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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附加保險，本公司就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保險期間內，

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體傷、失能或死亡時，被保險人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負補償責任

而受補償請求時，本公司就超過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應行給付部份，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其各項給付規定如下： 

一、 死亡補償：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時，本公司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差額之四十五倍金額給付之。 

二、 失能補償：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時，經勞保局核定給付者，本公司按

其「平均月投保薪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及其核定之失能等級計算給付之。 

三、 體傷工資補償：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於醫療中不能工作，以致未

能領取原有薪資者，本公司按其原領工資予以補償，最長年為限，但仍須扣除勞保局已給

付之職業傷害補償費，其給付方式採月付方式。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

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上款失能補償標準者，本公司得一次給付四十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補償之。 

四、 體傷醫療補償：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受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經登記合格之醫院或診所治

療者，本公司對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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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附加條款之各項補償金額，除另有約定外，悉依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為準。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 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指比照勞動基準法有關「平均工資」之定義及解釋，以「月投保薪資」

為準所核計之金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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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及解釋所核計並

向勞保局投保之金額。 

 

第三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責任保險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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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失能。 

二、 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體傷、死亡或失能。 

三、 受僱人因酗酒或受藥劑影響所致之體傷、死亡或失能。 

前者所稱之酗酒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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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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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理賠事項 

發生本附加條款約定承保之補償責任時，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共同基本條款有關「理賠事項」

之約定應儘速通知本公司，並採取必要措施以減低傷害，其各類索賠被保險人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死亡補償 

 (一)死亡補償給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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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人遺屬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補償 

 (一)失能補償給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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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特約醫療院所）。 

三、體傷工資補償： 

 (一)體傷工資補償給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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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傷醫療補償： 

 (一)體傷醫療補償給付申請書。 

 (二)職業災害證明文件。 

 (三)相關醫療費用單據正本。 

本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他相關文件。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將各項補償逕行給付與受僱人或受僱人遺屬。受僱人遺屬受領死

亡補償之順位，悉依勞動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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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法令修訂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或其它相關法令修訂以致本公

司保險責任變動時，本公司得經雙方同意，重新修訂保險內容並調整保險費。 

 

第六條 其它事項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條款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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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投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本職災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對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失能、喪失工作能力或傷害，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應負補償責任而受有之損失時，負賠

償責任。 

前項所稱職業災害，應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認定，但並不包

括職業病。 

 

第二條 職業災害補償項目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遭遇職業災害時，本公司依下列項目及標準，計算本公司應給付之理賠金額： 

一、身故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而死亡時，依該受僱人之45 個月平均工資扣除勞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

償額。 

二、失能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治療終止後，經勞工保險局或本公司指定之醫院診斷其身體遺有失能者，

依該受僱人之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度之給付標準扣除勞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前開失能

程度之等級、給付標準及其相關定義，均依照勞工保險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屆滿二年後仍未能痊癒，經勞工保險局或本公司指定之醫院審

定其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本條第二款之失能給付項目者，依該受僱人40 個月平均工資

扣除勞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 

四、所得喪失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不能工作時，以致未能領取原領工資者，依該受僱人之原領工資扣除勞

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但補償期間最多以二年為限。被保險人或受僱人申領本項給付可

選擇每月申領之，亦可選擇於其痊癒或其滿二年仍未痊癒時，一次申領之。 

五、醫療費用補償：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受有傷害，而有醫療之必要者，對其必須之醫療費用扣除勞工保險或全

民健康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前開補償之醫療費用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法令有關

職災醫療給付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保險金額之限制 



 

依本附加條款第二條所列項目計算之補償金，就同一受僱人單項或合併數項的理賠金額最高以

保險單「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欄所載之金額為限；被保險人對同一受僱人超過該金

額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工資：指受僱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

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二、平均工資：指計算事故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數所得之金

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則以該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數所得額之金額。

工資按工作日數、時數或論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

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數所得金額之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三、職業災害：指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所規範之職業災害範

疇。 

 

第五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之一般不保事項外，因下列事項所致之責任，亦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

圍內： 

一、受僱人之任何疾病(包括職業病)或因其所引起之事故。 

二、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三、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四、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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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負之責任。 

 

第六條 與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關係 

受僱人因本附加條款同一承保事故，尚得依勞動基準法以外之法令向僱主求償之賠償項目或金

額，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內。 

若前項本附加條款未能承保之責任屬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者，被保險人得依主保險契約相關規

定向本公司申請理賠；就同一事故本附加條款應給付金額部分，本公司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六十

條之規定減抵主保險契約之應理賠金額。 

就同一受僱人、同一事故及同一保險期間，本公司合併主保險契約與本附加條款所負之責任，

仍以保險單「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及「保險

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各欄所載之金額為限；被保險人超過該金額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

之責。 

 

第七條 未投保勞工保險時之理賠金計算 

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投保時所告知受僱人投保勞工保險的狀況計算本附加條款應收之

保險費者，若於申請理賠時該受僱人應投保勞工保險，卻未投保者，本公司於計算理賠金額時，

得扣減該員工本應可受領勞工保險之金額。 

 

第八條 保險金給付對象 

本附加條款應理賠之金額確定後，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通知或同意，直接對下列之人直接給

付保險金： 

一、身故補償金：依下列順位受領之： 

    1.受僱人之配偶及子女。 

    2.受僱人之父母。 

    3.受僱人之祖父母。 



 

    4.受僱人之孫子女。 

    5.受僱人之兄弟姊妹。 

受領權人有數人時，平均受領之。 

二、其他補償項目： 

     受僱人本人。 

 

第九條 理賠所需文件 

申請保險金時請依下列所列之項目，檢具應附之理賠文件： 

一、身故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死亡證明書或屍體相驗證明書與除戶戶籍謄本。 

6.保險金受領權人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失能診斷證明書。 

三、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喪失工作能力之診斷證明書。 

四、所得喪失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原領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醫療診斷證明書。 

五、醫療費用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醫療費用單據。 

4.勞保給付證明。 

5.醫療診斷證明書。 

本公司若係對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時，被保險人必須提出其已依勞動基準法的規定支付 

補償金予應補償之人的證明文件。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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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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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投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本職災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對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失能、喪失工作能力或傷害，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應負補償責任而受有之損失時，負賠

償責任。 

前項所稱職業災害，應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認定，但並不包

括職業病。 

 

第二條 職業災害補償項目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遭遇職業災害時，本公司依下列項目及標準，計算本公司應給付之理賠金額： 

一、 身故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而死亡時，依該受僱人之 45 個月平均工資扣除勞工保險給付，計

算應補償額。 

二、 失能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治療終止後，經勞工保險局或本公司指定之醫院診斷其身體遺有失

能者，依該受僱人之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度之給付標準扣除勞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

前開失能程度之等級、給付標準及其相關定義，均依照勞工保險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屆滿二年後仍未能痊癒，經勞工保險局或本公司指定之醫

院審定其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本條第二款之失能給付項目者，依該受僱人 40 個

月平均工資扣除勞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 

四、 所得喪失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不能工作時，以致未能領取原領工資者，依該受僱人之原領工資扣

除勞工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但補償期間最多以二年為限。被保險人或受僱人申領本

項給付可選擇每月申領之，亦可選擇於其痊癒或其滿二年仍未痊癒時，一次申領之。 

 

第三條 保險金額之限制 

依本附加條款第二條所列項目計算之補償金，就同一受僱人單項或合併數項的理賠金額最高以

保險單「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欄所載之金額為限；被保險人對同一受僱人超過該金

額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工資：指受僱人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

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二、平均工資：指計算事故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數所得之金

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則以該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數所得額之金額。

工資按工作日數、時數或論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

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數所得金額之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三、職業災害：指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所規範之職業災害範

疇。 

 

第五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之一般不保事項外，因下列事項所致之責任，亦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

圍內： 

一、受僱人之任何疾病(包括職業病)或因其所引起之事故。 

二、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三、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四、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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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負之責任。 

 

第六條 與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關係 

受僱人因本附加條款同一承保事故，尚得依勞動基準法以外之法令向僱主求償之賠償項目或金

額，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內。 

若前項本附加條款未能承保之責任屬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者，被保險人得依主保險契約相關規

定向本公司申請理賠；就同一事故本附加條款應給付金額部分，本公司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六十

條之規定減抵主保險契約之應理賠金額。 

就同一受僱人、同一事故及同一保險期間，本公司合併主保險契約與本附加條款所負之責任，

仍以保險單「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及「保險

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各欄所載之金額為限；被保險人超過該金額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

之責。 

 

第七條 未投保勞工保險時之理賠金計算 

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投保時所告知受僱人投保勞工保險的狀況計算本附加條款應收之

保險費者，若於申請理賠時該受僱人應投保勞工保險，卻未投保者，本公司於計算理賠金額時，

得扣減該員工本應可受領勞工保險之金額。 

 

第八條 保險金給付對象 

本附加條款應理賠之金額確定後，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通知或同意，直接對下列之人直接給

付保險金： 

一、身故補償金：依下列順位受領之： 

1. 受僱人之配偶及子女。 

2. 受僱人之父母。 

3. 受僱人之祖父母。 

4. 受僱人之孫子女。 

5. 受僱人之兄弟姊妹。 

受領權人有數人時，平均受領之。 

二、其他補償項目： 



 

受僱人本人。 

 

第九條 理賠所需文件 

申請保險金時請依下列所列之項目，檢具應附之理賠文件： 

一、 身故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死亡證明書或屍體相驗證明書與除戶戶籍謄本。 

 6.保險金受領權人之身分證明。 

二、 失能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失能診斷證明書。 

三、 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喪失工作能力之診斷證明書。 

四、 所得喪失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原領工資的證明文件。 

 4.勞保給付證明。 

 5.醫療診斷證明書。 

本公司若係對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時，被保險人必須提出其已依勞動基準法的規定支付補償金

予應補償之人的證明文件。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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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辦理。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因公外出或上下班責任附加條款 
 

96.01.31環產(96)字第 027號備查 

96.08.31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09.01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 

96.08.24金管保三字第 09602099350號 

96.09.10(96)邦保商企字第 066號函備查 

97.03.31(97)邦保商企字第 0210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因公外出或上下班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其受僱員工因公外出或於上下班時間所發生之職災事故而擔負之責任，亦

負理賠之責。 

 

第二條 保險競合 

對本契約承保的同一事故，被保險人所有或使用之車輛上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者，本契約對

超過該保險所未能填補之責任負承保之責。 

 

第三條 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員工依本附加條款申請理賠時，需符合下列事項，本公司方負理賠之責： 

一、提出勞保職災給付之證明。 

二、無法提出勞保職災給付者，須符合： 

(一)事故發生在上班工作時間：被保險人或其受僱員工需證明受傷害之員工乃因公外出期

間發生之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事故發生在上下班時間：被保險人或其受僱員工需證明發生之事故是「符合於適當時

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之定義，且該

事故必須發生在正常上班工作時間前後一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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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人數變更-甲式附加條款 
 

96.01.31環產(96)字第 025號備查 

96.07.13環產(96)字第 340號備查 

96.08.31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09.01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 

96.08.24金管保三字第 09602099350號 

96.09.10(96)邦保商企字第 066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人數變更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受僱人數共計     人。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人數超過前項所載人數之十分之ㄧ者，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應

加繳差額之保險費；被保險人未為前開之通知並加繳保險費者，於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

依第一項所載之承保受僱人人數與實際受僱人人數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之實際受僱人人數少於第一項所載隻受僱人人數者，被保險人得通知本公司並申請退

返保險費，本公司於受領被保險人前開通知之日起，按日數比例計算應退還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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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承保列名及參加勞保之員工附加條款 
 

96.01.31環產(96)字第 026號備查 

96.08.31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09.01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 

96.08.24金管保三字第 09602099350號 

96.09.10(96)邦保商企字第 066號函備查 

97.03.31(97)邦保商企字第 0211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之受雇員工 

玆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承保之受僱員工，以下列者為限： 

一、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報，並記名於保單附件受僱員工名冊上之員工。 

二、以被保險人為投保單位，投保有勞工保險之受僱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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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境外責任附加條款 
 

96.01.31環產(96)字第 023號備查 

96.07.13環產(96)字第 339號備查 

96.08.31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09.01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 

96.08.24金管保三字第 09602099350號 

96.09.10(96)邦保商企字第 066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

保美國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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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被

保險人在台灣所僱用之台籍受僱人，因職務需要前往中華民國境外出差期間發生意外事故，依

法應負責任所致之損失，亦負理賠之責。 

 

第二條 法域的適用 

本公司於認定或計算被保險人對該受僱人之責任時，悉依中華民國相關之勞工法律規定；被保

險人依他國法律所負之責任，不在本契約之承保範圍內。 

 

第三條 證明文件 

因至境外出差期間發生意外事故申請理賠時，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需舉證下列事項，本公司方

負承保之責： 

一、該名受僱人有參加勞保者，提出勞保職災給付之證明。 

二、該名受僱人無參加勞保者，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需提出因公出差至國外的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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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自負額附加條款 
 

98.05.11(98)邦保商企字第 0309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自負額之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約定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因發生主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事故時，若有以社會保險給付等額度為自負額者，本公司

就被保險人超過前述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社會保險，係指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公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私立學校教職

員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學生團體保險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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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

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損害防阻附加條款 

 

98.06.17(98)邦保商企字第 0339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損害防阻義務違反之除外責任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約

定本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損害防阻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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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下列「勞工安全衛生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起重升降機具安全規則」等維護勞工安全基本規定所致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體傷或死亡之賠償責任，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落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落之設備，及供給安全帽等

防護具，並使受僱人載用。 

二、被保險人對於施工架作業、擋土支撐作業、傾斜地面開挖作業、模板支撐之組配及拆除作

業、鋼構組配作業(從事栓接、鉚接、熔接或檢測作業)，應使作業之受僱人佩掛安全帶。 

三、被保險人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應使作業之受僱人佩戴安全帽、穿著反光背心或具反光標

示之服裝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四、被保險人對於鋼筋作業，應使作業之受僱人戴用手套。 

五、被保險人對於混凝土澆置作業，應禁止受僱人乘坐於混凝土澆置桶上。 

六、被保險人對於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應禁止乘載或吊升受僱人從事作業，並於作業時禁

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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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適當強度之圍欄、握把及覆蓋等防護措施。 

被保險人為前述措施顯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而臨時將圍欄等拆除者，應採取使受僱人使用安

全帶等防止因墜落而遭受危險之措施。 

八、被保險人對於模板作業，應使用鋼索束緊；在高處吊運模板時，下方作業受僱人應全部撤

離現場。 

九、被保險人對於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之作業，應使受僱人配戴絕緣手套、

安全帽、安全鞋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十、被保險人對於水電工程施工、管線施作及其相關作業，應使受僱人戴用安帽(並繫上安全扣

帶)、工作鞋、工作手套；如需使用電焊機或乙炔相關工具時，應管制受僱人吸煙、嚴禁任

何煙火靠近施工範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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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天災責任附加條款 
 

98.07.20(98)邦保商企字第 0370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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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美國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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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保險金額與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與主保險契約共用保險金額與自負額，本公司不因本附加條款而增加承保之保險金

額，被保險人亦不因本附加條款而增加自負額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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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職災補償責任保險附加條款(丙式,包括醫療費用) 
 

101.10.19(101)美亞保精字第 0186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107.08.10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金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投保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本職災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同意對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失能、喪失工作能力或傷害，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應負補償責任而受有之損失時，負賠

償責任。 

前項所稱職業災害，應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認定，但並不包

括職業病。 
 

第二條 職業災害補償項目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遭遇職業災害時，本公司依下列項目及標準，計算本公司應給付之理賠金額： 

一、身故補償金：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時，本公司按其「平均工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

資」差額之四十五個月金額給付之。 

二、失能補償金：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時，經勞工保險局或本公司指定之醫院診斷其身體遺

有失能者，本公司按其「平均工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及其核定之失能等級計

算給付之；前開失能程度之等級、給付標準及其相關定義，均依照勞工保險條例之相關規定辦

理。 

三、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 

受僱人因遭遇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屆滿二年後仍未能痊癒，經勞工保險局或本公司指定之醫院審

定其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符合本條第二款之失能給付項目者，本公司按其「平均工資」與

「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補償四十個月後，免除本條第四款之工資補償給付。 

四、工資補償金：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於醫療中不能工作，以致未能領取原有薪資者，

本公司按其「平均工資」與「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差額補償，最長以二年為限，被保險人

或受僱人申領本項給付可選擇每月申領之，亦可選擇於其痊癒或其滿二年仍未痊癒時，一次申

領之。 

五、醫療費用補償：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體傷時，而有醫療之必要者，對其必須之醫療費用扣除勞

工保險應行之給付及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計算應補償額；前開補償之醫療費用範圍依勞工保險

條例及其相關法令有關職災醫療給付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保險金額之限制 



 

依本附加條款第二條所列項目計算之補償金，就同一受僱人單項或合併數項的理賠金額最高以

保險單「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欄所載之金額為限；被保險人對同一受僱人超過該金

額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第四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平均工資：係指比照勞動基準法有關「平均工資」之定義及解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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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及解釋所核計。 

 

第五條 特別不保事項 

除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之一般不保事項外，因下列事項所致之責任，亦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

圍內： 

一、受僱人之任何疾病(包括職業病)或因其所引起之事故。 

二、受僱人之故意或非法行為所致之體傷或死亡。 

三、受僱人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發生之體傷或死亡。 

四、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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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負之責任。 

 

第六條 與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關係 

受僱人因本附加條款同一承保事故，尚得依勞動基準法以外之法令向僱主求償之賠償項目或金

額，不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內。 

若前項本附加條款未能承保之責任屬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者，被保險人得依主保險契約相關規

定向本公司申請理賠；就同一事故本附加條款應給付金額部分，本公司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六十

條之規定減抵主保險契約之應理賠金額。 

就同一受僱人、同一事故及同一保險期間，本公司合併主保險契約與本附加條款所負之責任，

仍以保險單「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及「保險

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各欄所載之金額為限；被保險人超過該金額之責任，本公司不負理賠

之責。 

 

第七條 未投保及未足額投保勞工保險時之理賠金計算 

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投保時，將所有受僱人皆視為足額投保勞工保險的狀況計算本附

加條款應收之保險費者，若於申請理賠時該受僱人應投保勞工保險，卻未投保者或未足額投保

者，本公司於計算理賠金額時，得扣減該員工本應可受領勞工保險之金額。 

 

第八條 保險金給付對象 

本附加條款應理賠之金額確定後，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通知或同意，直接對下列之人直接給

付保險金： 

一、身故補償金：依下列順位受領之： 

1.受僱人之配偶及子女。 

2.受僱人之父母。 

3.受僱人之祖父母。 

4.受僱人之孫子女。 

5.受僱人之兄弟姊妹。 

受領權人有數人時，平均受領之。 

二、其他補償項目： 

受僱人本人。 

 
 



 

第九條 理賠所需文件 

申請保險金時請依下列所列之項目，檢具應附之理賠文件： 

一、身故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受僱人有投保勞保時，需勞保給付證明。 

5.死亡證明書或屍體相驗證明書與除戶戶籍謄本。 

6.保險金受領權人之身分證明。 

二、失能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受僱人有投保勞保時，需勞保給付證明。 

5.失能診斷證明書。 

三、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工資及平均工資的證明文件。 

4.受僱人有投保勞保時，需勞保給付證明。 

5.喪失工作能力之診斷證明書。 

四、工資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受僱人之原領工資的證明文件。 

4.受僱人有投保勞保時，需勞保給付證明。 

5.醫療診斷證明書。 

五、醫療費用補償金： 

1.保險金申請書。 

2.職業災害之證明文件。 

3.醫療費用單據。 

4.受僱人有投保勞保時，需勞保給付證明。 

5.醫療診斷證明書。 

本公司若係對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時，被保險人必須提出其已依勞動基準法的規定支付補償金

予應補償之人的證明文件。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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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人數變更-乙式附加條款 
 

96.01.31環產(96)字第 024號備查 

96.07.13環產(96)字第 341號備查 

96.08.31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09.01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 

96.08.24金管保三字第 09602099350號 

96.09.10(96)邦保商企字第 066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人數變更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被保險人受僱人數共計     人。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人數超過前項所載之人數者，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應加繳差額

之保險費；被保險人未為前開之通知並加繳保險費者，於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依第一項

所載之承保受僱人人數與實際受僱人人數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之實際受僱人人數少於第一項所載之受僱人人數者，被保險人得通知本公司並申請退

返保險費，本公司於受領被保險人前開通知之日起，按日數比例計算應退還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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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上下班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103.11.14(103)美亞保字第 0371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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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美國國際產物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上下班賠償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於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事故遭

受體傷或死亡，依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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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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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財政部 91.07.31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號函核准 

96.08.07(96)邦保商企字第 049號函備查 

96.08.31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09.01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 

96.10.05(96)邦保字第 0003號函備查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6號函備查 

97.08.15(97)邦保商企字第 0396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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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 
(財產保險適用) 

 
 

107.06.29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1070000093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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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中風後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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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