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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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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如於起保時即為本保險單規定之重置價格，且保險金額與保險
費於每年續保時，皆依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及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按下列公式計算調
整，則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一條條文全部刪除。 

S  ＝ So
 E 

 Eo
  

P  ＝ Po (0.3
 E 

 Eo
 + 0.7

 L 

Lo
 ) 

S  ＝ 續保時之保險金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金額 
E  ＝ 續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Eo ＝ 起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P  ＝ 續保年度之保費 
Po ＝ 起保年度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以上各項指數以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數為準。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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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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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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

致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屬於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不論

其投保與否。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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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

損失之百分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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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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B 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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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

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時，

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金額為

限。 

二、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第三人意外 

責任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三、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一)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受雇人或上述人員家屬之體傷、疾病或死亡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

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

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

限。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

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

金額，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五、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

人之追償權。 

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

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

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

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附加條款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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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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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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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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

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

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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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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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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          區域內存放、使用或運輸過程包括裝卸中，

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

亦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

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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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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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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

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

失。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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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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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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燃機或氫冷發電機爆炸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

責任。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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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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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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
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任何附帶損失，如
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

減尚未製成成品所節省之成本。 

(二)為被保險人所經銷者－以其重置價格為限，且不得超過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任何
所節省之成本。 

(三)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
(一)、(二)兩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三、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

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
別計算。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
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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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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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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壓力管線(Penstock)止水閥、再昇抽水機(Relift Pumps)發生本

保險單承保之危險事故而爆炸造成淹水或淤積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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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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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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坍

崩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

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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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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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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次，

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上述標的物因砂之沖蝕、井之倒塌、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無水運轉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

賠償責任。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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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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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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之損

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

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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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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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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潤滑油或冷卻劑之損失，

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其

折舊率應參照製造廠商所訂標準及實際使用狀況計算。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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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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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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之輸送帶及鍊條，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

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但累計折舊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對輸送帶及鍊

條之損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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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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金屬線及纜線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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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

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二、本公司對運送貨物之索道、纜線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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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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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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照明燈泡之損失，本公

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月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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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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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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重繞線圈之費用，本公司按線圈及相

關部份就其已使用時間扣除折舊後賠償之。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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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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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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汽缸襯墊、汽缸頭、活塞及其附

件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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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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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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氣渦輪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

金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其實際價值以重置價格乘以 (1- 
 EL 

 NLE
 ) 計算之。 

EL = Expired life = 已使用時間，即發生損失時已使用工作時數。 

NLE = Normal life expectancy = 正常預期壽命，即根據製造廠商訂定之可使用工作時數。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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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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壓印板(platen p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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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壓之部份徹

底檢修，並請專家作非破壞檢驗(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本公司

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及檢驗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

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

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及檢驗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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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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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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 750KW 以上之 2極馬達或 1000 KW 以上之 4極馬達，在操作 8000小時或

起動 500 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

達則應在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

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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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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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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

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二)水輪機及水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但至少每兩年一次。 

(三)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

理。 

三、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

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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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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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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

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

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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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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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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第五條第(二)項刪除並改訂如下： 

(一)1.鑽、模具、刀具、夾具、鋸條、磨輪、蝕刻之滾筒及其他可替換工具之損失。 

2.耐火磚、耐火材料、隔熱材料、保溫材料、皮帶、鍊條、輸送帶、壓碎面、磨碎面及其

它高損耗或高折舊零組件之損失。 

3.玻璃、陶瓷、繩索、金屬線、毛毯、編織物、橡皮及其製造品之損失。 

4.各種工作媒質，如燃料、觸媒、潤滑油、冷卻劑之損失。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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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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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號簡易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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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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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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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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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號簡易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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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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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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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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RISK EXCLUSION CLAUSE 

政治風險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6.03.14環產(96)字第062號簡易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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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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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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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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 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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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保險金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調整保險
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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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如於起保時即為主保險契約規定之新品重置價格，且保險金額與保險費於
每年續保時，皆依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及受僱員工平均薪資指數按下列公式計算調整，並
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一條之規定。 

S  ＝ So
 E 

 Eo
  

P  ＝ Po (0.3
 E 

 Eo
 + 0.7

 L 

Lo
 ) 

S  ＝ 續保時之保險金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金額 
E  ＝ 續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Eo ＝ 起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P  ＝ 續保年度之保費 
Po ＝ 起保年度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以上各項指數以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數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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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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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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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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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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

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主保險契約第一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不論其投保與否。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

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 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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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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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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B 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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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

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

撕裂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

時，除本附加條款第二條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第四

條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上述人員家屬之體傷、疾病或死亡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

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

賠償金額而言。 

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主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

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如下： 

第三人意外 

責 任 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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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特別約定 

一、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

人之追償權。 

二、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

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三、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

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

過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與超過金額之比例分

攤。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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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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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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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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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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在主保險契約所載處所因洪水、淹水、地

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約定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

並取得報案證明。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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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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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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 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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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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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在             區域內存放、使用或運輸過程

包括裝卸中，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

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約定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

並取得報案證明。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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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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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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 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

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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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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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

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

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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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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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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4 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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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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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因其內燃機

或氫冷發電機爆炸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

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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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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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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5 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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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
「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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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
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任何附帶損失，如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 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尚未製成成

品所節省之成本。 
二、 為被保險人所經銷者－以其新品重置價格為限，且不得超過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任何所節省之

成本。 
三、 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瞬間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一、二兩

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金額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第四條  不足額保險 
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
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別計算。 
第五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
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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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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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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 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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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壓力管線(Penstock)、止水閥、再升抽水機(Relift Pumps)發

生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危險事故而爆炸造成淹水或淤積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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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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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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 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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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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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

坍方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賠

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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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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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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8 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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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特別約定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

「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

次，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砂之沖蝕、井之倒塌、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空轉所致之損失，本公司

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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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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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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 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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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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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耐火材料及圬工

設施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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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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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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 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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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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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潤滑油或冷卻劑之

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其折舊率

應參照製造廠商所訂標準及實際使用狀況計算。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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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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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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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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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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之輸送帶及鍊條，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

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但累計折舊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對輸送帶及鍊

條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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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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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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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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

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

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於運送貨物之索道所使用的非傳輸電力之纜線發生之損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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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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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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 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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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照明燈泡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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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照明燈泡之損失，本公司

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月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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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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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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 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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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重繞線圈之費用，本公司按線

圈及相關部份就其已使用時間扣除折舊後賠償之。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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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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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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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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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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內

燃機折舊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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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汽缸襯墊、汽缸頭、活塞及其附件之損失，本公

司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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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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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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 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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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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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氣

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氣渦輪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

之賠償金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其實際價值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 (1- 
 EL 

 NLE
 ) 計算

之。 

EL = Expired life = 已使用時間，即發生損失時已使用工作時數。 

NLE = Normal life expectancy = 正常預期壽命，即根據製造廠商訂定之可使用工作時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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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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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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2 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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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

「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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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應力之

部份徹底檢修，並請專家做非破壞檢驗(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

本公司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

月。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按約

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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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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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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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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

承保 750KW 以上之二極馬達或 1000 KW 以上之四極馬達，在操作 8000 小時或起動 500

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達則應在

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按約

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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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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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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4 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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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

「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

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

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二)水輪機及水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但至少每兩年一次。 

(三)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按約

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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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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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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5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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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

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按約

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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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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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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6 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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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

費，投保本「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

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引起之爆炸或化學性

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保險標的物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工作必須拆除其他

財物時，本公司對其拆除及恢復原狀所需費用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以新台幣

__________元為限。 

 
第二條  承保標的物 

一、本附加條款之建築物基本資料如下表: 

建築物之名稱  

建築物之地址  

樓板總面積                      m2 

建築物之用途  

建築物之樓數(地上及地下) 地上    層，地下    層 

建築物之完工年月          年      月 

 

二、設置於本附加條款所載建築物之下列機械設備，均為保險標的物，無需逐一載明。 

設備名稱 機械、機械設備或裝置 

空調設備 暖氣機、冷凍機、冷却水塔、冷氣機、空調

機、空氣幕裝置、送風機、附屬幫浦等。 

電氣設備 變壓器、配電盤、控制監視盤、繼電器盤、繼

電器、變流器、開關器、電容器、反應器、充

電設備、不斷電系統、電池、碍子、碍管、保

護裝置、開關器用空氣壓縮機、支撐架、母

線、配線、照明用器具、緊急發電設備、送信/

受信設備、電鐘裝置、電話交換機、天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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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訊號裝置、避雷針裝置、接地裝置、導

體、保全系統、防災中心設備、火災警報系

統、警報裝置等。 

給水、排水、衛生、

消防設備 

(不含鍋爐) 

給水設備、熱水供給設備、鍋爐附屬裝置、太

陽能系統、衛生設備、飲用水設備、排水設

備、深水井、污水處理設備、撒水設備、各種

消防設備等。 

昇降設備 電梯、電扶梯、貨梯等。 

其他之設備 自動門設備、活動百葉門窗(SHUTTER)裝置、

垃圾處理設備、塵埃燒却設備等。 

附屬於上列各設備之配線、配管、管道設備。 

 

第三條  通知之義務 

保險金額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四條規

定調整保險金額。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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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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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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0 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7.05.20(97)產意字第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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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可替換工

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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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二)款刪除並改訂如下： 

一、鑽、模具、刀具、夾具、鋸條、磨輪、蝕刻之滾筒及其他可替換工具之損失。 

二、耐火磚、耐火材料、隔熱材料、保溫材料、皮帶、鍊條、輸送帶、壓碎面、磨碎面及其它

高損耗或高折舊零組件之損失。 

三、燈泡、玻璃、陶瓷、繩索、金屬線、纜線、毛毯、編織物、橡皮及其製造品之損失。 

四、各種工作媒質，如燃料、觸媒、潤滑油、冷卻劑之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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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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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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0)美亞保精字第 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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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瞭解並同意，本公司在下列情形，對於本保險契約各項承保範圍內之責任，或任何擴

大承保條款所應為之給付，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本保險契約之準據法及/或保險人、其母公司或最終企業主體之管轄國因適用之法律及/或命

令，因對特定國家之國民或政府機關實施禁止貨物進出口或其他形式之經濟制裁，因前述禁止

事項，而禁止保險人對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或任何受益人提供任何肇因於保險契約所生之保

險保障、或與其從事商業交易、或其他因保險所生之經濟利益。 

經雙方瞭解並同意，倘本保險契約之任一受益人因本保險契約之準據法及/或保險人、其母公司

或最終企業主體所適用之法律及/或命令而無法承認其經濟利益時，本公司將不對其提供任何之

經濟利益或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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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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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經濟制裁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3.06.30(103)美亞保字第 0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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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條款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該履行之保險給付責任，

如該保險給付導致本公司、本公司之母公司或最終控股公司違反聯合國決議之制裁、禁令或限

制；或違反經歐盟或美國所作貿易或經濟制裁、法規或法律規定等任何相關之規定時，本公司

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英文原文：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deemed to provide cover and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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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surer, its parent company or its ultimate controlling entity to any sanction,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under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r the trade or economic sanctions, 
laws or regu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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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英文原文：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remain unchanged.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詳契約條款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條件及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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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