三人求償，並協助本公司所委任的任何律師或其他專家為第三人求償進行辯

護。對任何第三人之和解協議應支付自負額。 

4.配合：如經本公司要求並在本公司負擔費用之情況下： 

a.配合本公司並提供協助，包括提供資訊、確保聘請之證人在法院配合並到庭； 

b.執行任何合法權利，或本公司對任何須對網路安全事件負責之第三人可得執行的合法權利，包括授權本公司

對第三人提起訴訟並進行和解； 

c.簽署本公司為確保本保單權利所需的任何文件。 

臺灣產物一桿進洞獎品費用補償保險 

被保險人發生承保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 於知悉後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 提供本公司承保事故發生之證明文件，並協助本公司調查事實。 

四、 提供本公司認為有需要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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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購買獎品之發票及單據。 

三、球場證明文件及計分卡。 

四、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企業法定傳染病費用綜合保險

（中小企業適用） 

被保險人申請營業處所經營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主管機關開立禁止進入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停業證明文件。 

四、被保險人支付租金之證明文件。 

五、被保險人支付借貸利息之證明文件。 

六、被保險人之員工名冊。 

七、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或主管機關開立應居家隔離之證明文件。 

八、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營業處所清潔消毒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 

三、被保險人之營業處所施行清潔消毒費用收據。 

四、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薪資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書。 

三、主管機關開立被保險人之員工應居家隔離之證明文件。 

四、被保險人之員工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之月投保薪資證明文件。 

五、 被保險人支付員工薪資之證明文件。 

六、 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慰問金費用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被保險人之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證明書或身故證明書。 

三、住院慰問金費用被保險人之員工簽收單據或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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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故慰問金費用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企業門市防疫費用補償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保險理賠時，需檢具下列必要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 被保險人之員工出、差勤明細表。 

三、 被保險人之負責人或員工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證明書。 

四、 消費者確診法定傳染病診斷證明書。 

五、 消費者進入門市之登錄紀錄、會員卡消費紀錄、使用信用卡消費紀錄或足以證明進入門市之文件。 

六、 消費者確診慰問金簽收單據或回條。 

七、 消費者身故慰問金法定繼承人之簽收單據或回條及法定繼承人之證明文件。 

八、 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保險金；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

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DUTIES AFTER LOSS 
1. Notice of Claim: Written notice of claim must be given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Failure to give notice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may result in a denial of the claim. To file a 

claim, send a claim notification to: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8F, No.49, Guanqian Rd., Zhongzheng Dist.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Tel.: (02) 23120923     

Email: claims_mastercard@tfmi.com.tw 

2. Proof of Loss: In the event of a covered loss, the Cardholder must provide: 

Price Protection 

a. Contact Us within 5 days of the Printed Advertisement or with photo of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b.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30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The original item purchase receipt; 
 The original Eligible Card receipt demonstrating that the entire purchase was made with 

Your Eligible Card; and 
 The original or copy of the Printed Advertisement, In-store Printed Promotion or a 

No-Auction Internet Advertisement showing the purchased item, sale date and/or date of 



 

第 1035 頁，共 1045 頁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the advertisement, lower advertised price, and advertising retailer’s name. 
Purchase Protection 

a. a signed claim form, if provided by Us;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a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item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 For theft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police report within ninety (90) days of incident;  

d. For damage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repair estimates.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E-Commerce Purchase Assurance 

a. a signed claim form, if provided by Us;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Covered Purchases which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 For Non-delivery claims: in the event that a claim for non-delivery is paid to You and the original Goods 

eventually arrives, You should pay back any indemnity received to Us; 

d. For Theft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police report within ninety (90) days of incident;  

e. For Damage claims: official copies of the repair estimates.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Rideshare Insurance 

a. Contact Us within 24 hours from discovery of the loss or damage; 

b. A copy of a claim or report filed with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and result of their investigation; 

c. A copy of the Authorized Rideshare Company receipt showing the details of the trip including date, time and 

fare payment made; 

d. Any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A 

a. Eligible Cardholder’s card statement reflecting the monthly Eligible Device payment or Prepaid Top-up for the 

month preceding the date the Eligible Device was subject to Theft or suffered Accidental Damage. 

b. If Postpaid, a copy of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current network provider’s billing statement. 

c. If available, a copy of the original Eligible Device purchase receipt or other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Eligible 

Device model currently linked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Eligible Device account. 

d. If the Cardholder has an existing insurance from the network operator,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claim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insurance, or in the event that the claim amount is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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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deductible, a copy of the policy’s declarations page.  

e. If a claim i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a copy of the repair estimate and photos of the Accidental Damage. 

f. If the claim is due to Theft, a copy of the police report filed within forty-eight (48) hours of the Theft.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B 

a. Eligible Cardholder’s card statement reflecting the minimum cumulative amount of [insert number] spend per 

month via [insert nam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using the Eligible Card preceding the date the Eligible Device 

was subject to Theft or suffered Accidental Damage. 

b. If available, a copy of the original Eligible Device purchase receipt or other sufficient proof of the Eligible 

Device model belongs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  

c. If the Cardholder has an existing insurance from the network operator, a copy of the insurance claim to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Personal Electronics Protection insurance, or in the event that the claim amount is less 

than the Eligible Cardholder’s deductible, a copy of the policy’s declarations page.  

d. If a claim is due to Accidental Damage, a copy of the repair estimate and photos of the Accidental Damage  

e. If the claim is due to Theft, a copy of the police report filed within forty-eight (48) hours of the Theft.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laim. 

Extended Warranty 

a. a signed service request form, if provided by Us;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item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and/or Rewards Program; 

c. legible copies of all warranty inform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anufacturer's original warranty; the 

store warranty; or any other applicable extended warranty; 

*Cardholders may be required to send in the damaged item(s), at their expense, for further evaluation. 

Identity Theft 

a. Call Us a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Your identity theft,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s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Your identity theft;   

c. Inform all appropriate qualifi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redit card company or 

bank) of Your identity thef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Your identity theft; 

d.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30 days after You report a 

loss under section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in Part IV. INSURANCE COVERAGE:  

1) an authorization for Us to obtain Your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credit reports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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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le); 

2) Your financial repor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ank statements, as necessary to 

complete our investigation;  
3) credit reports, when You contest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Your credit 

history as a result of Your identity theft; 

4) original receipts of Your expenses incurred to resolve Your identity theft, up to 12 months after You report 

a loss under this section, point a) above; 

5) proof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time away from Your work if You make a claim for lost wages under 

coverage “Lost Wages” in section IDENTITY THEFT INSURANCE, Part IV. INSURANCE 

COVERAGE. We will ask You to submit written proof from Your employer that You took unpaid days off; 

6)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receipts, summonses, complaints, or legal papers in connection with a 

covered loss; and 

7)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e. Take all reasonable and prudent action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to Your identity; and 

f. Cooperate with Us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a claim. 

ATM Protection 

a. Contact the Insurer at the contact details set out in the Policy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hours of You 

experiencing an ATM robbery,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s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You experiencing an ATM robbery; 

c. Notify Your bank of an ATM robbery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Your experiencing an ATM robbery; 

d.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the Insurer with all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one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loss incident: 

1) an original medical receipt show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emergency first aid charges for bodily injury that 

You incurred during an ATM robbery; 

2)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 regarding an ATM robbery; 

3) an authorization for Us to obtain records from the Issuer (if applicable); and 

4)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e. Providing assistance cooperating with the Insurer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the claim. 

Wallet Guard 

甲、 Contact the Insurer at the contact details set out in this Policy within twenty-four (24) hours of Your 

discovery of a covered loss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乙、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a Theft; 

丙、 Notify Your Issuer within 24 hours of discovering that Your wallet or bag, with its Covered Content, was 

either Lost or the object of a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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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the Insurer with all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1) an original receipt showing the cost of Your wallet or bag at purchase; 

2) in the event of a Theft,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 and 

3)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戊、 Provid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Insurer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the claim. 

Home Contents 

a. Contact Us within 7 days of You discovering a loss or damage; 

b.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Your discovery of a Burglary or Theft; 

c.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15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1)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 in case of Burglary or Theft;  

2) if available, provide the original purchase receipt of any damaged or lost item showing the description of 

such item and the amount paid at purchase;  

3) Your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Utility Bill Payment receipt showing the details of the last Utility Bill 

payment; and   

Any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TFMI Credit Card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E-Commerce 
Purchase Protection Insurance 

Proof of Loss: In the event of a covered loss, the Cardholder must provide: 
a. a signed claim form, if provided;  
b.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or a copy of purchase receipt showing payment of the Covered 

Purchases which was made entirely with the Eligible Card;  
c. Non-delivery: In the event that a claim for non-delivery is paid to You and the original Goods 

eventually arrives, You should pay back any indemnity received to Us.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redit 

Card Travel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DUTIES AFTER LOSS 
GENERAL PROCEDURE – HOW TO FILE A CLAIM  
Notice of Service request / Claim (non-medical emergency claims on re-imbursement basis) 
Written notice of service request / claim must be given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Failure to give notice to the claims department listed below,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incident may result in a denial of the claim.  
To file a claim, log on to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  or send a claim notification to: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8F, No.49, Guanqian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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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86 2 23120923 
Email: claims_mastercard@tfmi.com.tw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should be followed: 

1) You (cardholder) or the beneficiary or someone legally acting on behalf of either, must notify us as 
required in the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or your claim may be denied - Upon receipt of a notice of 
claim, the or Insurance Company, will furnish to a claimant the necessary Claim Form(s) along with 
instructions; 

2) Complete the Claim Form(s) in its entirety; 
3) Submit all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etc.), as outlined in this section no later than the 

Submission Period. 
Please note, there may b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quested at times in order to process your claim.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or the claim may not be processed.  
For assistance with filing a claim, please contact the numbers listed above. 
TRAVEL ACCIDENT & INSURED JOURNEY CLAIMS: 
Common Carrier – International Trips / Common Carrier Domestic Trips / Insured Journey – 
International Trips / Insured Journey Domestic Trips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Completed Claim Form and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a death certificate and/or attending physician 
statement or autopsy report; 

b)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confirming the full passenger fare for the Covered Trip had been charged to 
the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copies of Common Carrier ticket(s) and receipts. 

c)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claim. 

TRAVEL MEDICAL BENEFIT CLAIMS: 
Medical Expenses (Injury or Sickness) /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 & Return of Mortal Remains / 
Daily In-Hospital Cash Benefit/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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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Documentation detailing the nature of injury or sickness with a breakdown of expenses, including 
certified copies of medical evidence reports, attending physician statements, medical receipt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b)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confirming the full passenger fare for the Covered Trip had been charged to 
the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copies of Common Carrier ticket(s) and receipts; 

c) Proof of Your Hospital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dates and times, if hospitalized; 
d)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claim. 
e) Claims evidence required for Overseas Covid-19 Diagnosis Quarantine Allowance section may 

include: 
- Proof of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if applicable; 
- Proof of a Quarantine mandate issued by a governmental body; 

Please note: We may require o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Claim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ase We will request this from You. 
TRIP INCONVENIENCE PROTECTION CLAIMS:  
Trip Cancellation / Trip Curtailment / Trip Postponement / Trip Delay / Missed Connection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Documentation detailing the reason for cancellation or delay, including evidence of the nature of 
Serious Injury or Sickness such as certified copies of medical evidence reports, attending physician 
statements, medical receipts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b)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confirming the full passenger fare for the Covered Trip had been charged 
to the eligible card, including copies of Common Carrier ticket(s) and receipts; 

c)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claim. 

d) Receipts showing the non- refunded amount/ confirmation of the non-refunded amount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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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 cancelation/ trip curtailment; 

e) Additional Documents Required for claims, if applicable: 
- Invoices and receipts for your expenses; 
-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the airline company or authority confirming the reason for your late 

arrival and the length of the delay. 
Personal Liability Abroad Claims: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1. Contact the Assistance Services within 24 hours of your experiencing a loss to obtain a claim form 
and instructions on what to do after a loss;  

2. File a police report within 24 hours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incurred by a third party;   
3. Complete, sign and return the claim form to us,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in 90 days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laim:   
a. Any official police report regarding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b. Any demand or notice regarding the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nd   

4. Provide all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e may ask you to provide; and  
5. Cooperate with us in investigating, evaluating and settling a claim.  

In addition, you shall not:  
1. Make any admission of liability or payment or enter any settlement agreement to compromise the 

loss without obtaining a written consent from us;   
2. Settle any loss or damage without our written consent; and   
3. Negotiate, pay, admit or repudiate any claim without our consent. 

LUGGAGE PROTECTION CLAIMS: 
Personal Baggage including Laptop Computer / Baggage Delay / Travel Documents and Personal Money 
Claim Notification Period: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loss. 
Submission Period: No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Claim Notification. 
Required Information (proof of loss): 

a) Copies of the no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filed with the Common Carrier and all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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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ence, Property Indemnity Report (PIR) - form must include flight number, vessel number, 
or bill of lading and baggage check number;  

b) Details of the amounts paid (or payable) by the Common Carrier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description of contents, cost determination of contents and all other appropriate documents and 
correspondence; 

c) Your cardholder's statement of account showing the account is open and in good standing. 
PAYMENTS:  
All payments to be made by the Insurer shall be paid to Eligible Cardholders in the Territory. Payment of 
any indemnity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then in effect in the country of 
payment.  
Where allowable by law, Benefit for Loss of Life is payable to the beneficiary designated by the Insured 
Person. If there has been no such designation, then payment of claim will be to the Insured Person’s first 
surviving beneficiary as follows: 

a) Spouse;  
b) Children, in equal shares;  
c) Parents, in equal shares;  
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equal shares; or 
e)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All other benefits will be paid to the Insured Person or other appropriate party where necessary. 
 

5-7-3 信用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法拍屋貸款信用保險 

借款人未依約償還借款時，被保險人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電話洽催 

被保險人應於借款人發生逾期還款十日內電話洽催(紀錄情況或錄音存證)借款人償還貸款，無法聯繫者應即派

員查洽以了解逾期原因。 

二、書面洽催 

被保險人應於借款人發生逾期還款三十日內，以存證信函催告借款人並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三、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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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被保險人應於借款人發生逾期還款六十日內，就借款人其所交付之本票，聲請准許強制執行借款人之財產或為

其他債權之保全措施。 

四、請求理賠 

被保險人於執行結果仍受有損失或確實無法執行時，應檢送理賠文件請本公司理賠，並將債權一併移轉本公司。 

申請理賠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七、貸款申請書或借據正反面影本。 

八、借款人身份證影本；借款人死亡而本貸款債務無人繼承時，被保險人應另檢附借款人死亡診斷書或死亡之

除籍戶籍謄本及債務無人繼承相關證明文件；借款人破產時，被保險人應另檢附借款人破產證明文件。 

九、借款徵信及審核文件影本。 

十、借款人本票、權利移轉證明書、債權讓與書、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 

十一、理賠申請書。 

十二、催收文件與記錄及其他經協議提供之文件。 

 

5-7-4 保證保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而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於發現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詳細損失情形及金額，但經本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儘速對該員工提起訴訟，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有關理賠事宜。 

（三） 提供本公司所需之有關帳冊、資料、民刑事裁判書及文件；必要時提供本公司所認可之執業會計師有

關損失之證明，所需之費用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由本公司負擔之。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預付賠款附加

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全體員工不列

名承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擴大不誠實行

為範圍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人數變動通知

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增列被保證員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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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工定義附加條款 

臺灣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海外遊學業履約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海外遊學契約書。 

三、支付遊學費用時要保人所簽發之收據。 

四、支付遊學費用之付款憑證。 

五、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甲式）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旅遊契約。 

三、 支付旅遊團費時要保人所簽發之代收轉付收據。 

四、 付款憑證或單據正本。 

五、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乙式）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旅遊契約。 

三、支付旅遊團費時要保人所簽發之代收轉付收據。 

四、付款憑證或單據正本。 

五、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臺灣產物保險經紀人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發現有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約定事故致要保人未將該筆委繳保費全部或部分解繳予指定之保險業，造成

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應於發現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並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理賠申請書。 

二、 經由要保人洽訂保險契約之證明物件。 

三、 因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約定事故申請理賠者，應提出經法院核可之評議書。 

四、 交付委繳保費之付款憑證。 

五、 其他必要之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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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險、其他財產險、信用險及保證保險理賠申請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