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受僱人數變更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 (97)邦保商企字第 0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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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附加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所承保被保險人之受僱人數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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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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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契約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 

延長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期間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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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

繳保險費，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延長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期間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就主保險契約所承保之產品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在主保險

契約終止或保險期間屆滿後因故未在本公司辦理續保，本公司同意在主保險契約終止或保險期間

屆滿後二個月內，對於被保險人因主保險契約所承保之保險事故而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本公司

仍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依約繳交本附加條款之附加保險費者，本附加條款不生效力。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契約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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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

保險費，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招牌責任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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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廣告招牌或標示牌發生下列

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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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鬆動而墜落所致者。 

二、因廣告招牌內部線路失火而延燒或墜落所致者。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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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移動式廣告招牌所致之任何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附加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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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

繳保險費，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附加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保

險），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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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責賠償而受賠償請求時，依本附加保險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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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傷賠償責任，除主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以超過勞工保險條

例、公務人員保險法或軍人保險條例或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給付部份為限。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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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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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建築物承租人火災責任附加

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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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

繳保險費，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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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承租並位於保單首頁所載營業處所內之建

築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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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對出租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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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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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

繳保險費，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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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經營或管理保單首頁所載營業處所內之停車場，發生意外

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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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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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車輛遭刮損或遭車輛以外之物體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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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惡意破壞產品回收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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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

繳保險費，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惡意破壞產品回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本公司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擴大承保下列因被保險產品回收所致之損失：  

對於被保險人因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發生承保事故致受有損失，且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之約

定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者，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份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但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最高以保單首頁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契約所約定之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或與之有關之任

何賠償請求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顧客偏好、競爭環境、經濟狀況、人口或季節性銷售變異之改變。 

二、被保險產品化學結構之退化、分解或轉變，包含但不限於成分、組成或包裝之結合或反應。

但該退化、分解或轉變係因被保險產品製造過程之行為、錯誤或省略所直接導致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以外之其他人未遵守被保險人有關被保險產品之儲存及食用之規定。 

四、第三人因食用被保險產品所致或與之有關之體傷、財損或賠償請求，包含任何有關此請求或

損失之抗辯費用，但不包含產品回收費用。 

五、民事或刑事罰金、懲罰性損害賠償、違約金、損害、費用及利益、特定倍數損害賠償、預定

性損害賠償或非金錢之損害賠償。 

六、直接或間接由政府或主管機關提起或由其代表或其以引誘、協助、參與或干涉方式所引起或

後續之調查。不論該調查是否基於被保險人之接管人、清算人、股東或受讓人之身分所提起。

此亦包含因調查所生之抗辯費用。 

七、 (一) 被保險人故意違反任何有關於下列事項之法規標準： 

1. 被保險商品之測試、製造、儲存、經銷或銷售； 

2. 製造過程中使用已遭政府或主管機關禁止或認為不安全之成分、組成及/或包裝； 

3. 製造過程中應遵守政府或法定標準之程序並應保存適當文件為憑； 

(二) 行政命令或公共觀感對被保險產品安全性之改變； 

(三) 被保險人之不法行為。 

八、 (一) 被保險人、受僱人、經理人或董監事於本附加條款生效前已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事； 

(二) 於被保險人、受僱人、經理人或董監事已明知於被保險產品之生產、預備或製造過程

中有瑕疵或偏差之後所發生之情事，或有事實足以認定被保險產品之生產、預備或

製造過程中有發生瑕疵或偏差情況之虞後，被保險人怠於採取合理補正措施之情事。 

九、核子反應、核能輻射或放射性污染﹙不包括以被保險產品為特定對象所為之故意破壞﹚。 

十、非承保事故所致之回收，包含但不限於基於下列原因所為之回收： 

(一) 被保險產品不符合其預定效用，包含任何明示或暗示保證之違反； 



 

 

(二) 超過被保險產品預定使用期間； 

(三) 被保險產品於保險期間開始前已遭主管機關禁止於市面上流通，而被保險人於禁止後

仍經銷或銷售該被保險產品。 

十一、由被保險人或代表被保險人向其他被保險人提起之事件或法律程序。 

十二、基於侵害著作權、專利權、營業秘密、商業包裝或商標所為之回收。 

十三、被保險人已於契約或合意承擔責任之回收。但不適用於若無該契約或合意時被保險人仍應

負之損害賠償責任。 

十四、土地（包含財產所在地）、水、生長中之農作物或草地、農作物欠收或牲畜之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2.29(97)邦保商企字第 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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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

繳保險費，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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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營業處所內之電梯，發生意外事故致第

三人體傷或財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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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經政府主管機關命令停止使用而仍繼續使用之電梯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

之責。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7.20(98)邦保商企字第 0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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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並加繳

保險費，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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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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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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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7.30(101)美亞保精字第 0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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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並加繳

保險費，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食品業綜合責任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甲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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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保險產品或在主保險契約載明之營業處所

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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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經確認身體不適者或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被保險

人前往探視購置物品之合理費用或慰問金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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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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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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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8%~40%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之保險費

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  

2.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欄



 

 

美國國際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財政部 91.07.31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號函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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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  

同主保險契約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之約定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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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N/A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投保後終止保險契約者，應按下列之百分比計收保險費。 

 保險有效期間  應收全年保險費之百分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以上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以上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以上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以上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以上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以上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以上至滿八個月者  80%  

超過八個月以上至滿九個月者  85%  

超過九個月以上至滿十個月者  90%  

超過十個月以上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以上者  100%  

 
保費退費係數表  
1. 被保險人於投保後要求終止保險契約者，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本公司依全年保費扣除已滿期

之保險費後退還之。（已滿期之保險費應按短期費率表計算）。 

2. 本公司依規定終止保險契約時，其未滿期之保險費，按未滿期日數比例退還之。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參照主保險契約之「理賠服務」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