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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風險除外附加條款 

POLITICAL RISK EXCLUSION CLAUSE  
 

核准日期及文號  
96.03.14 環產(96)字第063號簡易備查  

9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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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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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excludes confiscation, expropriation, nationalization, 

commandeering, requisition or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de jure or de facto or any public, municipal or local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or area in which the property id situated; seizure or destruction under 

quarantine or customs regulation.  

茲同意本保險契約不承保由該財產所屬地之政府單位所充公、徵收、國有化、徵用或下令毀損或破

壞之財產；於檢疫或海關規定下的沒收或毀損。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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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除外條款 

SECRET AGENT CLAUSE SAMPLE WORDING  
 

核准日期及文號  
96.03.14 環產(96)字第046號簡易備查  

9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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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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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War Exclusion Clause:戰爭除外條款：  

As regards interests which at time of loss or damage are on shore, no liability shall 

attach hereto in respect of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is occasioned by;  

就以下情形所造成於陸地上利益的毀損或滅失，不負賠償責任：  

A) Hostile or warlike action in time of peace or war, including action in hindering, 

combat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an actual, impending or expected attack, (a) by any 

government or sovereign power (de jure or de facto), or by any authority maintaining 

or using military, naval or air forces: (b) by military, naval or air forces: (c) by 

an agent of any such government, power, authority or forces:  

於和平或戰爭時期的敵意或有戰爭危險的行為，包含以妨礙、戰鬥或防禦之行為，對抗由以下所為

事實上即將發生或預期發生的攻擊(a)任何政府、法律上或事實上的政權，或任何有權持有或使用

軍隊之主管機關； (b)陸海空軍隊；(c)任何政府、政權、主管機關或軍隊代理人。  

B)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fiss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whether in time of 

peace or war:  

不論和平或戰爭時，任何打仗使用之原子分裂或放射性武器。  

C)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civil war, usurped power, or action taken in 

hindering, combating or defending against such any occurrence, seizure or destruction 

under quarantine or customs regulations, confiscation by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 or risks of contraband or illegal transportation or trade:  

暴動、叛亂、革命、內戰、奪權，或對類此事件之發生所為之妨礙行為、戰鬥行為或防禦，因檢疫

或海關規定之沒收或銷毀，被任何政府或公權力沒收充公，走私或非法運輸、交易之風險。  

Item A(c) of this exclusion does not apply to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insured by this 

Policy done by terrorists or done secretly by a foreign enemy or agent of any 

government or sovereign power (de jure or de facto), whether in time of peace or war 

and regardless of who commits th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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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於和平或戰爭時期且無論為何人所為之行為，本除外條款項目A(c)並不適用出自於恐怖份子、

外國軍隊之秘密行為或任何政府(法律上或事實上)、主權之間諜所造成本保單所承保之實質毀損或

滅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不適用  

 

保費退費係數表  
不適用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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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料失真/訛誤除外條款(NMA2928)  

Data Distortion/Corruption Exclusion (NMA 2928)  
 

核准日期及文號  
96.03.14 環產(96)字第057 號簡易備查  

9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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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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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It is agreed that this policy excludes any loss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雙方同意本保險單不承保直接或間接由下列事故所引起的損失：  

1. loss of, alteration of, or damage to  

因毀損、改變或滅失，  

or 或  

2. a reduction in the functionality, availability or operation of  

因功能、可利用性或效力的減少  

a computer system, hardware, program, software, data, information repository,  

microchip, integrated circuit or similar device in computer equipment or  

non-computer equipment, whether the property of the policy holder of the Reinsured  

or not, are excluded hereon unless arising out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erils:  

造成電腦系統、硬碟、程式、軟體、數據、資料儲存體、微晶片、積體電路或用於電腦設備或非電

腦設備的類似裝置，不論是否為再保險之被保險人的財產的損失皆不予承保，但由下列事項所引者

不在此限：  

fire, lightning, explosion, aircraft, or vehicle impact, falling objects, windstorm, 

hail, tornado, cyclone, hurricane, earthquake, volcano, tsunami, flood, freeze or 

weight of snow.  

火災、閃電雷擊、爆炸，航空器墜落、機動車輛碰撞、物體墜落、暴風、冰雹、旋風、龍捲風、颶

風、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洪水、结冰、大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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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費率表  
不適用  

 

保費退費係數表  
不適用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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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病毒及外部網路批單附加條款 

COMPUTER VIRUS AND EXTERNAL NETWORKS ENDORSEMENT  
 

核准日期及文號  
96.03.14 環產(96)字第047號簡易備查  

9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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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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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within this 

Policy or any endorsement thereto, the following is included:  

雙方瞭解並同意，本批單如與本保單條條款牴觸時，以本批單為準：  

This Policy does not insure loss, damage, destruction, distortion, erasure, corruption 

or alter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caused by a COMPUTER VIRUS or the FAILURE OF AN 

EXTERNAL NETWORK or loss of use, reduction in functionality,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resulting there from, regardless of any other cause or event 

contributing concurrently or in any other sequence to the loss.  

本保單不承保因電腦病毒或外部網路故障造成之電子資料的損失、毀損、破壞、失真、消除、訛誤

或改變，進而無法使用、功能減少，任何由此所發生的成本或支出，無論是否為任何其他原因或事

件所引起同時發生的，或其他損失的結果。  

ELECTRONIC DATA means facts, concepts and information converted to a form useable for 

communications, interpretation or processing by electronic and electromechanical data 

processing or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equipment and includes programmes, software 

and other coded instructions for the processing and manipulation of data or the 

direc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such equipment.  

電子資料係指論據、概念及資訊，透過電子數據處理或由電子控制的設備包含程式、軟體或其他編

碼指令，將其改變成可供傳達、理解及處理的形式。  

COMPUTER VIRUS means a set of corrupting, harmful or otherwise unauthorised 

instructions or code including a set of maliciously introduced unauthorised 

instructions or code, programmatic or otherwise, that propagate themselves through a 

computer system or network of whatsoever nature. COMPUTER VIRUS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Trojan Horses', 'worms' and 'time or logic bombs'.  

電腦病毒係指一套篡改、有害的或其他未授權的指令或編碼，包括一套惡意傳輸的未授權指令或編

碼、程式或其他方法，而透過電腦系統或網路自行散播。電腦病毒得包含但不限於「特洛依木 



 

7 

馬」病毒，「破壞程式」及「定時或邏輯炸彈」病毒。  

FAILURE OF AN EXTERNAL NETWORK means failure of some or all services provided by an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or telecommunications provider outside a radius of 150 

metres from the insured location specified in the original policy.  

外部網路故障係指於標的物所在地址150公尺以外之網路提供業者或電信業者之一部分或所有服務

故障。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本保單其他條件維持不變。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不適用  

 

保費退費係數表  
不適用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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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風險與恐怖主義附加條款(NMA2918)  

WAR RISK AND TERRORISM EXCLUSION (NMA 2918)  
 

核准日期及文號  
96.03.14 環產(96)字第069號簡易備查  

9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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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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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This insurance does not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occasioned by or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occurrences, namely:  

本保險不承保無論是直接或間接由下列事故所引致的毀損或滅失：  

(a)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戰爭、入侵、外敵入侵、敵對行為或類似戰爭行為(無論宣戰與否)、內戰。  

(b) Mutiny, civil commotion assuming the proportions of or amounting to a popular 

rising, military rising, insurrection, rebellion, revolu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叛亂、有可能引起民眾造反的民眾騷亂、軍事叛亂、起義、反叛、革命、軍事或政變。  

(c) Act of terrorism committed by a person or persons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代表任何組織的人所從事之恐怖主義活動。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dition, “terrorism＂ means the use of violence for 

political ends and includes any use of violence for the purpose of putting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恐怖主義活動係指為了達到政治目的而使用之暴力手段，包括爲使民眾或部分民眾處於恐懼狀態，

所使用之暴力手段。  

In any action, suit or other proceeding, where the Company alleges that by reas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dition any loss or damage is not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is covered shall be upon the Insured. 

如被保險人於任何請求，訴訟或其他請求程序中，主張本條款所規定之毀損或滅失於本保險不適用

時，被保險人負舉證責任。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不適用  

 

保費退費係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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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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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加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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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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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列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

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不得超過六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濕度及煙霧之感應設施，並能發出警鈴或警示訊號。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切斷裝置。  

四、上述警鈴、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切斷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六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

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練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除外責任）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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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加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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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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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保險承保標的物之各種真空管(tube、valves)，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

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二、前條所稱真空管之實際價值，按其管齡、操作時間或次數，以其重置價格乘以下列百分比計算

之：  

1.(1)醫學診斷設備之固定陽極X光管及無計數設備之旋轉型陽極X光管(stationary anode x-ray 

tubes in single-tank setup and 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out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2)皮膚或近層放射性醫療之X射線管(surface and close-range radio-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3)影像放大真空管(video amplifier tubes)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18 100  

< 20 90  

< 23 80  

< 26 70  

< 30 60  

< 34 50  

< 40 40  

< 46 30  

< 52 20  

< 60 10  

> 60 0  

2.醫學診斷設備附有鉛封計數器之旋轉型陽極X射線管(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 Lead-

sealed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操作次數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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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90  

< 14,000 80  

< 16,000 70  

< 19,000 60  

< 22,000 50  

< 26,000 40  

< 30,000 30  

< 35,000 20  

< 40,000 10  

> 40,000 0  

3.深層醫療之X射線管(deep 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400 18 100  

< 500 22 90  

< 600 26 80  

< 700 30 70  

< 800 35 60  

< 900 40 50  

< 1,000 45 40  

< 1,100 50 30  

< 1,200 55 20  

< 1,300 60 10  

> 1,300 60 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兩者中較低者為準。  

4.醫學診斷設備之其他真空管(valve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33 100  

< 36 90  

< 39 80  

< 42 70  

< 45 60  

< 48 50  

< 51 40  

< 54 30  

< 57 20  

< 60 10  

>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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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材料驗設備之X射線管(X-ray tubes and valves for material testing equipment)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300 6 100  

< 380 8 90  

< 460 10 80  

< 540 12 70  

< 620 14 60  

< 700 16 50  

< 780 18 40  

< 860 20 30  

> 860 20 2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兩者中較低者為準。  

6.電視設備之影像及檢波管(picture and pick up tubes)  

使用滿12個月後，電視設備影像及檢波管之實際價值依重置價格按月折舊百分之三，但最低實際價

值為重置價格之百分之廿。  

7.其他各型真空管之實際價值，參照製造商或供應商之資料計算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不保事項（除外責任）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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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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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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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

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立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  

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行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

之廿五,以兩者中較高者為準。  

 

不保事項（除外責任）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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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流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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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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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保險單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

亦負賠償責任，但對下列事項仍不負賠償責任：  

一、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車輛內者，不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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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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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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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

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發生於連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不論次數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

理。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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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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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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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

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洪水、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保險標的物存放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者，被保險人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

備），並定期派合格人員檢測記錄，保持隨時可用狀態。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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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重置價格理賠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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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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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不能修復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金

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不超過其保險金額為限。  

遇有下列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行重置工作並未於合理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年。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單承保，而其賠償金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不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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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重置價格理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及天災所致者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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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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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火災或「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不能修復而需予重置

時，本公司之賠償金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不超過其保險金額為限。  

遇有下列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行重置工作並未於合理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年。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金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不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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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理賠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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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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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約定：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四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

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本公司對恢復受損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所需重新置換或重製資料之費用，負賠償責任，

但不包括系統或程式之重新設計費用。 

倘喪失之資料無需重製或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後十二個月內未予重製者，本公司對重製資料

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二)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金額仍依照原約定保險

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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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電腦額外費用險理賠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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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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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五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三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列規定辦理，但

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金額以不超過其保險金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繼續作業，開始使用與受損保險標的物相同或類似功能替代電子資料處

理設備之日起 個月補償期間內，實際發生之必要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本保險單電腦額外費用

險明細表所載「員工加班費」改為「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之運費，負賠

償責任，但以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金額為限。  

(二) 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其自使用替代電子資料處理設備之日起 日內發生之租借費用、

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運費，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三)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仍恢復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金額依照原約定保險

費率，按日數比例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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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火災、閃電、爆炸及飛行物體碰撞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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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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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對下列事項不負賠償責任：  

一、直接因閃電、雷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行物體之碰撞或其墜落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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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絛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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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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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列事項不負賠償責任：  

一、直接因閃電、雷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行物體之碰撞或其墜落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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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水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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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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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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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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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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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保險單承保之承保範圍不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單基

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列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不在此限。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不得超過六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度、濕度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鈴或警示訊號。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切斷裝置。  

四、上述警鈴、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六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

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練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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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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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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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理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本公司不負賠

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27 

636圬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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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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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理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泥、油漆、土

方、或其類似工作之費用，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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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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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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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特別零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

或缺失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但因外來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

者，不在此限。  

二、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 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

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數，以重置價格乘以下列百分比計算之：  

(1)附有高壓計時固定陽極X光管 附有計數設備旋轉型陽極X光管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次數(小於)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400 10,000 100  

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2)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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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30  

57 20  

60 1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本體損失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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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氣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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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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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氣體、水電供應之中斷或不正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不

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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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X光軟片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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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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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本公司對X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不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意

外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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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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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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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約定：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人，放棄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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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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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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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器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對於已停止生產或無法購得零件者，

其補償期間應按修理或置換市面現有類似功能型式之設備所需期間計算，但不得超過本保險單所附

「電腦額外費用險理賠附加條款」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34 

664修復延遲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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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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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承保之國外製之機器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倘需自國外取得零件設備或

聘僱專家致延遲修復者，其補償期間以28天為限。但本公司之補償期間包括上述增加之期間，應不

超過本保險單所附「電腦額外費用險理賠附加條款」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35 

6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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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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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條承保範圍之適用，應以電子設備本體已投保第一條「電子設備損

失險」為要件。但實際承保之保險單「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範圍與本保險單第一條抵觸時，以

本保險單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36 

691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75.07.01台財融第7503494號函備查（公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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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23 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97.07.23金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1號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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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列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1.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滑、調整及更換零組件。  

2.機器功能衰退、老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理、矯正及更換零組件。  

二、維護、保養之費用不屬於本保險單承保之範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37 

F02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88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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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各種真空管(tube & valves)，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

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38 

F03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89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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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加保竊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

約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

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不保事項（除外責任）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39 

F04流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0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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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流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

保險契約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

司亦負賠償責任。  

不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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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車輛內者，不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0 

F05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1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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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

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

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

償責任。  

 

不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共同不保事項及特別不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

或低於地面處所所致損失者亦不負賠償之責。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1 

F06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2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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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

之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淹水、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

任。  

 

不保事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2 

F07新品重置價格理賠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3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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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理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不能修復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

賠償金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不超過其保險金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列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行重置工作並未於合理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三年。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契約承保，而其賠償金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不同者。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3 

F08新品重置價格理賠附加條款  

-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4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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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理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

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遇

有承保範圍內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不能修復而需予重置

時，本公司之賠償金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不超過其保險金額為限。  

遇有下列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行重置工作並未於合理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三年。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金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不同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4 

F31火災、閃電、爆炸及飛行物體碰撞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5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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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火災、閃電、爆炸及飛行物體碰撞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

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列事項不負賠償責任：  

一、 直接因閃電、雷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 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 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行物體之碰撞或其墜落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5 

F32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6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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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因機械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裂或失靈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不負賠償責任。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6 

F33水災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7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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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水災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

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不負賠償責任。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7 

F34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8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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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空調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之承保範

圍不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主保險契約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

包括符合下列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不在此限。  

一、 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不得超過六個月。  

二、 裝有偵測溫度、濕度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鈴或警示訊號。  

三、 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切斷裝置。  

四、 上述警鈴、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六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

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 操作時由曾受訓練之人員監視應變。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8 

F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不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99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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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

「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不

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

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49 

F36圬工費用除外不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0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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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圬工費用除外不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

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理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泥、油漆、

土方或其類似工作之費用不負賠償責任。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0 

F37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1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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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個別零件或組件之

衰退、失效或缺陷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但因外來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

火災所致者，不在此限。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1 

F61 X光軟片除外不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2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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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X光軟片除外不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X

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不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主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

致者，不在此限。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2 

F62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3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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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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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被保

險人同意使用主保險契約承保標的物之人，放棄代位求償權。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3 

F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4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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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陳舊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電

子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對於已停止生產或無法購得零件者，其補償期間應按修理

或置換市面現有類似功能型式之設備所需期間計算，但不得超過主保險契約所載之補償期間。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4 

F64修復延遲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5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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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修復延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國

外製造之電子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倘需自國外取得零件設備或聘僱專家致延遲

修復者，其補償期間以28天為限。但本公司之補償期間包括上述增加之期間，應不超過主保險契約

所載之補償期間。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5 

F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6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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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加繳保

險費後，投保本租賃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

約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條承保範圍之適用，應以電子設備本體已投保基本條款第一條「電子設備

損失險」為要件。但實際承保之主保險契約「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範圍與主保險契約第一條牴

觸時，以主保險契約為準。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56 

F91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207號函備查（公會版） 

97.08.22(97)邦保商企字第0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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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投保本

「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

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列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一、 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滑、調整及更換零組件。  

二、 機器功能衰退、老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理、矯正及零組件更換。  

維護、保養之費用不屬於本保險契約承保之範圍。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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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A天災損失賠償限額及自負額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2.10(98)邦保商企字第0058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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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於投保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約定電子設備保險天

災損失賠償限額及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

於保險標的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不保事項（除外責任）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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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31(99)美亞保精字第0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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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時，若其損失金額未達新台幣  

以上者，不適用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且對未受損之保險標的物無需進行特別盤點或鑑價。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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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31(99)美亞保精字第0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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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在本保險契約所載地址範圍內，保險標的物由原置存處所遷移至其他置存處所，因

被保險人之疏忽未事先通知本公司，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該遷移之保險標的物仍負賠償責

任，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動產之保險金額百分之 為限，但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  

被保險人應於知悉遷移事實後，立即通知本公司，必要時自遷移日起調整保險金額或保險費。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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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率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1.02(98)邦保商企字第0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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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七年以平均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

高以重置價格之百分之七十為限。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61 

殘餘物清除費用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31(99)美亞保精字第0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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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保險標的物於保險事故發生所產生之下列費用：  

一、搬運殘餘物。  

二、拆除或分解受損保險標的物。  

三、支撐保險標的物。  

四、清除保險標的物。  

本保險契約對於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位於承保處所內非承保財產之殘餘物清除費用，亦負賠償責任。  

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不論該其他保險契約是否承保本項殘

餘物清除費用，本公司對本項清除費用之賠償責任，以不超過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承保同一標

的物同一保險事故之總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本公司於評估保險標的物之實際價值作為保險金額時，本項清除費用不予計算在內。但於理算賠款

時，本項清除費用仍應與財產之損失金額合併計算，受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之限制。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由於遵照政府命令或建築法規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而營建、修復或拆

除建築物所產生之清除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不只一項時，分別適用本條款。  

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責任最高以各分項保險標的物賠償金額百分之 為限，但最高不得超過新

台幣 元；非承保財產之殘餘物所生之清除費用亦受上述各項賠償金額之限制。各分項清除費用與

該項受損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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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甲式)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2.15(101)美亞保精字第0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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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甲式)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

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

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          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

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63 

暫時外移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31(99)美亞保精字第0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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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保險標的物（貨物除外）因清理、改裝、修復或相類似之目的，暫時遷移並置存於

本保險契約載明之保險標的物地址以外之可關閉處所，發生保險事故遭受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亦

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金額以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 為限，最高不得超

過新台幣 元。  

保險標的物在運輸途中或展覽會場內不適用本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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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費用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31(99)美亞保精字第0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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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擴大承保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發生遭受毀損或滅失所生之下列額外費

用： 

一、 為緊急從事必要之復原、修理或替換保險標的物而產生之快遞費用、加班費、雇用額外勞力或

租用設備或購買所需之材料費用。 

二、 為避免擴大損失、降低損失或抑制損失，對於政府機關所提供之服務或供給設備，所必需繳付

之任何費用、分攤或其他課徵(罰鍰或罰金除外)。 

三、 為避免擴大損失所必需從事之支撐、支持或臨時性修理而產生之費用。 

 

本公司對於一、二額外費用之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10.7%~47.7%  

 

短期費率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保費退費係數表  
依主保險契約之約定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請參照主保險契約之「理賠服務」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