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可選擇的重置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6.30(103)美亞保字第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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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因加保可選擇的重置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
條款），故主 保險契約第二條「擴大承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可選擇的重置 

保險金額 

若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要保人有權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購買重 

置保險金額，但應遵守下列各項條件： 

(一) 重置保險金額的購買權應始於本公司接到賠償請求的通知之日，並於 

保險期間屆滿日消滅，但在任何情况下，於保險期間内僅允許一次的 

重置保險金額； 
(二) 本公司收訖保險單首頁第十六項(a)所載的附加保險費； 

(三) 如發現期間已經生效，則要保人在起始日起一年後，並於發現期間屆 

滿前得決定購買重置保險金額，所應支付的附加保險費應以保險單首 

頁第十六項(b)所載的保險費為準； 
(四) 無論是否特別載明為超過本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的超額責任，重置保險 

金額應於保險金額重置日後始可適用，且僅用於賠償因重置賠償請求 

所引起的無法獲得補償的損失； 
(五) 重置保險金額應為本公司對所有重置賠償請求的最高累計賠償金額； 

(六) 一旦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的重置賠償請求，保險單首頁第十項和第 

十六項所載的保險費均視為滿期保費，要保人無權請求退還任何保險 

費。再者，要保人按照本保險契約所支付的任何保險費亦不得用以抵 

銷行使購買重置保險金額權利所需支付的附加保險費； 

(七) 如本保險契約已經解除或因其他原因而終止者，要保人即無權購買重 

置保險金額；及 

(八) 除上述規定外，重置賠償請求的保障仍須適用本保險契約關於其他賠 

償請求的相關規定，包含但不限於保險單首頁所載的分項保險金額、 

額外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九) 一旦購買重置保險金額，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 2 項「超額保險金 

額」應予刪除。 
 

 

不保事項：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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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但股東以疏於監督為起訴之原因

事實所提起的賠償請求則為承保範圍) 
 

 

核准日期及文號： 

103.06.30(103)美亞保字第 0202 號函備查 

103.08.20(103)美亞保字第 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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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因加保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但股東以疏於監督為起訴之原因事實 

所提起的賠償請求則為承保範圍)之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三條第 5 項「專業服務」應予 

以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專業服務 在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是怠於履行專業服務時，所發生的作為或不作為 

所產生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者。 
 

 

此除外不保事項的約定不適用於被保險個人被指控其疏於監督此專業服務的履 

行或怠於履行而由股東直接或衍生地提起的賠償請求。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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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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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危機管理事故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7.21(103)美亞保字第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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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危機管理事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 

「擴大承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危機管理費用 

的保障 

本公司以累計[ $ ]元為限，不論危機管理事故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之次數，對 
於其所產生的危機管理費用負賠償責任。前述金額並不包含於保險金額以 
內。要保人應於該危機管理費用發生後三十日內將書面請求送達本公司。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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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無責任無自負額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7.21(103)美亞保字第 0234 號函備查 

104.10.14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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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無責任無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款 第七條第二項「自負額」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取代之： 

 

 

7.2 自負額 本公司僅對損失金額超過應適用自負額的部分負賠償責任。保險單首頁第七 

項所載的自負額應由被保險公司自行負擔該部分之風險。 
自負額不適用於無法獲得補償之損失，但對於被保險公司可以補償但未補償 

被保險個人的損失，本公司賠償時仍應適用自負額。針對無法獲得補償之損 

失，被保險公司應確保在相關司法管轄區域的法律、被保險公司的章程、或 

該被保險個人與被保險公司間的補償協議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内對被保險個人 

進行補償，包含依據相關規定誠意地申請法院批准。被保險公司的章程、補 

償協議或類似文件應在法律的最大的限度内確定或界定該補償權。 如被保險公

司依法可以或應該對被保險個人進行補償，但在三十天内未作出 補償時，本

公司得依據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先行賠付予被保險個人。本公司賠 付予被保險

個人之金額應先扣除其所應適用的自負額。 

除非針對被保險人提出的賠償請求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否則本公司將扣除自 

負額： 

(一) 被保險公司能夠合理地向本公司證明，依據應適用之法律其不得向被保 

險個人作出補償或因其喪失清償能力而無法補償該被保險個人的損失； 

或 

(二) 賠償請求係由被保險公司對被保險個人提出； 

(三) 最後判定為無責任； 

(四) 賠償請求因請求權人未受侵害而遭駁回或依約定駁回，且所有被保險人 

就該賠償請求未給付任何賠償。 

於前述第(三)與(四)項中，本公司將於取得判決確定、賠償請求因請求權人未 

受侵害而遭駁回或依約定駁回後九十天之期間內補償被保險公司所支付的抗 

辯費用，但是第(四)項須符合下列二條件： 
(一)   此賠償請求未被再提出；及 

(二) 被保險人以本公司接受的方式承諾，如果前述九十天期間之後，此賠償 

請求被再度提出，當反還本公司先前補償之抗辯費用。單一自負額適用 

於因本保險契約第六條第 2 項「關聯性的賠償請求或危險情事」所約定 

的所有關聯性賠償請求所引起的損失。若賠償請求或關聯性賠償請求適 

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自負額，則由該賠償請求或關聯性賠償請求引起的 



 

 
損失所適用的自負額中以金額最高者為準。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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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共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7.21(103)美亞保字第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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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共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共同
保險人（載明如 下）於本保險契約下各自就所承保之保險金額負保險給付責任，且僅以個別
所承保之保險金額 

（載明如下）為其應負之最高限額，並無共同責任。任一共同保險人無需承擔其他共同保險人 

因任何理由未履行其於主保險契約下應負之全部或部分責任，且每一單獨的共同保險人就有關 

承保事項或擴大承保事項之任何給付，以下列所載之承保金額為限，負保險給付責任。 
 

 

共同保險人 
 

 

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保單號碼： ) 
 

 
 

簽名：   

個別共同被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金額 
 
【】元整 

 

【XX 產物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 
 

 
 

簽名：   

【】元整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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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7.21(103)美亞保字第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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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 
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智慧財產權 任何關於營業秘密之剽竊、抄襲或侵害，或對於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營

業或服務表徵、商號或商品名稱、服務標章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侵害所產 

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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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7.21(103)美亞保字第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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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龍盾版)或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金融機構龍盾版)主保險契約之客戶。 
 
三、承保範圍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 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給付及餽贈 直接或間接基於下列事件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或以任何方式牽涉其 

中)者： 

甲. 對任何全職或兼職的國內或國外政府(或軍職)的公務員、代理人、代 

表、受僱人，或前述之親屬或關係企業的任何成員的給付、酬傭、餽 

贈、利益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招待；或 

乙. 對任何被保險公司之客戶或其親屬或關係企業的任何成員之全職或兼職 

的公務員、董事、代理人、合夥人、代表、主要股東、或所有人或受僱 

人，或關係人(依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之定義，包含其重要職員、董 

事、代理人、所有人、合夥人、代表、主要股東或受僱人)的給付、酬 

傭、餽贈、利益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招待；或 
丙. 國內或國外的政治獻金。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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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洗錢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8.29(103)美亞保字第 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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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洗錢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洗錢行為 基於或可歸因於任何實際、被指稱或意圖共謀而從事、幫助、教唆、商議、 

媒介或煽動任何違反或構成任何洗錢法令（或經任何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所 

制訂之規定、規則或命令）或任何違反聯合國《制止為恐怖活動籌措資金國 

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之犯罪行為。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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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監管危機事件費用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8.29(103)美亞保字第 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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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監管危機事件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 

「擴大承保事項」第 1 項第(i)款「監管危機事件費用」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監管危機事件費用 本公司以保單首頁第四項所載的分項保險限額為限，對監管危機事件 

團隊所產生之被保險個人的監管危機事件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保

單首頁第七項所載的自負額不適用於監管危機事件費用。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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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8.29(103)美亞保字第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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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產品責任除外不保 事實上或被指控產品的故障或瑕疵所致的直接損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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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完全除外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8.29(103)美亞保字第 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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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產品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完全除外（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 

險契約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產品責任 基於或可歸因於或以之為基礎之事實上或被指控產品的故障或瑕疵所致的損 

失。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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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污染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8.29(103)美亞保字第 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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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因加保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中下列條款
應予以刪除： (i) 第二條「擴大承保事項」第 12 項「違反環境
保護義務」； (ii)  第四條「用詞定義」第 23 項「環境狀況」； 

(iii) 第四條「用詞定義」第 24 項「違反環境保護義務」。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加保污染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
約條款第三 條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污染 因污染物的發現、排放、散佈、釋放或溢漏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但是此除外不保事項並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i) 以分項保險金額( 元)為限，任何因污染集體訴訟所產生之抗辯費用; 或 

(ii)  為與股東污染訴訟有關損失之給付。 
 

另因加保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項「用詞定義」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污染物 指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固體、液體、氣體、生物體、放射性物質或高溫刺激 

物、毒性或危險物質，或污染物，包含石棉、鉛、煙霧、蒸氣、灰塵、纖 

維、黴菌、孢子、真菌、微生物、煤灰、臭氣、酸、鹼、化學物質及廢料(包 

含回收、再製或再生處理之物質及核化物)。 

污染訴訟 指因排出、散佈、釋放或洩漏污染物所致之損失。 

股東 指任何持有被保險公司之有價證券的機構或自然人。 

股東污染訴訟 
 

指因污染物排出、散佈、釋放或洩漏，而由股東指控被保險個人或被保險公 

司之義務違反，所提出的書面通知、損害賠償或其他補償的請求。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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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特別約定事項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3.08.29(103)美亞保字第 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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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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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特別約定事項 因【】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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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列名之從屬公司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01.16(104)美亞保字第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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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擴大承保列名之從屬公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除主保 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 66 項定義之從屬公司外，尚應包含下列機構： 

【】 

【】 

【】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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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主要股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03.31(104)美亞保字第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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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主要股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主要股東除外 

不保 

直接或間接由持有或控制被保險公司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百分之﹝﹞以上的任 

何個人或機構所提出或由其代理人所提出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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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04.16(104)美亞保字第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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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
意於主保險契 約及保險單號碼【】之所有承保範圍內，對全部被保險人，本公司應負保險給付
責任之全部累 積保險金額為【$】。 

 
雙方並同意，本附加條款不應解釋為增加保單首頁第三項所載之保險金額。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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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前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04.16(104)美亞保字第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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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前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
保險契約條款 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前行為 發生於民國【】年【】月【】日【】時以前之任何不當行為或作為、錯誤或 

不作為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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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04.16(104)美亞保字第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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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專業服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第 5 項「專業服務」應予以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
之： 

 

 

專業服務 被保險人在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是怠於履行專業服務時，所發生的作 

為或不作為所產生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之賠償請求，或是被保險人在提供專 

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是怠於履行專業服務時，所發生與任一被保險公司，任 

一外部機構，或任一被保險人有關之賠償請求。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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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列名之外部機構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0.14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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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擴大承保列名之外部機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除主保 險契約條款第四條定義之外部機構外，尚應包含下列機構： 

 
【】 

【】 

【】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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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除外不保之從屬公司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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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除外不保之從屬公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 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除外不保之從屬公司 與下列機構相關者： 

 
1.【】 

2.【】 

3.【】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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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絕對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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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害絕對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 4 項「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抗辯費用」擴大承保事項，
及第三條第 3 項「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除外不保事項應予刪除，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條款第
三條「除外 不保事項」增訂下款之約定： 

 
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失 因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而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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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特別組織團體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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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特別組織團體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 約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特別組織團體 基於下列賠償請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i)  任何對【】之被保險個人並基於其於【】所擔任之職位所提出的賠償請 

求；及 

(ii) 由【】、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或前述之人之代表人所提出 

的賠償請求。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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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列名之被保險個人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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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擴大承保列名之被保險個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除主 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 36 項所定義之被保險個人外，尚應包含下列之人： 

【】 

【】 

【】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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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完全除外)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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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完全除外)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喪失清償能力 基於下列事件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i)  被保險人實際或潛在可能喪失清償能力、受破產管理、破產、清算或債務 

重整； 

(ii) 由被保險公司或董事之債權人或其代表人所提起者；或 

(iii) 由受僱人或其代理人依據上述(i)款所提起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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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有價證券初次發行、 上市或交易的保障(非美加地區完整承保)附加

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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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的保障（非美加地區
完整承保）附加 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五條有價證券承保事項
的特約條款應予刪 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1. 現 有司法管 轄 

區 域 內 有 價證 

券 之發 行及美 

國 司 法 管 轄區 

域 外有 價證 券 

的初次發行 

本公司將賠償每一被保險人因與下列任何一項有關的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 

引起的損失： 

(i) 被保險公司於起始日已在美國或其任何領土、屬地以外的司法管轄 

區內發行和交易的有價證券； 

(ii) 被保險公司以公開或私募方式再次在美國或其任何領土、屬地以外 

的司法管轄區內發行的有價證券，且被保險公司的有價證券於起始 

日已在該司法管轄區內進行交易；或 

(iii) 被保險公司以公開或私募方式在美國或其任何領土、屬地以外的司 

法管轄區內初次發行的有價證券，且該有價證券於起始日未在前述 

司法管轄區內進行交易。 

 

2. 美國或新司法 
管 轄 區 內 有 價 
證 券 的 發 行 、 
上市或交易 

若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被保險人有權享有於本保單條款第五條第  1 項第 

（iii）款規定的保障，或擴大就美國或其任何領土、屬地發行、上市或交 

易的有價證券有關的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享有三十天自動保障期間的保障： 

(i)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公司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以公開或私募方式 

發行的有價證券，但被保險公司未在起始日於該司法管轄區內就該 

等有價證券有所交易； 

(ii) 本公司於發行、上市或交易該有價證券之日起三十天內，收到要保 

人提出適用本條款所約定延長保障或擴大保障的書面請求； 

(iii) 當可公開發布時，立即向本公司提供與該有價證券相關的公開說明 

書、發行公告或其他應向主管機關報備的文件，以及其他本公司認 

為合理必要且與已發行、上市或交易的該有價證券有關的資訊；且 

(iv)  要保人接受本公司所提出的任何承保條件。 

 
 
 

不保事項：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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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變更被保險個人定義(擴大承保所有員工)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1.30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49 號函備查 

105.05.16 美亞保字第 1050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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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變更被保險個人定義(擴大承保所有員工)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 36 項定義之被保險個人應予刪除，並以下
列約定代之： 

 

 

36.被保險個人 指任何於過去、現在或保險期間內具有下列身份的自然人，但僅以該自 

然人係以下列被保險個人之身份執行職務時為限： 

(i) 被保險公司的董事、經理人、管理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不包含被 

保險公司的外部稽核人員或破產管理人； 

(ii) 與董事有相同職責的被保險公司的其他高階主管； 

(iii) 員工（包含被保險公司內部的總法律顧問或財務長）; 

(iv) 與被保險公司的董事和經理人相同均可獲得被保險公司補償的被 

保險公司的顧問、獨立承包商、借調人員或代理人； 

(v) 受託管理人； 

(vi) 被保險公司的董事會依據法律或其他規定所設立或批准的委員會 

成員，但前提是被保險公司應向前述人員提供補償； 

(vii) 外部機構董事； 

(viii) 法人董事及其自然人代表； 

(ix) 影子董事；或 

(x) 被保險公司發布的任何上市文件或公開說明書中所列事實上的或 

預期的董事或準董事。 

被保險個人還包含上述第(i)至(x)項所述被保險個人的下列人員，但僅限 

於因其對賠償請求中主張的財產享有權益而被提出的賠償請求： 

(a) 配偶或事實上的配偶（包含同性伴侶關係）；及 

(b) 已死亡、喪失行為能力、喪失償付能力或破產時的遺產管理人、 

繼承人、法定代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不保事項：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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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保險責任自然終了後之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2.15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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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保險責任自然終了後之發現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雙 方同意自民國【】年【】月【】日起  (以下簡稱附加條款生效日)，要保人同意繳
納附加保險費 

【$xxx,xxx】予本公司，要保人得享有至民國【】年【】月【】日之發現期間。在此發現期間 

中，本公司僅對因本附加條款生效日前發生之不當行為，而於保險期間或所約定之發現期間內 

所提出之賠償請求，按照保險契約的條款規定，負保險給付責任。 
 

 

另外，經雙方同意，前述附加保險費，要保人應於本附加條款生效日後六十天内繳納。除因要 

保人未支付該附加保險費者外，本公司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不保事項：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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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廣播公司/出版社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核准日期及文號：104.12.15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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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廣播公司/出版社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 

契約條款第三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廣播公司/出版社 因任何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發言、廣播或出版品的散布而被指控有文 字誹

謗、口語誹謗、抄襲、侵害隱私或著作權或其附屬權利所產生或以 其為

基礎或原因者。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7.6%~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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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獨立董事額外超額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6.09.08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60000100 號函備查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因加保獨立董事額外超額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擴大承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獨立董事額外超額保險金額 

本公司以保單首頁第六項（Ｃ）所載的獨立董事額外超額保險金額為限，對於【限填要保人、被

保險公司或指名之被保險公司名稱】之獨立董事在符合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 2 項「超額保險金額」

的所有條件且於「超額保險金額」已用盡後的前提下，就前述獨立董事的損失，負保險給付責任。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11.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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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變更超額保險金額(擴大承保所有被保險公司董事)附加條款 
 

核准日期及文號：106.09.08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60000102 號函備查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因加保變更超額保險金額(擴大承保所有被保險公司董事)附加條款（以下

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2項超額保險金額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超額保險金額 

 

本公司以保險單首頁第六項(a)所載的個人超額保險金額為限，在符合

下列所有條件的前提下，就每一被保險公司董事的損失負賠償責任： 

(i) 保險金額已用盡； 

(ii) 其他所有得適用的管理責任保險之保險賠償金額均已用盡；及 

(iii) 就該損失已獲得所有其他可獲得的補償。 

本擴大承保事項僅適用於保險金額用盡前首次通知本公司的賠償請

求，且本公司在本擴大承保事項中所承擔的累計賠償金額最高以保險

單首頁第六項(b)所載的累計超額保險金額為限。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11.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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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 

(財產保險適用) 

核准日期及文號：107.06.29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70000093 號函備查 

 
承保範圍： 
第一條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附）約（含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附加條款、批註

及其他約定書）之一部分，本契（附）約與本批註條款牴觸部分不生效力。 

第二條   與本批註條款有關之本契（附）約（含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附加條款、

批註及其他約定書）之用詞依附表調整。 

 

 

附表: 

原用詞 新用詞 

殘廢 失能 

死殘 死亡及失能 

全殘 完全失能 

腦中風後殘障 腦中風後障礙 

殘障 機能障礙 

殘缺 缺損 

殘扶 失能扶助 

殘疾 疾病失能 

傷殘 傷害失能 

失能 喪失工作能力 

 

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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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