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特別不保事項 

 
核准日期及文號： 
94.02.19 金管保二字第 09402521230 號函核准（公會版） 

96.06.29(96)邦保商企字第 020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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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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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經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後，附加本特別除外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雙

方同意除基本條款約定之事項外，對下列情形不論原因為何，本公司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未確實遵照業務管理手冊、作業程序或控制要點等相關規定未盡善良管理人之

責任者。 

(二) 由一位員工自始至終控制全部作業程序。但被保險人所屬櫃員單獨處理每一次存、提

款金額在新台幣        萬元以內之交易者，不在此限。 

(三) 被保險人對於開啟或進出保險箱、櫃或金庫之鑰匙、密碼、代號及押密，未確立並落

實「共同監管」制度者。 

(四) 被保險人之員工為客戶保管存摺或印鑑者。 

(五) 被保險人之員工辦理存、提款業務未查驗存、提款人之存摺或紀錄者。 

(六) 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1. 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現金所發生之損失。 

2. 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以上（包含安全警戒人員一

名）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3. 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現金於運送途中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4. 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現金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者。 

5. 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6. 以專用運鈔車運送現金途中，安全警戒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或

提攜現金時所發生之損失。 

7. 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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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 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財政部 91 年 07 月 31 日台財保字第○九一○七○六九七八號函核准 

96.08.07(96)邦保商企字第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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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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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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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擴大承保疏忽短鈔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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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被保險人之櫃員（但不包含自動櫃員機）或出納收付現金時因疏忽或錯誤致短收或溢付之直接

損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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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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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擴大承保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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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乙項「營業處所之財產」擴大承保被保險人行內及行外自動櫃員

機(含存、付款機)內儲存備領之現金因主保險契約第一章乙項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 

 

前述之擴大承保範圍亦包含被保險人或經由被保險人授權指定人員於正常作業程序進行現金之

填補或清點或維修過程中因搶奪、強盜所致現金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為每一事故［ ］元整(國定例假日或其他連續假期為［ ］元整)；保險期

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為［ ］元整。遇有損失發生時，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自負額為每一事故損

失之百分之［ ］，且最低［ ］元整，本公司僅就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本附加條款之保

險金額併入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乙項「營業處所之財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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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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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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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主保

險契約及本公司所簽發保險契約號碼［   ］之所有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應負給付責任之

全部累積責任限額為［   ］元整。 

雙方並同意，本附加條款不應解釋為增加主保險契約首頁所載之責任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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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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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竊盜定義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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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竊盜定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二章定義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竊盜」：指除被保險人或其家屬或其受僱人或與其同住之人以外之任何人企圖獲取不法利

益，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並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處所，而從事竊取或奪取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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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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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刪除保管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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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刪除保管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第五條第(五)項「客戶存放於保管箱內之財物之毀損滅失」

之約定應予刪除。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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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變更偽造通貨承保範圍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2.30(98)美亞保精字第 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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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被保險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變更偽造通貨承保範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戊項「偽造通貨」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戊、偽造通貨：被保險人善意收受經偽造或變造之中華民國政府發行流通之本位幣或輔幣，及

經中央銀行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內結匯之外幣而生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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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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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運送中之財產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2.30(98)美亞保精字第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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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運送中之財產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故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應增訂下列除外不保事項： 

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 

丙項者: 

（一）運送中之財產須放置於有適當防護措施之運送車輛。針對下列不同之運送財產金額，被

保險人應指派約定人數之運送人員(含車輛駕駛人)共同監管運送之財產，否則本公司不

負賠償責任： 

(1)運送中之財產在【      】元(含)以下者，須有【      】人(含)以上運送人員負責運送。 

(2)運送中之財產在       元(不含)以上  至【      】元(含)以下者者，須有【      】人(含)以上

運送人員負責運送。 

(3)運送中之財產在      【      】元(不含)以上者，須有     人(含)以上運送人員或委託專業

保全公司負責運送。 

（二）運送途中財產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三）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所致之損失。 

（四）以郵寄或託運方式運送所致之損失。 

（五）不明原因之遺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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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營業處所財產擴大承保新設營業單位及 

自動櫃員機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12.30(98)美亞保精字第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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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營業處所財產擴大承保新設營業單位及自動櫃員機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乙項營業處所之財產，增訂下列事

項： 

一、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新增之營業單位，包含各新增營業單位籌備處在內，要保人於

增加該營業單位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辦理批改手續者，本公司擴大承保該新增

營業單位之財產。 

二、 自動櫃員機或自動兌幣機中所儲存備領之現金視為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財產。惟行外自動

櫃員機於保險期間內，每部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營業部之自動兌幣機乙

部，於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前述賠償金額併入主保險契約承

保範圍乙項之分項保險金額，倘遇有損失時，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之自負額為每一事故損

失之百分之【      】，最低【      】元整。 

 

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第一條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乙項者，增訂下列事項： 

一、 置存現金之存、付款機未經鎖妥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被保險人授權或依被保險人之正常

作業程序而進行補充或清點現金、或維修時所發生之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不在此限。 

二、 置存現金之存、付款機因其設備本身固有之瑕疵或故障，或連線電腦之瑕疵、故障，或操

作上之疏忽所致被冒領、溢領、盜領，或登帳錯誤所致之損失。 

三、 客戶所持有之金融卡（或提款卡或其他類似之電腦磁卡）經偽造、變造所致之損失。 

四、 置存現金之存、付款機未經破壞所發生現金短少之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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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疏於執行內控規定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15(98)美亞保精字第 0056 號函備查 
99.10.29(99)美亞保精字第 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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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疏於執行內控規定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三章「不保項目」應增列以下約定： 

 

二十一、被保險人未確實遵照以下規定所生之損失： 

(一) 被保險人應具備涵蓋被保險人所有業務之管理手冊或規章，明確劃分員工之職責，並督

促其確實遵行。 

(二) 被保險人除為奉行主管機關規定實施櫃員制度以簡化作業手續，於每一次存款金額在

【      】元以下及提款金額在【      】元以下之交易，可由櫃員單獨處理外，對其它職責

之安排均不得由一位員工自始至終控制全部作業程序。 

(三) 被保險人對於下列各項財物之保管應確立並貫徹執行「共同監管」制度： 

1.置存於保險箱、櫃或金庫之財物。 

2.開啟保險箱、櫃或金庫之鑰匙。 

3.代號、密碼及押密。 

(四) 被保險人對於下列各項事務之處理應確立並貫徹執行「雙重管制」制度： 

1.股票、流通與非流通證券及尚未發行之空白票證。 

2.備份之空白支票或匯票及未發行之旅行支票。 

3.已結清（或已註銷）之存款帳戶。 

4.代號、密碼及押密。 

(五) 被保險人之營業帳目除由主管機關定期查核外，被保險人亦應對其各營業設施（包括電

腦作業）每年稽核及檢討一次。 

(六) 運送財產金額在【      】元以下，需至少兩人共同監管運送之財物；運送金額在新台幣

【      】元以上，需至少三人共同監管運送之財物。 

 

二十二、被保險人之員工為客戶保管存摺或印鑑所生之損失。 

 

二十三、被保險人之員工辦理存、提款業務時，未查驗存、提款人之存摺或紀錄所生之損失；

惟顧客在被保險人之原存款行或其聯行間每次免摺存款在【      】元以內(含)者及顧客在被保

險人之原存款行每次免摺提款在【      】元以內(含)者不在此限。 

 



 

 
 

二十四、被保險人接受支票存款戶於支票或於其所簽發並委託金融業者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背

面為轉帳指示，將其本人之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或綜合存款帳戶中之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

存款或定期性存款質借限額轉入其支票存款戶所生之任何損失。惟依93年01月27日財政部台財

融第0922001878號函，有關活期存款依約定方式提取存款之限制及規定辦理不在此限。 

前述有關限制及規定內容概述如下： 

(一) 授權轉帳指示之支票存款戶不以個人帳戶為限，該等轉帳指示應以書面方式約定，所轉

入帳戶應以存戶本人在該金融機構之支票存款帳戶為限，存戶應逐筆指示並不得以概括

授權方式為之，但限額支票、限額保證支票餘額不敷支付票款時，由活期存款或活期儲

蓄存款撥轉者，不在此限。 

(二) 金融機構於支票或本票背面供存戶為轉帳指示之簽章設計，須與支票或本票所為之背書

加以明確區分，不得因此發生票據法上背書不連續或回頭背書之情事。 

 

二十五、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一) 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現金所發生之損失。 

(二) 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現金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者。 

(三) 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四) 以專用運鈔車運送現金途中，安全警戒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或提攜

現金時所發生之損失。 

(五) 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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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員工不忠實擴大承保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15(99)美亞保精字第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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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員工不忠實行為擴大承保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故在主保險契約第一章甲項員工不忠實行為之承保範圍下，除保險單首頁所載之

被保險人以外，被保險人另包括下列公司： 

 

1.【      】 

2.【      】 

3.【      】 

 

上述公司之保險金額為每一事故【      】元且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限額為【      】元，前述

金額應內含於保險單首頁所載甲項承保範圍之保險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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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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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一般條款及不保項目之修正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15 (99)美亞保精字第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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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一般條款及不保項目之修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主保險契約第四章「一般條款」第五條第(一)項第 2 款應刪除，並以下列文字取代： 

2.   由於被保險人之員工或其他人之單獨或共謀行為或不行為所致之一次或數次累積損失，

至發現時止，均視為一次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保險單正面某一項

可資適用之承保範圍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第(一)項第 3 款應修正如下： 

 3.  一次或數次之累積損失，雖無前述直接或間接之單獨或共謀行為或不行為存在，但因同

一事故所致之任何損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以保險單正面某一項可資適用之承保範

圍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主保險契約第二章「定義」應增列以下約定： 

十一、「存款證明」 : 指存單、存摺。 

 

另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修正如第二條。 

 

不保事項： 

一、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第二條應刪除，並以下列文字取代： 

二、適用於第一章承保範圍丁項者：(1) 票據或證券之印鑑或簽名為真實但其餘記載不實所

致之損失。 

 

二、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應增列以下約定： 

二十一、 被保險人未確實遵照以下規定所生之損失： 

(一)被保險人應具備涵蓋被保險人所有業務之管理手冊或規章，明確劃分員工之職

責，並督促其確實遵行。 

(二)被保險人除為奉行主管機關規定實施櫃員制度以簡化作業手續，於每一次存、

提款金額在【      】元以下之交易，可由櫃員單獨處理外，對其它職責之安排

均不得由一位員工自始至終控制全部作業程序。 

 



 

 
 

(三)被保險人對於下列各項財物之保管應確立並貫徹執行「共同監管」制度： 

1.置存於保險箱、櫃或金庫之財物。 

2.開啟保險箱、櫃或金庫之鑰匙。 

3.代號、密碼及押密。 

(四)被保險人對於下列各項事務之處理應確立並貫徹執行「雙重管制」制度： 

1.股票、流通與非流通證券及尚未發行之空白票證。 

2.備份之空白支票或匯票及未發行之旅行支票。 

3.已結清（或已註銷）之存款帳戶。 

4.代號、密碼及押密。 

(五)被保險人之營業帳目除由主管機關定期查核外，被保險人亦應對其各營業設施

（包括電腦作業）每年稽核及檢討一次。 

(六 )被保險人之員工其職位在科（課）長以上者，每人每年至少應連續休假

【      】個營業日，遠離營業處所，不執行任何職務。其餘員工則亦應執行前

述連續【      】個營業日休假制度或每一員工每年至少應調離現行職務連續

【      】個營業日，由其他人員接掌其經辦之事務。 

二十二、適用於現金運送者 

(一)非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人員負責運送現金所發生之損失。 

(二)在運送途中除運送車輛駕駛人外未經指派運送人員【      】人以上（包含安全警

戒人員【      】名）負責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

限。 

(三)以專用運鈔車運送，而現金於運送途中未存放於保險櫃內所發生之損失。 

(四)被保險人指派之運送現金人員於執行運送任務時，因受酒類或藥劑之影響者。 

(五)運送途中現金無人看管時所發生之損失。 

(六)以專用運鈔車運送現金途中，安全警戒人員違反其職務規範或逾越職權，於保管

或提攜現金時所發生之損失。 

(七)以郵寄或托運方式運送所致者。 

二十三、被保險人之員工為客戶保管存摺或印鑑所生之損失。 

二十四、被保險人之員工辦理存、提款業務時，未查驗存、提款人之存摺所生之損失。 

二十五、保險人之支票存款客戶預先授權（無論為口頭或書面）被保險人或其員工該存戶之活

期存款帳戶內之資金逕行轉入支票存款帳戶內，所生之任何損失。 

二十六、被保險人之支票存款客戶預先授權（無論為口頭或書面）被保險人或其員工該存戶之

活期存款帳戶內之資金逕行轉入支票存款帳戶內，所生之任何損失。 

二十七、被保險人接受支票存款戶於支票或於其所簽發並委託金融業者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背

面為轉帳指示，將其本人之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或綜合存款帳戶中之活期存款或

活期儲蓄存款或定期性存款質借限額轉入其支票存款戶。所生之任何損失。惟依 93



 

 
 

年 01 月 27 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0922001878 號函，有關活期存款依約定方式提取存款

之限制及規定辦理不在此限。 

前述有關限制及規定內容概述如下： 

(1)授權轉帳指示之支票存款戶不以個人帳戶為限，該等轉帳指示應以書面方式約

定，所轉入帳戶應以存戶本人在該金融機構之支票存款帳戶為限，存戶應逐筆指

示並不得以概括授權方式為之，但限額支票、限額保證支票餘額不敷支付票款

時，由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撥轉者，不在此限。 

(2)金融機構於支票或本票背面供存戶為轉帳指示之簽章設計，須與支票或本票所為

之背書加以明確區分，不得因此發生票據法上背書不連續或回頭背書之情事。 

二十八、被保險人之內稽內控作業程序/作業辦法視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如被保險人未遵

守其內稽內控作業程序作業辦法辦理，遇有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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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承保範圍、不保項目及一般條款之修正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4.22(99)美亞保精字第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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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承保範圍、不保項目及一般條款之修正附加條款（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一章「承保範圍」甲、乙、丁及庚項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

定取代之： 

甲、員工之不忠實行為：被保險人之員工意圖獲取不當得利，單獨或與他人串謀，以不忠實或

詐欺行為所致於被保險人財產之損失。被保險人之法人代表董事，其業務執行屬於一般員

工範圍之職務而非董事行為時，對其不忠實行為所致於被保險人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

之責。 

乙、營業處所之財產： 

一、置存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之財產，因竊盜、搶劫、誤放、火災、爆炸或其他原因之

失蹤或毀損所致之損失。但損失係由不明原因所致者，不在此限。 

二、顧客或其代表所持有之財產，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因前項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但

損失係由該顧客或其代表之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丙、票據及有價證券之偽造或變造：支票、本票、匯票、存款證明、信用狀、取款憑條、公庫

支付令之偽造或變造及就經偽造或變造之票證付款所致之損失。前項所謂偽造或變造，包

括按上述票證原載之字體或簽章加以變更、改造、仿刻或盜蓋。上述所稱之「存款證明」

包括存單、信託憑證及各類存款存摺；所稱之「信用狀」包括「書面信用狀修改書」。 

丁、證券或契據之失誤：被保險人於正當營業過程中，善意就本保險單所規定之證券或契據為

行為，而該項證券或契據曾經偽造、變造或遺失、竊盜所致之損失。對於貸款客戶所提供

之有價證券或票據（含客票）因偽造或變造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另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及第四章一般條款分別修正如第二條及第三條。 

 

一、第四章「一般條款」第一條第（一）及第（二）款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一)對於下列各項應確立「共同監管」制度： 

1. 1.置存於保險箱、櫃或金庫之財物。 

2. 2.開啟保險箱、櫃或金庫之全部鑰匙。 

3. 3.代號、密碼及押密。 

(二)對於下列各項應確立「雙重管制」制度： 

4. 1.股票、流通與非流通證券及尚未發行之空白票證。 

5. 2.備份之空白支票或匯票及未發行之旅行支票。 

6. 3.匿名之存款帳戶。 



 

 
 

7. 4.代號、密碼及押密。 

二、第四章第二條第（二）款第１目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與其他事業合併、或資

產、股份之買賣導致所有權（或管理權）之變更者。 

三、第四章第十三條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詐欺或

故意報告不實情事，本保險單無效，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不保事項： 
一、主保險契約第三章「不保項目」第二條、第四條、第七條、第十一條全部條文應予刪除。 

二、第三章第五條第（二）款所列之損失如係員工不忠實行為所致者，本公司負賠償之責；第

(三)款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偽造或變造旅行信用狀，應收帳款單據、提單、

倉單、信託收據所致之損失」。 

三、第三章第十九條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取代之：戰爭、敵侵、外敵行為、敵對行為或類

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戰、叛亂、革命、暴動、民眾騷擾、武裝奪權、暴或任何合法當

局之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 

四、第三章「不保項目」應增訂下列事項： 

二十一、 任何由塑膠貨幣，如信用卡、金融卡或現金卡等，所引起、造成或導致之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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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修正疏忽短鈔及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10.29(99)美亞保精字第 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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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修正疏忽短鈔及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所附加之「擴大承保疏忽短鈔附加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應予刪除並以

下列約定取代：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擴大承保疏忽短鈔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被保險人之櫃員（但不包含自動櫃員機）或出納收付現金時因疏忽、錯誤或因辦理出納或存款

收付工作發生短鈔導致短收或溢付之直接損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本附加條款所稱「疏忽」

係指被保險人之櫃員或出納工作時欠缺應有之注意就其職責上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於相當必要之

注意，但不包括櫃員或出納未依被保險人所訂之作業程序或規定作業或印鑑不符未予識別等重

大過失或交易錯誤經營無方所致之任何損失。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主保險契約所附加之「特別不保事項附加條款」第一條第六項第(二)款應予刪

除並以下列約定取代： 

 

(二) 在運送途中未經指派運送人員二人（含）以上負責運送（含徒步運送）時所發生之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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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列舉項目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7.30(101)美亞保精字第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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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列舉項目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本公司對於與下列事項有關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任何可歸因於列舉項目之損失、賠償請求、通知、事件、訴訟程序、調查或行動； 

二、對於下列的調查、起訴、仲裁、和解、處分、決議或抗辯；或 

（一）任何列舉項目；或 

（二）由列舉項目所產生之任何損失。 

三、無論如何與任何列舉項目有關之不當行為、基本事實、情事、作為或疏失。 

 

本公司對於與下列事項有關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由列舉項目或該列舉項目的決議或任何相關的不當行為所造成、產生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

之任何聲明、撤銷、更改或修訂，其部分或全部包含： 

（一）任何提出或送交，或被要求提出或送交，主管機關之文件或說明（包含但不限於任何財

務報表或年報）；或 

（二）任何關於被保險人資產、營收、銷售或財務狀況之書面或口頭說明。 

二、任何由列舉項目或相關不當行為所產生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或無論如何直接或間接、部

分或全部與之有關的損失。不管該損失是否涉及相同或不同的： 

（一）被保險人； 

（二）法律上的因果關係之訴訟； 

（三）請求人； 

（四）管轄地所提出；或 

（五）法院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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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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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保險經紀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7.30(101)美亞保精字第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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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保險經紀業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故本公司對於由【XXX】的業務所產生，對於民事責任、專業損失、調查費用及/或

專業減緩損害費用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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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修正理賠通知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7.30(101)美亞保精字第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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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修正理賠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被保險人應依據主保險契約第四章第六條「出險通知、損失證明、求償之訴」之約定（或類

似條款）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晚於： 

(一) 保險期間內或可適用之發現期間；或 

(二) 保險期間屆滿後的六十日內或可適用之發現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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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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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特別約定事項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7.30(101)美亞保精字第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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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加

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三章「不保項目」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因【XXX】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之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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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 

-增加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1.07.30(101)美亞保精字第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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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增加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被保險人尚應包含以下營利企業（但不包含合夥或合資（joint venture）組成之營利機構）： 

(一)【XXX】對其可管理控制；且 

(二)其同樣於保單首頁第二項所載之國家營業。 

 

針對本附加條款所提供承保範圍之適用，於【XXX】或被保險人根據法律（判例或實定）、契

約、公司章程或公司規章允許或必須補償其為自然人之被保險人的情形下，【XXX】 及被保險

人將必定被視為已經補償符合上述甲、乙情事之被保險人（其需為自然人）。【XXX】 及被保

險人同意在依法可允許之最大程度下補償該被保險人(其需為自然人)，包括善意向法院請求准

許的必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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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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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美國國際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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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範圍：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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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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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本公司網站「理賠服務」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