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列名之被保險個人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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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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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條第十九項所定義之被保險個人外，尚應包含下列之人： 

甲. 【 】 

乙. 【 】 

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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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ig.com.tw/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列名之外派董事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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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擴大承保列名之外派董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

條第三十項所定義之外派董事 外，尚應包含下列之人，但以其係任職於外部機構者為限： 

列名之外派董事 

甲. 【】 

乙. 【】 

丙. 【】 

 

外部機構名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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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ig.com.tw/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石棉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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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石棉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

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石棉 

與下列任一事件相關之賠償請求所直接或間接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甲、石棉或任何與石棉相關的傷害或損失。 

乙、任何被主張的行為錯誤、疏失或義務，係與石棉相關者，包含其使用、暴露、出現、存在、檢測、排除、

減少或避免 

丙、於任何環境、建築物或營造物中關於石棉之使用、暴露、出現、存在、檢測、排除、減少或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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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害絕對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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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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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害」除外不保事項應予刪除，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身體傷害及財物損害 

因任何人身體上的受傷、疾病、死亡，以及任何財產的毀損、滅失、或不能使用而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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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廣播/出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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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廣播/出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

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廣播/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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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用詞定義 

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第四條「用詞定義」中有關誹謗之定義應為如下之變更，惟其僅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1. 第四條第七項誹謗的定義應予刪除；且 

2. 第四條第二十二項不當管理行為的定義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十二、不當管理行為 

甲、 董事或外派董事事實上或被指控其執行董事或外派董事職務時的作為、不作為或錯誤； 

乙、 董事或外派董事因其擔任被保險公司或外部機構的董事長或總經理職務而事實上或被指控有任何涉及中華

民國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的情事而遭受賠償請求的事件； 或 

丙、 董事或外派董事僅因其擔任董事或外派董事職位之故而遭受賠償請求的事件。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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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期中變更地址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6 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 號函備查 

99.12.24(99)美亞保精字第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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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期中變更地址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雙方同意自民國  年  月  日起，主

保險契約保單首頁第二項所載「要保人主要聯絡地址」應予變更如下：  

二、 要保人主要聯絡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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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理賠合作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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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理賠合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下列約定為主保險契約下應負責

任之先決條件： 

一、 首席保險人（載明如下）於知悉任何賠償請求或危險情事時，應儘速通知共同保險人(載明如下)； 

二、 就前述賠償請求或危險情事，首席保險人應提供所有資訊及文件予共同保險人，並於理賠之磋商與理算上

予以充分協助； 

三、 就所有於主保險契約下所通知的賠償請求或危險情事之一切事務，共同保險人於其個別所承保之部分（分

層）有完全控制權（包括損害賠償之決定及給付），包含但不限於： 

(一) 收受及同意賠償請求或危險情事之通知； 

(二) 與被保險人、其委任之律師或代理人協商； 

(三) 就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為同意； 

(四) 於任何賠償請求中實際參與抗辯或和解（包含但不限於抗辯策略的研討）； 

(五) 認定損害賠償或抗辯費用是否為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及其金額；及 

(六) 就有爭議的損害賠償或抗辯費用金額進行協商； 

四、 共同保險人有權指定公證人及/或代表，代理共同保險人進行賠償請求之所有協商、理算及和解； 

五、 於共同保險人個別所承保之部分，未經各該共同保險人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承認任何賠償請求之責任，

或進行和解或讓步。 

 
首席保險人 

【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共同保險人 

【XXX 產物保險公司】 

【XXX 產物保險公司】 

 

個別共同保險人承保之保險金額 

【】萬元整 

【】萬元整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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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特定人士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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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特定人士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

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特定人士 

由【XXXXX】、其遺產受領人、繼承人、法定代理人、關係人或受讓人或前述之人之代理人對被保險人提出之

賠償請求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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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尊榮防護版-共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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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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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XX 產物保險公司】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個別共同被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金額 

 

【】元整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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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的保障(不包含美國地區之受僱人)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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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的保障（不包含美國地區之受僱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

契約條款第四條第四項定義之 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四、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指被保險公司被指控有不當僱傭行為的書面請求、民事訴訟程序、仲裁、刑事訴訟程序、調查、訊問或主管機關

的行政程序。但不包含： 

甲、 在美國各州及其屬地或領土之司法管轄範圍內或基於前述地區之法律所提出或主張者；或 

乙、 由被保險公司在美國各州及其屬地或領土內所雇用的受僱人所提出或主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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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利益衝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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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利益衝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

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利益衝突 

因任何利益衝突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利益衝突 

指被保險人與其客戶或供應商間，於事實上或客觀上得認定有業務、個人、或財務利益上利害關係之存在，而導

致被保險人或任何與被保險人有業務或個人關係之第三人，自上述客戶或供應商獲取財產或非財產之利益。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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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保單續約保障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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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

保保單續約保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故」應增訂

下款之約定： 

 
保單續約保障 

 
保單續約保障 

本公司對於被指控有不當管理行為且符合下列條件之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甲. 該賠償請求及/ 或危險情事於保險期間開始前應已通知或可通知本公司，但卻於保險期間始通知本公司；且 

乙. 本公司於該賠償請求及/ 或危險情事應被通知之日起至已被通知之日止之期間，有連續提供要保人董監事及

經理人責任保險或類似保險。 

 

依照本附加條款所為之理賠通知，僅適用於該賠償請求及/ 或危險情事應通知本公司時所應適用之保險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無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甲款及第六條第四項「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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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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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

「擴大承保事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危機管理費用 

危機管理費用的保障 

本公司以累計【$】  元為限，不論保險期間內危機管理事故發生之次數，對於其所產生的危機管理費用負保險

給付責任。前述金額應內含於保險金額，且要保人應於該危機管理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將書面請求送達本公司。 

 

保單首頁第七項所載的自負額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危機管理費用 

指危機管理公司因提供危機管理服務所產生的合理支出及費用，包括危機管理公司因印刷、廣告、郵寄、資料，

及旅行所應負擔之合理費用（但不包含對於任何被保險個人的薪資報酬或時間上的補償，或任何與被保險公司營

運有關且固定的間接費用支出），且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危機管理事故發展期間或預期發生前九十天內之所產生的費用。 

乙、不論被保險人是否遭受因危機管理事故所產生的賠償請求。 

丙、在被保險人受有賠償請求之情況下，則不論該支出及費用發生於賠償請求之前或之後。 

 
危機管理事故 

指非自願性出價收購或依被保險公司最高財務主管出具之誠信意見，下列任一事故之發生已導致或可合理推測將

導致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一) 負面之營收或銷售通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過去或現在之營收或銷售大幅少於以下所列者﹕(i) 被保險公司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營

收或銷售，(ii) 被保險公司先前對該期間之營收或銷售所作之公開聲明或預測，或(iii) 外部證券分析師對於

被保險公司之營收或銷售所公佈之預測。 

(二) 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權、或重要顧客或合約 

公開宣布於事前未能預見之情況下所發生之下列事項﹕(i) 被保險公司非因到期卻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

作權等智慧財產權、(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顧客、或(i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合約。 

(三) 產品回收或延誤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之主要產品回收或有事前未能預見之生產延誤。 



 
(四) 集體侵權行為 

公開宣布或遭指控被保險公司造成多人體傷、疾病、患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造成多項有形財產之毀損

或滅失，包括因而不能使用之損失。 

(五) 裁員或喪失重要高階主管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裁員，或一位或多位重要高階主管死亡或離職。 

(六) 重申財務狀況報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重新報告過去申報之財務狀況報告。 

(七) 取消或延遲股利發放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取消或延遲定期發放之股利。 

(八) 資產沖銷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大幅度沖銷資產。 

(九) 債務重組或債務不履行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有債務不履行或意圖債務不履行或意圖進行債務重組之情事。 

(十) 破產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申請破產保護或第三人將代被保險公司申請非自願性破產；或被保險公司面臨破產

程序﹙不論自願或非自願﹚。 

(十一) 政府或司法訴訟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面臨或可能面臨訴訟或政府或司法之訴訟程序。 

  

但危機管理事故不包括任何與下列事項有關之事故﹕ 

甲. 於主保險契約所續保、代替或及時接續之保險契約中已申報之賠償請求、或已通知之危險情事。 

乙. 於主保險契約生效時未決或已發生之法律訴訟。 

丙. 實際上或被指控或被迫排放、散布、釋放或滲漏污染物；或任何對於測試、探測、清理、除去、容納、處理

污染物或除去、中和污染物毒性之要求或指示。 

丁. 含核子物質之高危險財物，但因被保險公司擁有、操作、建造、管理、計劃、維護或投資核能設備所致之危

機管理事故不在此限。 

 

危機管理事故所使用之各項標題僅係出於便利之目的，非為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或條件之一部份。 

 

危機管理事故應始於被保險人首次知悉該危機管理事故時，而結束於危機管理公司告知被保險人危機

已不存在或本附加條款第一條所列金額(即[ ] 元整)用盡（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危機管理公司 

指下列之人：  

甲. 被保險人； 

乙.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或 

丙.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個人所委託，以提供危機管理事故相關危機管理服務之任何公共關係公司或律師事務所。

但該危機管理事故之認定須取得本公司之同意。本公司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危機管理服務 

指危機管理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就如何盡量降低危機管理事故對被保險公司所造成之潛在損害而提供的服務或行動，

包括但不限於維護並重建投資人對於被保險公司之信心。 

 

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指： 



 
甲. 任何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連續

二個交易日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或以台灣加權指數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或 

乙. 任何在台灣地區興櫃市場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二十。

】 

 
【指任何在美國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

，或以史坦普 500 綜合指數(S&P 500 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指任何在【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

或以【xxx 指數（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 

【XXX】 

 

非自願性出價收購 

指被保險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外之其他個人或組織團體，不論有否公開宣布或私下未經請求主動向被保險人以書面

要約或出價，致發生重大變更之情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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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保險金額外加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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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保險金額外加（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

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危機管理費用 

危機管理費用的保障 

本公司以累計[  ]  元為限，不論保險期間內危機管理事故發生之次數，對於其所產生的危機管理費用負保險給付

責任。前述金額並不包含於保險金額以內，不受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第六項「對被保險人的承保」之限制。但要保

人應於該危機管理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將書面請求送達本公司。 

 
主保險契約保單首頁第七項所載的自負額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危機管理費用 

指危機管理公司因提供危機管理服務所產生的合理支出及費用，包括危機管理公司因印刷、廣告、郵寄、資料，

及旅行所應負擔之合理費用（但不包含對於任何被保險個人的薪資報酬或時間上的補償，或任何與被保險公司營

運有關且固定的間接費用支出），且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危機管理事故發展期間或預期發生前九十天內之所產生的費用。 

乙、不論被保險人是否遭受因危機管理事故所產生的賠償請求。 

丙、在被保險人受有賠償請求之情況下，則不論該支出及費用發生於賠償請求之前或之後。 

 
危機管理事故 

指非自願性出價收購或依被保險公司最高財務主管出具之誠信意見，下列任一事故之發生已導致或可合理推測將

導致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一) 負面之營收或銷售通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過去或現在之營收或銷售大幅少於以下所列者﹕(i) 被保險公司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營

收或銷售，(ii) 被保險公司先前對該期間之營收或銷售所作之公開聲明或預測，或(iii) 外部證券分析師對於

被保險公司之營收或銷售所公佈之預測。 

(二) 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權、或重要顧客或合約 

公開宣布於事前未能預見之情況下所發生之下列事項﹕(i) 被保險公司非因到期卻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

作權等智慧財產權、(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顧客、或(i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合約。 

(三) 產品回收或延誤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之主要產品回收或有事前未能預見之生產延誤。 

(四) 集體侵權行為 

公開宣布或遭指控被保險公司造成多人體傷、疾病、患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造成多項有形財產之毀損

或滅失，包括因而不能使用之損失。 

(五) 裁員或喪失重要高階主管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裁員，或一位或多位重要高階主管死亡或離職。 

(六) 重申財務狀況報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重新報告過去申報之財務狀況報告。 

(七) 取消或延遲股利發放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取消或延遲定期發放之股利。 

(八) 資產沖銷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大幅度沖銷資產。 

(九) 債務重組或債務不履行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有債務不履行或意圖債務不履行或意圖進行債務重組之情事。 

(十) 破產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申請破產保護或第三人將代被保險公司申請非自願性破產；或被保險公司面臨破產

程序﹙不論自願或非自願﹚。 

(十一) 政府或司法訴訟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面臨或可能面臨訴訟或政府或司法之訴訟程序。 

  
但危機管理事故不包括任何與下列事項有關之事故﹕ 

甲. 於主保險契約所續保、代替或及時接續之保險契約中已申報之賠償請求、或已通知之危險情事。 

乙. 於主保險契約生效時未決或已發生之法律訴訟。 

丙. 實際上或被指控或被迫排放、散布、釋放或滲漏污染物；或任何對於測試、探測、清理、除去、容納、處理

污染物或除去、中和污染物毒性之要求或指示。 

丁. 含核子物質之高危險財物，但因被保險公司擁有、操作、建造、管理、計劃、維護或投資核能設備所致之危

機管理事故不在此限。 

 
危機管理事故所使用之各項標題僅係出於便利之目的，非為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或條件之一部份。 

 

危機管理事故應始於被保險人首次知悉該危機管理事故時，而結束於危機管理公司告知被保險人危機

已不存在或本附加條款第一條所列金額(即[ ] 元整)用盡（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危機管理公司 

指下列之人：  

甲. 被保險人； 

乙.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或 

丙.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個人所委託，以提供危機管理事故相關危機管理服務之任何公共關係公司或律師事務所。

但該危機管理事故之認定須取得本公司之同意。本公司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危機管理服務 

指危機管理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就如何盡量降低危機管理事故對被保險公司所造成之潛在損害而提供的服務或行動，

包括但不限於維護並重建投資人對於被保險公司之信心。 

 
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指： 



 
甲. 任何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連續二個

交易日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或以台灣加權指數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或 

乙. 任何在台灣地區興櫃市場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二十。】 

 

【指任何在美國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

之十，或以史坦普 500 綜合指數(S&P 500 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 

 

【指任何在【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

之十，或以【xxx 指數（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 

【  】 

 
非自願性出價收購 

指被保險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外之其他個人或組織團體，不論有否公開宣布或私下未經請求主動向被保險人以書面

要約或出價，致發生重大變更之情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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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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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九

項定義之 董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董事 

指下列之人，但若其於本保險契約的保險期間開始前已遭被保險公司以不適任為由解任、解雇或免職

者，則非本保險契約所稱的董事： 

甲. 任何於過去、現在，或保險期間內擔任下列職位的自然人（但非為外部稽核人員或破產管理人）： 

(一) 被保險公司的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 

(二) 與董事有相同職責的被保險公司高階主管； 

(三) 無董事頭銜卻實質上行使被保險公司董事職權者，包含影子董事；或 

(四) 受僱人。 

乙. 董事的合法配偶，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丙. 董事如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時，其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法

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

求。 

丁. 受託人。  

戊. 非執行董事。 

己. 法人董事（包括其自然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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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及被免職者)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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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所有受僱人及被免職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

第四條第九項定義之 董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董事 

指下列之人： 

甲. 任何於過去、現在，或保險期間內擔任下列職位的自然人（但非為外部稽核人員或破產管理人）： 

(一) 被保險公司的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 

(二) 與董事有相同職責的被保險公司高階主管； 

(三) 無董事頭銜卻實質上行使被保險公司董事職權者，包含影子董事；或 

(四) 受僱人。 

乙. 董事的合法配偶，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丙. 董事如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時，其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法

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

求。 

丁. 受託人。  

戊. 非執行董事。 

己. 法人董事（包括其自然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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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被免職者)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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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被免職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九項

定義之 董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董事 

指下列之人： 

甲. 任何於過去、現在，或保險期間內擔任下列職位的自然人（但非為外部稽核人員或破產管理人）： 

(一) 被保險公司的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 

(二) 與董事有相同職責的被保險公司高階主管； 

(三) 無董事頭銜卻實質上行使被保險公司董事職權者，包含影子董事；或 

(四)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的受僱人： 

i. 當行使被保險公司管理或監督之職務時； 

ii. 對該受僱人提出與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有關者；或 

iii. 在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中與其他董事並列為共同被告者。 

乙. 董事的合法配偶，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丙. 董事如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時，其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法

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

求。 

丁. 受託人。  

戊. 非執行董事。 

己. 法人董事（包括其自然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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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重大變更定義(擴大承保特定事件)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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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並依約繳交【$】元整之附加保險費後，加保變更重大變更定義（擴大承保特定事件）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約第四條第十六項重大變更之定義，於本附加條款之適

用時，應變更為下列之約定： 

十六、重大變更 

指下列任一情形： 

要保人發生合併、被合併之情事、或賣出其所有或超過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資產予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團體及/ 

或聯合團體；或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團體及/ 或聯合團體直接或間接取得已發行股份總數所代表要保人改選董監事之投票權超過

百分之五十。 

但下列事件無重大變更之適用： 

買方：                   【XXXX 公司】 

賣方：                   【XXXX 公司】 

對價：                    【$】 

生效日：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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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刪除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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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刪除發現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排除發現期間之適用，故主保險契

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發現期間的保障」及所有於主保險契約所提及有關發現期間之約定

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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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超額責任保險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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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超額責任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就任何對被保險人提出之賠償請求

所致之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對於超過先順位保單中可獲補償之金額負保險給付責任。  

 

若先順位保單於其保險期間內因給付賠償金後而導致先順位保單的保險金額： 

一、 部份減少時，則於先順位保單或本保險契約的保險期間屆滿前(以先屆至者為準)，本保險契約將持續有效地

就超過先順位保單剩餘的保險金額部份之金額，負保險給付責任； 

二、 全部用盡後，則於先順位保單或本保險契約的保險期間屆滿前(以先屆至者為準)，本保險契約將持續有效地

負保險給付責任。 

但導致先順位保單的保險金額部份減少或全部用盡的賠償請求，應以得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條件及

條款理賠者為限。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先順位保單 

指由【XX 保險公司】所簽發，自民國【】年【】月【】日生效之【xxx 保險單】，其保險金額為【】。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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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除外不保之從屬公司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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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 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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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

外不保事項」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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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 

乙. 【】 

丙. 【】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對於從屬公司之定義，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四十六項之約定外，應增列第二款之約

定如下： 

前款所稱之機構應不包含下列所載之機構： 

【】 

【】 

【】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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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金融機構專業責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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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金融機構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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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條第一項第（五）款「專業責任(不含股東以疏於監督為由所提起者)」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五）金融機構專業責任 

因提供金融機構專業服務的錯誤或疏漏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一、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三十八項專業服務的定義，於本附加條款中應變更為下列之約定： 

三十八、金融機構專業服務 

指為獲取報酬或其他利益所提供之服務或其附帶之服務，包含但不限於提供下列領域之服務：投資銀行活動、證

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財務顧問、投資顧問、投資銀行家、投資經理人、結算機構或交割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不動產仲介商以及由被保險公司或外部機構的信託部門所提供之服務或是作為自然人、合夥、公司或政府機構之

受託人、被信託者或其他代理人；任何與上列功能相似的服務；或是由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對於貨物或產品的供

給。 

 

二、下列新增之用詞定義僅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投資銀行活動 

指包含但不限於與下列實際上或被指控之事件相關之建議或書面意見的提供、任何依規定所為資訊公開之義務，

或與有價證券或合夥權益之承銷、聯合承銷或推介有關： 

(一) 合併、收購、撤資、或公開收購。 

(二) 徵求委託書。 

(三) 融資收購。 

(四) 私有化交易(going private transaction)。 

(五) 自願或非自願的重整。 

(六) 資本結構重組。 

(七) 再資本化或轉增資(recapitalization)。 

(八) 資產分割。 

(九) 證券之初次發行或再次發行(無論為公開或私募)。 

(十) 解散或出售該事業之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或股票。 

(十一)集資、融資或提供資金予其他事業或團體。 

(十二)以自己名義透過經紀商或自營商取得或出售證券。 

(十三)任何被保險人以證券專家或造市者(market maker)(包含市場製造不能(fail to make a market)之情形)身分

所為之行為。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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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金融機構專業責任除外不保(但因管理不當或疏於業務監督為訴因所

衍生的賠償請求則為承保範圍,投資銀行活動除外)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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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金融機構專業責任除外不保（但因管理不當或疏於業務監督為訴因所衍生的賠償請求則

為承保範圍，投資銀行活動除外）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

第（五）款「專業責任(不含股東以疏於監督為由所提起者)」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五）金融機構專業責任 

因提供金融機構專業服務的錯誤或疏漏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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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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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活動除外）。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一、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三十八項專業服務的定義，於本附加條款中應變更為下列之約定： 

三十八、金融機構專業服務 

指為獲取報酬或其他利益所提供之服務或其附帶之服務，包含但不限於提供下列領域之服務：投資銀行活動、證

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財務顧問、投資顧問、投資銀行家、投資經理人、結算機構或交割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不動產仲介商以及由被保險公司或外部機構的信託部門所提供之服務或是作為自然人、合夥、公司或政府機構之

受託人、被信託者或其他代理人；任何與上列功能相似的服務；或是由被保險人或外部機構對於貨物或產品的供

給。 

 

二、下列新增之用詞定義僅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投資銀行活動 

指包含但不限於與下列實際上或被指控之事件相關之建議或書面意見的提供、任何依規定所為資訊公開之義務，

或與有價證券或合夥權益之承銷、聯合承銷或推介有關： 

(一) 合併、收購、撤資、或公開收購。 

(二) 徵求委託書。 

(三) 融資收購。 

(四) 私有化交易(going private transaction)。 

(五) 自願或非自願的重整。 

(六) 資本結構重組。 

(七) 再資本化或轉增資(recapitalization)。 

(八) 資產分割。 

(九) 證券之初次發行或再次發行(無論為公開或私募)。 

(十) 解散或出售該事業之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或股票。 



 
(十一) 集資、融資或提供資金予其他事業或團體。 

(十二) 以自己名義透過經紀商或自營商取得或出售證券。 

(十三) 任何被保險人以證券專家或造市者(market maker)(包含市場製造不能(fail to make a market)之情形)身

分所為之行為。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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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XXX 國】政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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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XXX國】政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

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XXX國】政府 

由【XXX 國】政府、主管機關或機構，或前述的代表人所提起或代為提起之賠償請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

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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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期中增加保險金額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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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 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並依

約繳交【$】之附加保險費後，加保期中增加保險金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自民國【】

年【】月【】日起，保單首頁第【四、五、六】項所載之金額應變更如下： 

 
四、 保險金額（全年累計總額） 

含所有承保事項及擴大承保事項(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每一賠償請求及全年累計總額) 

 

五、 分項保險金額 

（一）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  

【】 

（二）調查費用的保障  

【】 

（三）與污染相關的抗辯費用 

【】 

 

六、 超額保險的保險金額 

非執行董事的超額保障   

【】 (每一賠償請求及全年累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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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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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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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與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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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二項第（七）款「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的保障」應予刪

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七）有價證券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的保障 

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在任何國家(但不包含美國、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 初次以私募方式出售或公開

發行有價證券，本公司對於與該有價證券的初次公開發行或私募相關，而且是因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及/或公

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五條第一項「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與交易」應予刪除，惟其僅適用於本附加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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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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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

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喪失清償能力 

因被保險人喪失清償能力、受接管、清理、破產或清算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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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含債權人)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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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含債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

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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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被保險人喪失清償能力、受接管、清理、破產或清算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及/或 

乙. 由被保險公司或董事之債權人或其代表人所提起者。 

丙. 由受僱人或其代表人依據本款甲目所提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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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智慧財產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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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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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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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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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列名之外部機構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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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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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二十八項定義之 外部機構外，尚應包含下列機構： 

一、 【】 

二、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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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0-866588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列名之從屬公司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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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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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項定義

之 從屬公司外，尚應包含下列機構： 

一、 【】 

二、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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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保險金額不累積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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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保險金額不累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賠

償請求，如亦由本公司或其他美國國際集團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成員所簽發之其他保險契

約所承保者（縱該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已用盡或有約定自負額的適用，亦同），則本公司對於損害賠

償及抗辯費用所負之保險給付責任，以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減去前述其他美國國際集團成員提供的

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之差額為限。 

 

但若上述其他美國國際集團成員所簽發之保險契約亦有類似約定，則不適用前項約定，而應適用下列規

定： 

一、 本公司對於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所負之保險給付責任，以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對前述其他保險契約的總

保險金額之比例為限；且 

二、 以所有保險契約中所列保險金額最高者為所有保險契約應負保險給付責任之上限。 

 
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事項，非為增加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在任何情況下，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均為本公司

依主保險契約所應負保險給付責任之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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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抗辯律師事務所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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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 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加保抗辯律師事務所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並同意本附加條款僅適用於對被保險人提出的特定

賠償請求。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特定賠償請求 

指下列任一賠償請求： 

甲. 在中華民國地區提出的賠償請求。 

乙. 在美國地區提出的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或與有價證券的購買相關的賠償請求)。 

丙. 在美國地區提出的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有關賠償請求之定義，請參閱本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二項之約定。 

 

抗辯律師事務所 

指本附加條款之附件所載明的任一已核可的法律事務所。 

 

第三條  約定事項 

一、辯護律師事務所之選擇 

被保險人應選擇一抗辯律師事務所以協助抗辯被保險人所遭受的特定賠償請求。被選定的抗辯律師事務所的責任

應得作為特定賠償請求之抗辯。被選定的抗辯律師事務所不應於與承保範圍有關之爭議中代表被保險人。對於承

保範圍之爭議，被保險人可直接與本公司進行討論或指定其他律師事務所為其代表，但該律師事務所不得為抗辯

律師事務所。 

 
二、司法管轄區域 

被保險人應選擇位於特定賠償請求發生地點所屬之司法管轄區域內的抗辯律師事務所。若特定賠償請求發生地點

未被載明於附件所列之司法管轄區域內，被保險人於事前取得本公司之書面同意後，得選擇非抗辯律師事務所但

位於特定賠償請求發生地點所屬之司法管轄區域內之律師事務所。本公司得自行決定指定一抗辯律師事務所作為

抗辯該特定賠償請求之領導事務所。於此情況下，該非抗辯律師事務所應以地方律師事務所的角色協助領導事務

所處理該特定賠償請求。 

 

三、利益衝突 

經本公司事前書面明示同意後，被保險人得選擇與其他被保險人被告不同之抗辯律師事務所，但以該項選擇係因

考慮利益衝突或有正當理由者為限。 



 
 
四、抗辯律師事務所的變更 

本公司可以附加條款的方式變更已核可的抗辯律師事務所。但在保險期間內非經要保人同意，不得變更之。 

基於要保人之請求，本公司得自行決定： 

甲. 針對在特定司法管轄區域對被保險人提出的特定賠償請求的抗辯需求(包括未於本附加條款之附件上載明的

司法管轄區域)，增加已核可的抗辯律師事務所名單上所列之事務所；且 

乙. 免除本附加條款中部份或全部關於特定賠償請求之條款。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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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給付及餽贈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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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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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

外不保事項」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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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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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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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 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並依約繳交【$】元整之附加保險費後，加保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

方同意保單首頁第三項所載之保險期間應予變更如下： 

三、 保險期間 

 

自: 【】 

 

至: 【】 

 
以要保人主要聯絡地址所在地【】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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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污染絕對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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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加保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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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

（六）款「污染物訴訟的保障」應予刪除。 

 

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污染」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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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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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取得從屬公司(【公司名稱】)之前行為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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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並依約繳交【$】元整之附加保險費後，加保擴大承保取得從屬公司（公司名稱）之前行為附加條

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新取得及賣出從屬公司的

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四）新取得及賣出從屬公司的保障 

新取得、賣出從屬公司及其被保險個人的保障 

本公司應依下列約定承保： 

甲. 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所購買或設立並符合從屬公司定義的公司(且持續符合從屬公司定義)，但僅限於發

生在該公司被購入或設立後的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XXX 公司除外）。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

約定承保【XXX 公司】未符合從屬公司定義前的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 

乙. 於保險期間內或保險期間開始前喪失從屬公司資格的公司，但僅限於發生在該公司不再符合從屬公司定義前

的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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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前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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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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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

增訂下款之約定： 

 
前行為 

發生於民國【】年【】月【】日【】時以前之事情或事件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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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保險責任自然終了後之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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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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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僅對因本附加條款生效日前發生之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而於保

險期間或所約定之發現期間內所提出之賠償請求負保險給付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十項發現期間的用詞定義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用詞定義代之，惟其僅適用於

本附加條款： 

十、發現期間 

指保險期間屆滿後【X 年】的一段期間。在此期間內，被保險人得將其基於保險期間屆滿前所發生的危險情事，

而於此期間或保險期間內初次遭受的賠償請求通知本公司。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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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有價證券再次發行的保障(非美加地區完整承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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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有價證券再次發行的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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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二項第（八）款「有價證券再次發行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八）有價證券再次發行的保障 

再次發行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在已發行過有價證券的國家（但不包含美國、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再次發行

有價證券，本公司對於因該再次發行導致的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及/或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

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五條第二項「有價證券的再次發行」及第六條第一項第（十）款「有價證券的再次

發行」應予刪除，惟其僅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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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美國證券交易法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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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美國證券交易法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第（九）

款「美國證券交易法」除外不保事項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美國證券交易法 

因任何實際或被指控違反美國證券法 (Securities Act of 1933 and Securities Act of 1934 (USA))或任何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A))所頒布的規則或法令，及任何於美國或加拿大或其屬

地或領土、任何聯邦、特區、州、領土、地方與有價證券有關的法令、規則或暫行法令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

因者。 

 
但此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下列所述之有價證券： 

甲. 於美國地區之櫃檯交易市場買賣或銷售、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頒布之 Rule 144A 有關私募或 Regulation S

有關未依 1933 年證券交易法申請而於美國境外發行及銷售所規範者。 

乙. 為美國存託憑證第一級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Level I)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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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特別組織團體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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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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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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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任何對【】 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並基於其於【】所擔任之職位所提出的賠償請求；及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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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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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特別組織團體所提出的賠償請求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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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特別組織團體所提出的賠償請求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

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特別組織團體 

由【】或其代表人，或由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所提出的賠償請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

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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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特別約定事項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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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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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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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 

 

指【】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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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地區】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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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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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第二十項應予刪除，並以

下列約定代之： 

 
二十、適用地域 

除另有約定外，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應適用於全世界。但本公司對於基於下列賠償請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

原因所致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甲. 於【地區】及其屬地或領土內所提出者； 

乙. 基於【地區】及其屬地或領土之法律所提出者；或 

丙. 因被保險人於【地區】及其屬地或領土內之行為所產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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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共用保險金額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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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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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部被保險人因遭受賠償請求所產生之全部損害賠償、抗辯費用及緊急抗

辯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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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所載之保險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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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戰爭/類似戰爭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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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戰爭/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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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

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戰爭/ 類似戰爭行為 

因直接或間接，一部或全部起源於或歸因於下列事件所產生者： 

甲. 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內戰、侵佔、叛亂、革命，軍事武力的使用或政府軍事武力的侵佔。 

乙. 國際軍事的使用意圖攔截、避免或減輕任何已知或可疑的恐怖行動。 

丙. 任何恐怖行動。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戰爭 

指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或任何有戰爭跡象的行動包括任何主權國家軍事武力的使用為了達到經濟的、地理的、國

家的、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或其他目的。 

恐怖行動 

指對抗任何個體，財產或政府的任何實際上或威脅使用武力或暴力直接造成或導致損失、傷害、危害或破壞或危

及人類生命或財產的行為，以取得(無論其是否為已經聲明或未經聲明)之經濟上的、種族上的、國家上的、政治

上的、人種上的或宗教上的利益，無論此種利益是否被宣告。搶劫或其他主要因私人目的的犯罪行為，或任何主

要起因於受害者與加害者之前的私人關係之行為不被視為恐怖行動。 

恐怖行動應包括任何被中華民國政府(或被保險人遭受賠償請求之國家)證實或被認定為一恐怖主義之行為。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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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企業勒索損失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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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企業勒索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故」應增訂下

款之約定： 

 
企業勒索損失 

勒索損失 

本公司以累計[  ] 元為限，不論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勒索發生之次數，對於其所產生的勒索損失負保險給

付責任。前述金額應內含於保險金額，且要保人應於該勒索損失發生後三十日內將書面請求送達本公司。 

 
公司補償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個人、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法定代理人，或代表前述之人直接且單獨因發生於保險期間內

之勒索，而對被保險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所產生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但以該賠償請求係於遭綁

架之被保險個人被釋放或死亡後十二個月內，或於保險期間內所發生最後一次可確定的勒索威脅後十二個月內提

出者為限。 

被保險公司須遵守下列事項之約定，本公司始就本擴大承保事故負保險給付責任： 

甲. 於任何賠償請求發生後，立即通知本公司； 

乙. 不得對任何賠償請求為賠償責任之承認；且 

丙. 於進行任何賠償請求之防禦抗辯時，應充分與本公司合作。 

 

主保險契約保單首頁第七項所載自負額不適用於本承保事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機密資料勒索 

指以向被保險人獲取贖金為目的，而以洩露被保險公司之營業秘密或其他商業專屬資料所為之要脅或相關連之一

連串要脅行為。 

 

顧問費用 

指下列任一費用： 

甲.【XXX】或其從屬企業，或其他獨立之安全顧問公司（限於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使用者）之合理費用。 

乙.【XXX】或其從屬企業，或其他公共關係公司或回收諮詢顧問（限於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使用者）之合理

費用。 

 



 
勒索 

指財物損害勒索、機密資料勒索及人身勒索。 

 
勒索費用 

指下列任一費用： 

甲.下列所載合理之交通及住宿費用： 

 (一)於任一勒索中，被保險人為前往談判而發生合理之交通及住宿費用。 

 (二)被保險人及其家屬因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勒索而逃難，所產生合理之交通或住宿費用； 

乙.於勒索事件中，協助被保險人之適格翻譯人員所產生合理且必要之費用。 

 
勒索損失 

指下列被保險人直接且單獨因發生於保險期間內之勒索而產生的合理且必要費用： 

甲.被保險人所支付之贖金，包含被保險人授權保管贖金之人，於支付贖金給勒索贖金之人的過程中，贖金遭毀

損滅失、遺失、沒收、不當挪用或侵佔之損失。 

乙.勒索費用。 

丙.顧問費用。 

 
但勒索損失不包含下列各項標的： 

甲.依法科處之罰金或罰鍰。 

乙.懲罰性損害賠償金或特定倍數損害賠償金。 

丙.稅金。 

丁.依中華民國法律之規定係屬不可保之標的。 

 

人身勒索 

指以獲取贖金為目的，而以下列事由向被保險個人所為之任何威脅或一連串相關連之威脅： 

甲.殺害、傷害或綁架被保險個人，但以為此威脅時，贖金並非由被保險個人所持有者為限；及/ 或 

乙.洩露被保險個人所專有之商業專屬資料。 

 
處所 

指被保險公司據以經營業務之場地，或被保險個人居住之場所。 

 
產品篡改 

指任何實際或威脅的、故意、惡意及不當地變更或污染被保險公司所製造、持有或經銷的貨物或產品。 

 

財物損害勒索 

指以獲取贖金為目的，而以下列事由向被保險人所為之任何威脅或一連串相關連之威脅： 

甲.對被保險公司所擁有、所租賃或其依法應負責任之處所或其他不動產或動產（包含置存於處所之裝修、機械、

設備或電子資料）、牲畜、藝術品加以毀損或污染；及/ 或 

乙.為產品篡改。 

 
商業專屬資料 

指專屬於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公司營運的任何機密、私有或秘密的資料。 

 
贖金 

指因發生於保險期間內之勒索，被保險人直接支付或直接受有損失之金錢。此所稱「金錢」包含現金、金融票據

或金銀條塊，或任何有價證券、財產或服務的公平市價。 

 
營業祕密 



 
指被保險公司所知悉之秘密程序、公式、工具、裝置或化合物，被直接用於生產，具有商業價值的營業商品，但

不包含已取得專利者。 

 

第三條  除外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企業勒索損失之除外不保之事項 

甲. 起因於發生在下列國家之任何單一或一系列事件所致之勒索：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亞塞拜

然、喬治亞、亞美尼亞、車臣、吉爾吉斯、菲律賓以及中、南美洲國家。 

乙. 被保險人或由被保險人授權管理贖金之人之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但被保險人支付贖金之行為經當地政

府主張係屬違法者不在此限。 

丙. 因當面遭受暴力或脅迫而自處所交出所損失之金錢或喪失之財產。但負責將贖金或被保險人被勒索款項運送

予歹徒之人在運送途中因而喪失之贖金或勒索款項，不在此限。 

丁. 於處所喪失之金錢或財產。但於遭受勒索或要求贖金後，為支付贖金或勒索款項而攜入存放於處所者，不在

此限。 

 

第四條 一般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一般事項約定如下： 

企業勒索損失之特別約定 

(一) 被保險人於知悉勒索發生或有任何可能導致勒索之事件發生時（以較先屆至者為準），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

知本公司。 

(二) 無論主保險契約或其他附加條款是否有相反之約定，雙方同意於勒索發生時，被保險人應通知本公司下列所

載之人： 

姓名 【XXX】 

     【XXX】 

電話 【XXX】 

     【XXX】 

傳真 【XXX】 

     【XXX】 

除上列約定外，被保險人應於實際可行之時，立即撥打下列電話號碼通報【XXX】： 

二十四小時熱線電話 

美國及加拿大 【XXX】 

世界上其他地區【XXX】 

 
以上所列之電話號碼係危機通報專線號碼，應僅作為勒索通報之用。來話者通常均會直接被轉接至經驗豐富的

【XXX】顧問，或由其立即回電。於接獲勒索之通報後，【Clayton】顧問於合理的旅行時間內，將立即自

【XXX】之辦事處出發前往會晤被保險人。 

 
前述被保險人向【XXX】所為之通報，與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義務乃相互獨立，且不得以前述通報取代主保

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義務。 

 
作為本附加條款下所提供保障之一部分，且依據本公司之特別安排，獨立的危機管理專業顧問 - 【XXX】，將於

發生勒索時，對被保險人提供優先二十四小時的建議、通知及協助服務。 

(三) 於勒索發生後，在支付贖金之前，被保險人應竭盡所能地採取下列行為： 

甲. 確定勒索已實際發生； 

乙. 立即以口頭及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應及時且定時地通知本公司相關事故之最新狀況；且 



 
丙. 通知對該事故有管轄權利之政府單位或其他適當之執法機構，但以該項通知係對被保險人最有利者為限。 

(四) 本公司賠償被保險人所支付贖金損失的先決條件係以該贖金之支付業經被保險公司及本公司事先同意者為限。 

(五) 於遭受勒索後，被保險公司應於實際可行之時，儘速送交本公司一詳細的損失清單。 

(六) 如有重大變更發生，則本附加條款下所提供之所有保障即為終止。 

(七) 如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對於勒索損失之金額無法達成共識，則雙方得各選定一適格且公正的鑑定人，由鑑定人

對於勒索損失為估價。如前述鑑定人對於勒索損失之金額亦無法達成共識，則可由鑑定人共同推舉一適格且

公正之公斷人。如前述鑑定人於十五天內無法共同推舉出雙方均同意之公斷人，則應交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選定一公斷人。公斷人對於勒索損失金額之決定，具有拘束被保險人及本公司之效力。被保險人及本公司應

自行負擔其因選定公斷人所產生之費用並共同分擔公斷人之費用。本公司之任何權利不因前揭鑑定相關之行

為而被視為拋棄。 

(八) 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為給付後，對於所有追償之金額，於扣除追償之實際費用後如尚有餘額，應先充抵本公

司於本附加條款下所為之給付，之後如仍有餘額則該餘額應返還予被保險公司。 

(九) 本附加條款之內容若與任何地區法律之規定有所牴觸而無效者，則本附加條款內容應視為自動修正為符合該

等法律之最低要求，但本附加條款其他條款之效力不應因而受到影響。 

(十) 被保險人就任何與本附加條款相關之事宜，應盡力協助本公司，包括參加或出席調查或審判程序、保全及提

供證據、使證人出庭作證、協助協商或協助進行訴訟、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 

(十一) 在本附加條款滿期或終止後三年內，本公司得檢查及查核被保險人與本附加條款相關之業務文件。任何

已發生但未向本公司申報之危險情事，其應繳之附加保險費經本公司審查後決定之。 

(十二) 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應負擔之義務，不應因被保險人之破產或失卻清償能力而得免除。 

(十三) 如被保險人對於本附加條款之相關事項有詐欺之行為時，本附加條款應立即失其效力。且若被保險人對

於主保險契約及本附加條款之重要事實；或於本附加條款下就被保險人對於被保險個人之利益、任何損

失或賠償請求有故意隱匿或不實陳述者，亦同。 

(十四) 被保險人及被保險個人應盡其注意義務，於合理且可行的情況下，盡力避免或減少本附加條款所承保之

勒索損失。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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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大股東提起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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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擴大承保大股東提起之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並排除大股東除外不保事項之適用，

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大股東」除外不保事項之約定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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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單一賠償請求之約定附加條款 
 

97.01.21(97)邦保精字第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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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單一賠償請求之約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三條第四項「關聯性賠

償請求/ 單一賠償請求」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四、關聯性賠償請求/單一賠償請求 

關聯性賠償請求 

若可歸因於下列事實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的賠償請求係於保險期間或所約定的發現期間屆滿後被提出，則本公司

同意以下列賠償請求初次提出或危險情事初次通知本公司的時間，視為此後續被提出之賠償請求已通知本公司的

時間： 

甲. 於保險期間或所約定之發現期間內初次提出，並已依照本保險契約約定通知本公司的賠償請求；或 

乙. 已依照本保險契約約定通知本公司並經本公司同意的危險情事。 

 
單一賠償請求 

由繼續性、重覆性或相關性的情事或事件所產生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的任何單一或多次賠償請求，應被視為單一

賠償請求，且應適用單一保險金額及單一自負額。若有不同自負額的約定，則以較高者為準。 

若是與要保人於前一年度保險契約（保單號碼【XXX】）已通知本公司之【XXX 特定事件】有關者，則以該賠

償請求之書面主張、起訴書、處分書、仲裁判斷、和解書或法院的判決書，為判定是否為單一賠償請求之依據。 

有關賠償請求的其他約定，請參閱本保險契約第七條第三項「同意」之約定。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XXX 特定事件】 

【XXX 特定事件之描述】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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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調查定義(不包含例行性產業調查或訊問)附加條款 
 

98.06.01(98)邦保商企字第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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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調查定義（不包含例行性產業調查或訊問）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十七項定義之調查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七、調查 

指由政府機關對被保險公司的事務展開的正式調查、訴訟程序或訊問，並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開始於保險期間；且 

乙. 無論是董事或被保險公司被指名應接受調查，或任一董事被指名為證人；且 

丙.董事因其於被保險公司所擔任的職位，或由於其為被保險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而依法應接受調查者。 

 

前述所稱之正式調查、訴訟程序或訊問不包含非針對被保險公司所為，而針對被保險公司所屬產業之所有或大部

分企業進行任何例行性之正式調查、檢查、訊問或其他類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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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 
 

98.06.01(98)邦保商企字第 0328 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 號函備查 

99.06.10(99)美亞保精字第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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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發現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第

(三)款定義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三）發現期間的保障 

如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應有下列發現期間的適用: 

 

自動或選擇性加保發現期間 

甲.被保險人得享有 

(一) 免費[  ]日的發現期間; 或 

(二) 十二個月的發現期間，惟須以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收到要保人的書面請求及其所繳交之附

加保險費為生效條件。附加保險費為保單首頁第八項所載保險費的百分之[  ]。 

 

退休董事的發現期間 

乙.退休董事得免費享有[  ]個月的發現期間。 

但若被保險公司於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發生重大變更、或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終止或解除者，則

無上述甲、乙兩目發現期間之適用。 

 

重大變更的發現期間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有重大變更，被保險人於符合下列條件時，得享有[  ]個月的發現期間： 

甲. 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終止後六十日內收到要保人之書面請求；且 

乙. 要保人接受本公司所提出有關此發現期間的條件。 

 

有關本承保事項的其他約定，請參閱本保險契約第七條第四項「適用於發現期間的條件」及第五項「重大變更」

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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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外派董事承保事項之修正-責任限額不可累積之修正附加條款 
 

98.06.23(98)邦保商企字第 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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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外派董事承保事項之修正-責任限額不可累積之修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七條第七項一般事項之對外派董事的承保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七、 對外派董事的承保 
外派董事有權依據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3 目「外派董事責任」之約定享有本保險契約的保障，

但本公司僅就超過外派董事受有保障的其他保險以及由外部機構已提供損害補償的部分，負保險給付責任。 

若外部機構就相關的外派董事賠償請求有財力且未被法律禁止補償該外派董事，卻未予補償或拒絕補償，本公司

將依約定為外派董事支付損害賠償及預付抗辯費用，但本公司僅就超過外派董事受有保障的其他保險的部分，且

在該其他保險已用盡後，負保險給付責任。 

若外派董事受到其他保險的保障，而該其他保險是由本公司或本公司集團成員所提供者，則本公司就外派董事賠

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應負的賠償責任將自動減去該其他保險的保單首頁所載的保險金額。依本保險

契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3 目之約定所支付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將使保險金額隨之減少。上述之總責任

限額之限制不適用於[xx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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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外部機構定義(包含金融機構)附加條款 
 

98.06.23(98)邦保商企字第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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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外部機構定義（包含金融機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

條款第四條第二十八款定義之外部機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十八、外部機構 

指任何慈善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機構、或任何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公司： 
甲. 未於美國或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註冊或設有營業處所； 

乙. 其有價證券未於美國或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的證券交易市場掛牌或交易； 

丙. 其有價證券未被要求需依法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任何登記文件； 

丁. 其無根據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告的義務；且 

戊. 自保險期間開始起過去三年內，其董事或監察人未遭受任何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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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保單續約保障附加條款(新版) 
 

98.07.01(98)邦保商企字第 0352 號函備查 

98.08.05(98)邦保商企字第 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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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14 美亞保字第 1040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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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加保保單續約保障附加條款(新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

「擴大承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保單續約的保障 

保單續約保障 

本公司對於調查或被指控有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且符合下列條件之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

負保險給付責任： 

 

甲. 該賠償請求及/ 或危險情事於保險期間開始前應已通知或可通知本公司，但卻於保險期間始通知本公司；且 

乙. 本公司於該賠償請求及/ 或危險情事應被通知之日起至已被通知之日止之期間，有連續提供要保人董監事及

經理人責任保險或類似保險。 

 

依照本附加條款所為之理賠通知，僅適用於該賠償請求及/ 或危險情事應通知本公司時所應適用之保險契約條款

﹝包括保險金額及分項保險金額﹞。 

 

本附加條款無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甲款及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之適用。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擴大承保「保單續約保障」所約定之保險給付責任及限額應適用下列約定： 

 

(一)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因賠償請求所致之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應使用本年度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金額﹝包

括分項保險金額﹞。最高賠償金額應以該賠償請求應被通知時之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金額﹝包括分項保險

金額﹞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年度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金額﹝包括分項保險金額﹞之範圍內。 

 

(二)若本公司為本年度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唯一保險人，則本公司將依上述(一)之約定負保險給付責任。若本年

度主保險契約有共同保險人時，則本公司及本年度主保險契約之共同保險人應根據本年度主保險契約所約定

保險金額之共保比例各自負擔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給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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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特定人員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7.01(98)邦保商企字第 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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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特定人員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

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特定人員 

甲. 任何因針對【XXXXX】所提出或由【XXXXX】所提起之實際或被指控之賠償請求； 

 

乙. 任何因【XXXXX】之不當管理行為(部份或全部)所致之實際或被指控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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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調查費用保障(約定自負額)附加條款 
 

98.06.26(98)邦保商企字第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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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調查費用保障（約定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第

二款調查費用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調查費用的保障 

調查所致的抗辯費用- 

本公司以保單首頁第五（二）項所載金額為限，對於因調查所致之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保單首頁第七項所載的自負額亦適用於本承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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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調查定義(擴大承保受僱人)附加條款 
 

98.06.26(98)邦保商企字第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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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調查定義（擴大承保受僱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

款第四條第十七款定義之調查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七、調查 

指由政府機關對被保險公司的事務展開的正式調查、訴訟程序或訊問，並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開始於保險期間；且 

乙.無論是董事、受僱人或被保險公司被指名應接受調查，或任一董事或受僱人被指名為證人；且 

丙.董事、受僱人因其於被保險公司所擔任的職位，或由於其為被保險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而依法應接受調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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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刪除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98.06.26(98)邦保商企字第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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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刪除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排除公司僱傭行為賠償

責任之適用，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2 目「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責任」及所有於

主保險契約所提及有關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請求之約定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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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藥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8.05(98)邦保商企字第 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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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藥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

訂下款之約定： 

 
藥品-對於任何直接或間接因醫療製藥產品之效能或失去效能所致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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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調查定義(不包含例行性產業調查或訊問並擴大承保受僱人)附

加條款 
 

98.08.13(98)邦保商企字第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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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調查定義（不包含例行性產業調查或訊問並擴大承保受僱人）（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

約條款第四條第十七款定義之調查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七、調查 

指由政府機關對被保險公司的事務展開的正式調查、訴訟程序或訊問，並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 開始於保險期間；且 

乙. 無論是董事、受僱人或被保險公司被指名應接受調查，或任一董事被指名為證人；且 

丙. 董事、受僱人因其於被保險公司所擔任的職位，或由於其為被保險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而依法應接受調查者。 

前述所稱之正式調查、訴訟程序或訊問不包含非針對被保險公司所為，而針對被保險公司所屬產業之所有或大部

分企業進行任何例行性之正式調查、檢查、訊問或其他類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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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抗辯律師事務所附加條款(全世界) 
 

98.09.07(98)邦保商企字第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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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加保抗辯律師事務所附加條款(全世界)（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並同意本附加條款僅適用於對被保險人提

出的特定賠償請求。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特定賠償請求指下列任一賠償請求： 

甲. 在中華民國地區提出的賠償請求。 

乙. 在美國地區提出的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或與有價證券的購買相關的賠償請求)。 

丙. 在美國地區提出的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有關賠償請求之定義，請參閱本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二款之約定。 

 

抗辯律師事務所 

指本附加條款之附件所載明的任一已核可的法律事務所。 

 

第三條 約定事項 
一、辯護律師團之選擇 

被保險人應選擇一抗辯律師事務所以協助抗辯被保險人所遭受的特定賠償請求。被選定的抗辯律師事務所的責任

應作為特定賠償請求之抗辯。被選定的抗辯律師事務所不應於與承保範圍有關之爭議中代表被保險人。對於承保

範圍之爭議，被保險人可直接與本公司進行討論或指定其他律師事務所為其代表，但該律師事務所不得為抗辯律

師事務所。 

二、司法管轄區域 

被保險人應選擇位於特定賠償請求發生地點所屬之司法管轄區域內的抗辯律師事務所。若特定賠償請求發生地點

未被載明於附件所列之司法管轄區域內，被保險人於事前取得本公司之書面同意後，得選擇非抗辯律師事務所但

位於特定賠償請求發生地點所屬之司法管轄區域內之律師事務所。本公司得自行決定指定一抗辯律師事務所作為

抗辯該特定賠償請求之領導事務所。於此情況下，該非抗辯律師事務所應以地方律師事務所的角色協助領導事務

所處理該特定賠償請求。 

三、利益衝突 

經本公司事前書面明示同意後，被保險人得選擇與其他被保險人被告不同之抗辯律師事務所，但以該項選擇係因

考慮利益衝突或有正當理由者為限。 

四、抗辯律師事務所的變更 

本公司可以批單的方式變更已核可的抗辯律師事務所。但在保險期間內非經要保人同意，不得變更之。 

 



 
基於要保人之請求，本公司得自行決定： 

丙. 針對在特定司法管轄區域對被保險人提出的特定賠償請求的抗辯需求(包括未於本附加條款之附件上載明的

司法管轄區域)，增加已核可的抗辯律師事務所名單上所列之事務所；且 

丁. 免除本附加條款中部份或全部關於特定賠償請求之條款。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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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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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 Yeh Law Office(建業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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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cel Law Office(理安法律事務所) 

4F, No. 125 Nan King E. Rd, Sec. 5, 
Taipei City 105,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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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 Partners Attorneys at Law(恆業法律事務所) 

11F-3. No. 248, Sec. 3, Nanking E.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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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e Morris,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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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bglaw.com/
http://www.ebglaw.com/
http://www.seyfarth.com/
http://www.fulbright.com/


 
(415) 397-2823 
www.seyfarth.com 
Contact : Nick Geannacopulos 
 
Morrison & Foerster  
345 Californi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4-2675 
(415) 677-7311 
 
Slater & Matsll, LLP  
17950 Preston Road, Suite 1000  
Dallas, TX 75252-5793 
972-447-4567 
 
McKool Smith  
Suite 1500, 300 Crescent Court  
Dallas, TX 75201 
(214) 978-4010 
 
Fulbright & Jaworski, L.L.P. 
600 Congress Ave., Suite 2400 
Austin, TX 78701 
(512) 474-5201 
www.fulbright.com 
Contact : Brian S. Greig 
 
Jackson Walker LLP  
901 Main Street  
Suite 6000  
Dallas, TX 75202-3797 
(214)953-5863 
 
Fulbright & Jaworski, L.L.P.  
300 Convent St., Suite 2200  
San Antonio, TX 78205-3792 
(210) 224-5575 
www.fulbright.com 
Contact : Philip J. Pfeiffer 
 
Haynes & Boone  
3100 NCNB Plaza  
901 Main Street  
Dallas, Texas 75202-3714 
(214)651-5000 
 
Gardere & Wynne 
3000 Thanksgiving Tower  
1601 Elm Street  
Dallas, TX 75201-4761 
(214) 999-3000 
Contact : Doug Haloftis 
 
 

http://www.seyfarth.com/
http://www.fulbright.com/
http://www.fulbright.com/


 
HONG KONG PANEL COUNSEL FIRMS 
 
Clifford Chance  
29th Floor, Jardine House  
One Connaught Place  
Hong Kong 
852 2825 8888 
Contact : Denis Brock 
 
Sullivan & Cromwell  
28th Floor, Nine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52) 2826-8654 
 
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LLP  
Bank of China Tower  
One Garden road  
Hong Kong 
(852) 25327422 
 
SHANGHAI PANEL COUNSEL FIRMS 
 

Jun He (君含律師事務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15 號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 號函備查 

 

上海嘉農中心 2501 室 

8621-5298-5488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核子設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9.07(98)邦保商企字第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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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核子設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

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核子設施 

因擁有、管理、維持或控制任何核子設施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包含但不限於因其所造成的被保險公

司之破產或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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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被保險公司定義(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 
 

98.09.07(98)邦保商企字第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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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被保險公司定義（單獨承保母公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

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三款定義之被保險公司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三、被保險公司 

指保單首頁之第一項所載之要保人。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新取得及賣出從屬公司的保障」應予刪

除，且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列之約定： 

從屬公司 

由任何從屬公司或從屬公司之代表所提起；由任何從屬公司之董事、外派董事、受僱人所提起，或代表其所提起

之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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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董事定義(單獨承保列名董事)附加條款 
 

98.09.07(98)邦保商企字第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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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董事定義（單獨承保列名董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

條款第四條第九款定義之董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董事 

指下列之人： 

[   ] 
 
若上述列名之董事於本保險契約的保險期間開始前已遭被保險公司以不適任為由解任、解雇或免職者，則非本保

險契約所稱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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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刪除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附加條款 
 

98.09.07(98)邦保商企字第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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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刪除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排除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之適用，故主

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1 目「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及所有於主保險契約所提及有關公司有

價證券賠償請求之約定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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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洗錢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9.18(98)邦保商企字第 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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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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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

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洗錢行為 

因任何洗錢行為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洗錢行為 

指實際或意圖密謀而從事、幫助、教唆、商議、媒介或煽動任何違反或構成下列犯罪之行為：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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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發生於英國而違反 2002 年

犯罪所得法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第 29 章第 7 節以下所規定之行為，或發生於美國而違反美國聯

邦法典第十八類第 1 篇勒索犯罪集團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sation Act) 第 96 章第

1961 條定義以下所規定之行為。 

 
乙、 任何執行或為執行歐洲議會指令 (European Council Directive) 91/308/EEC 《關於防止利用金融系統洗錢

》而制訂之法令（包含 2000 年英國恐怖主義法(United Kingdom Terrorism Act 2000) 第 11 章第 3 節以下

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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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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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資產與人身自由費用附加條款 
 

98.09.25(98)邦保商企字第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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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擴大承保資產與人身自由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

二條第一項及第四條增加以下約定： 

 
承保範圍 

一 、承保事項 

（三）資產與人身自由費用 

資產與人身自由費用 

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本公司以累計美金[ ]元為限，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所產生之訴訟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以獲得下列司法命令之解除或廢止： 

甲.被保險人所有權與控制權之徵收與充公、不動產或個人資產所有權之停權或凍結； 

乙.被保險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之抵押； 

丙.保險人擔任董事之暫時或永久禁止； 

丁.被保險人人身自由之限制或官方拘留； 

戊.因除定罪或犯罪之外任何理由撤除合法、有效移民身分之被保險人所致之驅逐出境； 

己.被保險人之引渡。 

本附加條款不適用主保險契約首頁之自負額。 

 
用詞定義 

五十、司法命令 

指 

甲. 臨時性或非正式的司法命令；或 

乙. 有關任何訴訟程序中對被保險人之驅逐出境或引渡回國。 

任何與賠償請求有關且不利被保險人之司法命令，被保險人在此保險契約下受到所有承保範圍的保障。 

司法命令不包括賠償請求處置或裁決之最終命令。 

 

五十一、官方拘留 

指由政府機關或司法單位或其代表運作，有關賠償請求且不利被保險人之對被保險人在安全監管下之

限制，不論此賠償請求是否有過失及法律責任之控告或司法調查。 

 
五十二、訴訟費用 

指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事前以書面同意所支出之合理法律酬金、服務費、及支出，以進行法律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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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被保險人互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10.14(98)邦保商企字第 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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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被保險人互告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

一項第二款之美國地區被保險人互告的賠償請求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被保險人互告的賠償請求 

由董事、被保險公司、外部機構或前述的代表人或其他董事所提起的賠償請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但

不包括下列賠償請求： 

甲.代理被保險公司或外部機構所提出的股東權益訴訟，但以董事或外派董事並未自願（所稱自願係指非因法令

要求）要求介入、協助或參與或鼓勵者為限； 

乙.由董事、退休董事或外派董事所提出的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丙.由董事、退休董事或外派董事要求分擔責任或補償所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以該賠償請求係由本保險契約所承

保的另一個賠償請求直接產生者為前提； 

丁.由退休董事、受僱人或外派董事所提出的賠償請求；  

戊.由破產管理人，接管人、受託人或清算人直接或衍生地代理被保險公司或外部機構所提出的賠償請求；或 

己.由被保險個人以其為被保險公司所提供的年金、退休金、福利金基金的受益人身分所提出的賠償請求。 

本除外不保事項無抗辯費用之適用。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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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賠償請求的提出與通知附加條款 
 

98.10.14(98)邦保商企字第 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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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賠償請求的提出與通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三條第一項應修改如

下： 

 
一、被保險人對於何種賠償請求可要求本公司負保險給付之責 ? 

賠償請求的提出與通知  

本保險契約所提供的承保事項與擴大承保事項限於在保險期間內或所約定的發現期間內，初次對被保險人提出，

且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賠償請求：  

甲.該賠償請求並非基於在保險期間開始前被保險人已知悉的危險情事；及 

乙.被保險人初次知悉該賠償請求後，於合理的時間內通知本公司，且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晚 

   於： 

   (一)保險期間屆滿後的【】日內；或 

   (二)若有發現期間的約定，則為發現期間屆滿後【】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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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僱傭契約責任與僱傭相關福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10.22(98)邦保商企字第 0501 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01 號函備查 

98.12.30(98)美亞保精字第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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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10 依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 金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僱傭契約責任與僱傭相關福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除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

二項第三款之除外不保事項外，尚應增列下列除外不保事項： 

 

（三）不為承保的給付 

辛.被保險人事實上或被指控根據任何明示之僱傭契約或協議所生之賠償責任；然而，此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

即使無該契約或協議之存在，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 

 

壬.根據任何應適用之法令或規範所應負擔有關勞工補償、喪失工作能力給付、資遣或失業給付或補償、失業保

險、退休給付、社會安全福利之義務或任何類似之法律或規範者。 

 

癸.(i)應復職日至實際復職日前之補償、未來之損失、未來之損害或未來之經濟救濟；且/或 

(ii)在賠償請求權人以其曾經於被保險人任職、復職、或重新開始就職之情況下，而以受僱人之身份所請求之

僱傭相關福利。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僱傭相關福利 

指下列任一福利之提供： 

甲. 非金錢之福利，包括但不限於公務車之派遣、旅遊津貼、行動或有線電話、醫療保險費用之補助、教育訓練

津貼、設備津貼。 

乙. 股票或股票選擇權。 

丙. 資遣費之支給。 

丁. 紅利支給。 

戊. 任何其他根據僱傭行為應予受僱人之福利。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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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外部機構定義(擴大承保曾列名之外部機構)附加條款 
 

98.11.09(98)邦保商企字第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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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外部機構定義（擴大承保曾列名之外部機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

第四條第二十八款定義之外部機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十八、外部機構 

指任何慈善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機構、或任何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公司： 

甲.未於美國或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註冊或設有營業處所； 

乙.其有價證券未於美國或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的證券交易市場掛牌或交易； 

丙.其有價證券未被要求需依法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任何登記文件； 

丁.其無根據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告的義務； 

戊.非金融機構；且 

己.自保險期間開始起過去三年內，其董事或監察人未遭受任何賠償請求。 

 
前述所稱之機構尚應包含曾在主保險契約所續保、取代或繼受之其他保險契約中，另以批單或附加條款列名為外

部團體或外部機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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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喪失清償能力除外不保-完全除外附加條款 
 

98.11.09(98)邦保商企字第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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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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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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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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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由被保險公司或董事之債權人或其代表人所提起者；及/或 

丙、由受僱人或其代表人依據上述甲款所提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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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重大變更除外不保(含特別組織團體之適用)附加條款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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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重大變更除外不保（含特別組織團體之適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重大變更後的行為」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三）重大變更後的行為(含特別組織團體之重大變更) 

甲. 於保險期間內，在重大變更後發生的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但若經本

公司依據本保險契約第七條第五款「重大變更」之約定而同意承保者，不在此限。 

乙. 於保險期間內，[ ]及/或與其合併，或收購[ ]的被保險公司在下列情事後發生的不當管理行為或不當僱傭行為

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一) [ ]於保險期間內與被保險公司發生合併、被合併之情事、或賣出其所有或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資產

予被保險公司；或 

(二) 任何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直接或間接取得已發行股份總數所代表[ ]改選董監事之投票權超過百分

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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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保費繳交及契約解除附加條款 
 

98.11.24(98)美亞保精字第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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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保費繳交及契約解除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七條一般事項第二十四

款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十四、保費繳交及契約解除： 

除保單首頁第八項所載的保險費未依約定繳交外，本公司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保險費必須於保險期間生效日起

九十日內繳交予本公司。若要保人未依約繳交保險費，本公司得保留本保險契約之解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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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客戶需求，針對一般事項＂保費繳交及契約解除＂之約定，將保險費繳交期限從六十日延長至九十日，爰設

計本附加條款。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期中增加保險金額(不及於前行為)附加條款 
 

98.12.23(98)美亞保精字第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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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並依約繳交【】之附加保險費後，加保期中增加保險金額（不及於前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

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二十一項保險金額之定義，於本附加條款中應變更為下列約定： 

 
二十一、

保險金額 

指保單首頁第四項所載的金額。惟本公司對於發生於民國【】年【】

月【】日【】時以前之事情或事件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之賠償

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抗辯費用及緊急抗辯費用的總合所負保險給付

責任的最高限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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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修正緊急抗辯費用的保障附加條款 
 

99.03.3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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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擴大承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修正緊急抗辯費用的保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

項第（一）款緊急抗辯費用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本公司以保單首頁第五項所載金額為限，對於要保人於緊急抗辯費用產生後的合理時間內，於保險期間以書面向

本公司提出請求的緊急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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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發現期間(含退休董事終身)附加條款 
 

99.04.22(99)美亞保精字第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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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擴大承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發現期間(含退休董事終身)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

第二條承保範圍第二項擴大承保事項第三款發現期間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發現期間的保障 

如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應有下列發現期間的適用: 

 

自動或選擇性加保發現期間 

甲.被保險人得享有 

(一) 免費九十日的發現期間; 或 

(二) 十二個月的發現期間，惟須以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收到要保人的書面請求及其所

繳交之附加保險費為生效條件。附加保險費為保單首頁第八項所載保險費的百分之五十。 

 

退休董事的發現期間 

乙.退休董事得免費享有終身的發現期間。 

但若被保險公司於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發生重大變更、或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終止或

解除者，則無上述甲、乙兩目發現期間之適用。 

 

重大變更的發現期間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有重大變更，被保險人於符合下列條件時，得享有八十四個月的發現期間： 

甲. 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終止後六十日內收到要保人之書面請求；且 

乙. 要保人接受本公司所提出有關此發現期間的條件。 

有關本承保事項的其他約定，請參閱本保險契約第七條第四項「適用於發現期間的條件」及第五項「重大變更」

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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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 

-保險金額外加並變更危機管理事故用詞定義(包含其他) 
 

99.04.22(99)美亞保精字第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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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保險金額外加並變更危機管理事故用詞定義(包含其他)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危機管理費用 

危機管理費用的保障 

本公司以累計【】 元為限，不論保險期間內危機管理事故發生之次數，對於其所產生的危機管理費用負保險給

付責任。前述金額並不包含於保險金額以內，不受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第六項「對被保險人的承保」之限制。但要

保人應於該危機管理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將書面請求送達本公司。 

 
保單首頁第七項所載的自負額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危機管理費用 

指危機管理公司因提供危機管理服務所產生的合理支出及費用，包括危機管理公司因印刷、廣告、郵寄、資料，

及旅行所應負擔之合理費用（但不包含對於任何被保險個人的薪資報酬或時間上的補償，或任何與被保險公司營

運有關且固定的間接費用支出），且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危機管理事故發展期間或預期發生前九十天內之所產生的費用。 

乙、不論被保險人是否遭受因危機管理事故所產生的賠償請求。 

丙、在被保險人受有賠償請求之情況下，則不論該支出及費用發生於賠償請求之前或之後。 

 
危機管理事故 

指非自願性出價收購或依被保險公司最高財務主管出具之誠信意見，下列任一事故之發生已導致或可合理推測將

導致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一) 負面之營收或銷售通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過去或現在之營收或銷售大幅少於以下所列者﹕(i) 被保險公司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

營收或銷售，(ii) 被保險公司先前對該期間之營收或銷售所作之公開聲明或預測，或(iii) 外部證券分析師對

於被保險公司之營收或銷售所公佈之預測。 

(二) 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權、或重要顧客或合約 

公開宣布於事前未能預見之情況下所發生之下列事項﹕(i) 被保險公司非因到期卻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

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顧客、或(i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合約。 

(三) 產品回收或延誤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之主要產品回收或有事前未能預見之生產延誤。 

(四) 集體侵權行為 

公開宣布或遭指控被保險公司造成多人體傷、疾病、患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造成多項有形財產之毀損

或滅失，包括因而不能使用之損失。 

(五) 裁員或喪失重要高階主管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裁員，或一位或多位重要高階主管死亡或離職。 

(六) 重申財務狀況報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重新報告過去申報之財務狀況報告。 

(七) 取消或延遲股利發放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取消或延遲定期發放之股利。 

(八) 資產沖銷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大幅度沖銷資產。 

(九) 債務重組或債務不履行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有債務不履行或意圖債務不履行或意圖進行債務重組之情事。 

(十) 破產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申請破產保護或第三人將代被保險公司申請非自願性破產；或被保險公司面臨破產

程序﹙不論自願或非自願﹚。 

(十一)政府或司法訴訟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面臨或可能面臨訴訟或政府或司法之訴訟程序。 

(十二)其他 

基於本公司的判斷與裁量下並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其他事故。 

  
但危機管理事故不包括任何與下列事項有關之事故﹕ 

甲. 於主保險契約所續保、代替或及時接續之保險契約中已申報之賠償請求、或已通知之危險情事。 

乙. 於主保險契約生效時未決或已發生之法律訴訟。 

丙. 實際上或被指控或被迫排放、散布、釋放或滲漏污染物；或任何對於測試、探測、清理、除去、容納、處

理污染物或除去、中和污染物毒性之要求或指示。 

丁. 含核子物質之高危險財物，但因被保險公司擁有、操作、建造、管理、計劃、維護或投資核能設備所致之

危機管理事故不在此限。 

 
危機管理事故所使用之各項標題僅係出於便利之目的，非為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或條件之一部份。 

 
危機管理事故應始於被保險人首次知悉該危機管理事故時，而結束於危機管理公司告知被保險人危機已不存在或

本附加條款第一條所列金額(即【】 元整)用盡（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危機管理公司 

指下列之人：  

甲. 被保險人； 

乙.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或 

丙.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個人所委託，以提供危機管理事故相關危機管理服務之任何公共關係公司或律師事務

所。但該危機管理事故之認定須取得本公司之同意。本公司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危機管理服務 

指危機管理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就如何盡量降低危機管理事故對被保險公司所造成之潛在損害而提供的服務或行動，

包括但不限於維護並重建投資人對於被保險公司之信心。 

 

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指： 



 
甲. 任何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連續二個

交易日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或以台灣加權指數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或 

乙. 任何在台灣地區興櫃市場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二十。】 

【指任何在美國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

，或以史坦普 500 綜合指數(S&P 500 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指任何在【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

或以【xxx 指數（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 

【  】 

 
非自願性出價收購 

指被保險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外之其他個人或組織團體，不論有否公開宣布或私下未經請求主動向被保險人以書面

要約或出價，致發生重大變更之情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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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危機管理事故（【XXX上市公司】）附加條款-保險金額外加-危機管理

事故用詞定義修正 
 

99.04.22(98)美亞保精字第 0107 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 號函備查 

105.07.01 依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XX.XX 金管保產字第 105XXXXXXX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危機管理事故（【XXX 上市公司】）附加條款-保險

金額外加-危機管理事故用詞定義修正（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項」

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危機管理費用 

危機管理費用的保障-本公司以累計給付限額[  ]元整為限，不論保險期間內危機管理事故發生之次數，對於其所

產生的危機管理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前述金額並不包含於保險金額以內，不受主保險契約第七條第六項「對被

保險人的承保」之限制。但要保人應於該危機管理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將書面請求送達本公司。 

 
保單首頁第七項所載的自負額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項。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危機管理費用 

指危機管理公司因提供危機管理服務所產生的合理支出及費用，包括危機管理公司因印刷、廣告、郵寄、資料，

及旅行所應負擔之合理費用（但不包含對於任何被保險個人的薪資報酬或時間上的補償，或任何與被保險公司營

運有關且固定的間接費用支出），且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甲、危機管理事故發展期間或預期發生前九十天內之所產生的費用。 

乙、不論被保險人是否遭受因危機管理事故所產生的賠償請求。 

在被保險人受有賠償請求之情況下，則不論該支出及費用發生於賠償請求之前或之後。 

 
危機管理事故 

指非自願性出價收購或依被保險公司最高財務主管出具之誠信意見，下列任一事故之發生已導致或可合理推測將

導致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一) 負面之營收或銷售通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過去或現在之營收或銷售大幅少於以下所列者﹕ 

(i) 被保險公司前一年度相同期間之營收或銷售；(ii) 被保險公司先前對該期間之營收或銷售所作之公開聲

明或預測；或(iii) 外部證券分析師對於被保險公司之營收或銷售所公佈之預測。 

(二) 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權、或重要顧客或合約 

公開宣布於事前未能預見之情況下所發生之下列事項﹕ 

(i) 被保險公司非因到期卻喪失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顧客；或

(iii) 被保險公司喪失重要合約。 



 
(三) 產品回收或延誤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之主要產品回收或有事前未能預見之生產延誤。 

(四) 集體侵權行為 

公開宣布或遭指控被保險公司造成多人體傷、疾病、患病、死亡或精神痛苦，或造成多項有形財產之毀損

或滅失，包括因而不能使用之損失。 

(五) 裁員或喪失重要高階主管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裁員，或一位或多位重要高階主管死亡或離職。 

(六)  重申財務狀況報告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重新報告過去申報之財務狀況報告。 

(七) 取消或延遲股利發放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取消或延遲定期發放之股利。 

(八) 資產沖銷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大幅度沖銷資產。 

(九) 債務重組或債務不履行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有債務不履行或意圖債務不履行或意圖進行債務重組之情事。 

(十) 破產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將申請破產保護或第三人將代被保險公司申請非自願性破產；或被保險公司面臨破產

程序﹙不論自願或非自願﹚。 

(十一) 政府或司法訴訟 

公開宣布被保險公司面臨或可能面臨訴訟或政府或司法之訴訟程序。 

(十二) 新聞刊登 

在台灣地區全國性的報紙或雜誌上刊載且包含下列內容(不論其是否經證實為事實)： 

(i) 任何對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個人(以其擔任此職位之身分)接受主管機關調查之評論； 

(ii) 被保險公司面臨履行財務責任之困難；或 

(iii) 被保險公司之財務報告有明顯之誤導 

但危機管理事故不包括任何與下列事項有關之事故﹕ 

甲. 於主保險契約所續保、代替或及時接續之保險契約中已申報之賠償請求、或已通知之危險情事。 

乙. 於主保險契約生效時未決或已發生之法律訴訟。 

丙. 實際上或被指控或被迫排放、散布、釋放或滲漏污染物；或任何對於測試、探測、清理、除去、容納、處理

污染物或除去、中和污染物毒性之要求或指示。 

丁. 含核子物質之高危險財物。但因被保險公司擁有、操作、建造、管理、計劃、維護或投資核能設備所致之危

機管理事故不在此限。 

 

危機管理事故所使用之各項標題僅係出於便利之目的，非為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或條件之一部份。 

 
危機管理事故應始於被保險人首次知悉該危機管理事故時，而結束於危機管理公司告知被保險人危機已不存在或本附加條

款第一條所列危機管理費用給付限額(即[ ] 元整)用盡（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危機管理公司 

指下列之人：  

甲. 被保險人； 

乙.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或 

丙. 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個人所委託，以提供危機管理事故相關危機管理服務之任何公共關係公司或律師事務所。

但該危機管理事故之認定須取得本公司之同意。本公司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 

 
危機管理服務 

指危機管理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就如何盡量降低危機管理事故對被保險公司所造成之潛在損害而提供的服務或行動，



 
包括但不限於維護並重建投資人對於被保險公司之信心。 

 
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受到重大影響 

指下列之情形： 

【指： 

甲. 任何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連續二個

交易日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或以台灣加權指數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或 

乙. 任何在台灣地區興櫃市場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二十。】 

 
【指任何在美國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

十，或以史坦普 500 綜合指數(S&P 500 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指任何在【地區】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之被保險公司有價證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每股價格減少百分之十，

或以【指數（Composite Index）】衡量，每股淨價格減少百分之十(以較高者為準)。】 

 

預先核可的危機管理公司 

【 】 

 

非自願性出價收購 

指被保險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外之其他個人或組織團體，不論有否公開宣布或私下未經請求主動向被保險人以書面

要約或出價，致發生重大變更之情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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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委員)附加條款 
 

99.04.22(99)美亞保精字第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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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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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

約），因加保變更董事定義（擴大承保委員）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九

項定義之董事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董事 

指下列之人，但若其於本保險契約的保險期間開始前已遭被保險公司以不適任為由解任、解雇或免職

者，則非本保險契約所稱的董事： 

甲. 任何於過去、現在，或保險期間內擔任下列職位的自然人（但非為外部稽核人員或破產管理

人）： 

(一) 被保險公司的執行或非執行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 

(二) 與董事有相同職責的被保險公司高階主管； 

(三) 無董事頭銜卻實質上行使被保險公司董事職權者，包含影子董事；或 

(四)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受僱人 

(i) 當行使被保險公司管理或監督之職務時； 

(ii) 對該受僱人提出與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有關者；或 

(iii) 在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中與其他董事並列為共同被告者。 

(五) 被保險公司職銜為委員之人。 

乙. 董事的合法配偶，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 

丙. 董事如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無償債能力或破產時，其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但僅限於對該董事所提起之不當管理行為賠償請求或不當僱傭行為賠

償請求。 

丁. 受託人。  

戊. 非執行董事。 

己. 法人董事（包括其自然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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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大股東除外不保事項附加條款 
 

99.08.13(99)美亞保精字第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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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大股東除外不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

第一項第十一款之除外不保事項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一）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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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或以上的任何個人或機構所提出或由其代理人

所提出者。 [以上稱之為大股東。] 

 

但本除外不保條款不適用於下述之賠償請求： 

 
如一賠償請求自始至終均係由一大股東所獨立提起，而完全未經任何被保險人之要求、協助或主動參與或介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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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有價證券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的保障(擴大承保特定發行計畫)附加條

款 
 

99.08.13(99)美亞保精字第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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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與交易（擴大承保特定發行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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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七）款「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七）有價證券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的保障 

初次發行、上市或交易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 

若被保險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在任何國家(但不包含美國、加拿大或兩者的屬地或領土) 初次以私募方式出售或公開

發行有價證券，本公司對於與該有價證券的初次公開發行或私募相關且符合下列條件，而且是因不當管理行為賠

償請求及/ 或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甲. 被保險公司﹝描述特定發行計畫﹞；或 

乙. 該賠償請求是初次於該有價證券發行、上市或交易後三十日內或保險期間屆滿前(以較早發生者為準)所提

出。 

有關本承保事項的其他約定，請參閱主保險契約第五條第一項「有價證券的初次發行、上市與交易」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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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契約終止附加條款 
 

99.08.13(99)美亞保精字第 0310 號函備查 

101.04.27(101)美亞保精字第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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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契約終止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七條第二十三項

契約終止之約定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二十三、契約終止 

本公司發生下列任一情事者，要保人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 

甲. 本公司停止承作業務，或正式宣布有意停止承作業務。 

乙. 本公司進行清算或停業清理程序，或為避免公司破產，而向本公司之債權人正式提出清償方案。 

丙. 核准本公司從事經營保險業務之許可被撤銷。 

丁. 本公司之標準普爾信用評等被調降至 A-以下。 

 
要保人得因前項約定終止本保險契約，本公司將依比例退還未滿期保險費(若賠償請求或危險情事已於保險期間

內通知予本公司者，則不適用)。 

 

本保險契約於終止之書面通知送達本公司之日起正式終止。契約終止之通知應以書面送達至保單首頁第九項所載

「本公司及其通訊地址」。 

 

若非因本公司發生上列任一情事而要保人欲終止本保險契約，本公司於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後應以短期保險費

率計算應收取的短期保險費，並將要保人之前所繳交的保險費扣除應收取之短期保險費後之餘額，退還予要保人。 

倘未滿期保險費已依前項約定退還者，則視為被保險人同意終止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給付責任。 

 

若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給付之保險金已達保險金額之上限者，本保險契約應立即終止，且要保人已交付

的保險費應視為在終止時已全部滿期，本公司無需退還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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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尊榮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 
 

99.08.13(99)美亞保精字第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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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尊榮防護升級版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

「擴大承保事項」應增列下列之約定： 

 
資產及人身自由的保障 

保釋金及保證金費用、訴訟費用以及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個人所產生之以下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甲. 保釋金及保證金費用； 

乙. 訴訟費用；及 

丙. 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 

 

危機費用及公關費用的保障 

危機費用及公關費用 

 

本公司以累計給付限額﹝﹞為限，對於被保險個人於保險期間內初次被提出與本險契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直接相

關所產生之以下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1. 危機費用；及 

2. 公關費用。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 

 
凍結資產費用的保障 

凍結資產費用 

本公司以累計給付限額﹝﹞為限，對於保險期間內初次被提出賠償請求或遭受調查所衍生之凍結資產費用負保險

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 

 
引渡程序的保障 

引渡程序 

 
本公司對於因引渡程序所產生的損害賠償、抗辯費用以及引渡程序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 



 
 
主管機關危機事件的保障 

調查前準備費用 

 

本公司以保單首頁第五(二)項所載金額為限，對於被保險個人因主管機關危機事件所產生之調查前準備費用，負

保險給付責任。 

 

本承保事項適用自負額為﹝﹞。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資產及人身自由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個人為其所遭受之資產及人身自由程序進行抗辯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

出。 

 
資產及人身自由程序 

指被保險個人遭受政府機關之臨時性或暫時性命令或任何訴訟程序，而要求： 

甲.取消被保險個人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資格； 

乙.被保險個人不動產或個人資產之充公、取得所有權與控制權、停權或凍結所有權； 

丙.被保險個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之抵押； 

丁.被保險個人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暫時或永久禁止； 

戊.被保險個人人身自由遭限制於特定之本國居所或官方拘留；或 

已.被保險個人除因犯罪行為被定罪外之任何理由遭撤銷合法、有效移民身分所致被保險個人之驅逐出境。 

 

保釋金及保證金費用 

指被保險個人因受賠償請求，依照法院要求提供保證金或其他金融工具以保證被保險個人對於特定金額或有可能

之履行義務所產生的合理費用(不包含任何抵押品)。 

 
危機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個人因受賠償請求所聘用任何合格的 

甲. 顧問；或 

乙. 稅務專家 

所產生任何合理之專業費用、成本或支出。 

 

凍結資產費用 

指在保險期間內如因臨時性或暫時性命令而對被保險個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充公、控制、停權或凍結其所有權

，或對被保險個人之不動產或個人資產設定抵押時，直接為被保險個人支付以下服務之費用： 

甲.學校教育費； 

乙.住宿費； 

丙.水電等公用設施費； 

丁.個人保險費。 

以上費用僅於查封時由法院酌留被保險人生活必須之金錢所支付，且此金錢已被耗盡時，本公司始予支付。是項

費用將於上述事件發生後三十天，予以支付，其最長支付時間為十二個月。 

 
引渡程序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在以下引渡程序中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甲. 任何引渡程序或相關控訴中，為對政府當局或法院依中華民國引渡法規定准許引渡之決定表示異議並尋求司



 
法審查者；及 

乙. 對於被保險人提出之引渡程序中：(一) 被保險人聘用危機管理顧問及/或稅務專家；及(二) 被保險人聘用公關

顧問。 

 

政府機關 

指任何主管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機構、官方貿易機構、或任何其他被法令規章授權調查被保險公司或被保險個

人事務之機構。 

 

調查前準備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以下列事項為主要目的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甲.聘用法律顧問代表被保險人處理主管機關危機事件；或 

乙.製作報告(以及任何必須的補充報告)予政府機關，以回應主管機關危機事件。 

 
調查前準備費用並不包含任何被保險個人的薪資報酬或時間的成本，或被保險公司的一般營運費用或任何其他的

支出。 

 
訴訟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個人為與任何資產及人身自由程序有關之聲明及/或強制令提起之法律訴訟程

序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公關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個人聘用公關顧問以宣傳終局判決被保險個人對於賠償請求無過失、無責任或

無罪的結果，以減輕被保險個人名譽的負面影響或潛在負面影響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主管機關危機事件 

甲.於保險期間內初次發生之政府機關對被保險公司無預警搜索，或實地調查，而必須面對文件之製作、檢查、

複印、被沒收或被保險個人之訊問； 

乙.關於(甲)項的公開公告； 

丙.任何對於被保險個人疑似違反法律或主管機關命令而給予政府機關之書面報告書； 

丁.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收到政府機關強制被保險人準備文件、回覆問題或出席政府機關訊問之正式通知。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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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要保人定義附加條款 
 

99.08.13(99)美亞保精字第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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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要保人定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三十三項定義之要保人應

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三十三、要保人 

指保單首頁第一項所載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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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僱傭契約責任與僱傭相關福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適用有美加地區員工

之被保險公司 
 

100.03.30(100)美亞保精字第 0060 號函備查 

101.10.05(101)美亞保精字第 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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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10 依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 金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僱傭契約責任與僱傭相關福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適用有美加地區員工之被保險公司（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不為承保的給付，尚應增列下列除外不保事項： 

（三）不為承保

的給付 

 

辛、被保險人事實上或被指控根據任何明示之僱傭契約或協議所生之賠償責任；然

而，此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即使無該契約或協議之存在，仍應由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者。 

壬、根據任何應適用之法令或規範所應負擔有關勞工補償、喪失工作能力給付、資

遣或失業給付或補償、失業保險、退休給付、社會安全福利之義務或任何類似

之法律或規範者。 

癸、(i)應復職日至實際復職日前之補償、未來之損失、未來之損害或未來之經濟救

濟；且/或 

(ii)在賠償請求權人以其曾經於被保險人任職、復職、或重新開始就職之情況

下，而以受僱人之身份所請求之僱傭相關福利。 

子、被保險人因任何實際或被指控違反一九七四年的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公

平勞動基準法(但不包含薪資平等法)、國家勞工關係法、工人調整及再培訓通

知法案、綜合預算協調法、勞工安全與健康法律，或任何據上述規則或法規頒

布及其修正案或美國屬地或領土的任何聯邦、特區、州、領土或地方的普通

法、成文法或於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類似的法律或規定，所賦予的職責、義務

或責任所產生、或以之為基礎或原因之美國地區賠償請求。包含但不限於，任

何及所有違反上述法律或規定之美國地區賠償請求之全部或一部份因下列情事

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i) 被保險人拒絕或無法支付相對應的薪資或加班工資（或其他同等性質但不

同形式之支付等）予任何提供勞務或工時者（不包含其他侵權賠償金，除

了應復職日至實際復職日前之補償、未來之損失）； 

ii) 被保險人不當扣減應支付予任何受僱人或類似受僱人之薪資或給付； 

iii) 無法提供或執行依法應賦予的用膳或休息時間； 

然而，本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因報復所致之美國地區賠償請求。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僱傭相關福利 指下列任一福利之提供： 

甲、 非金錢之福利，包括但不限於公務車之派遣、旅遊津貼、行動或有線電話、醫

療保險費用之補助、教育訓練津貼、設備津貼。 

乙、 股票、股份、股票選擇權、股份選擇權或任何其他股權憑證可取得之津貼或權

利。 

丙、 參與任何股票、股份、股票選擇權、股份選擇權計畫或任何其他股權計畫之權

利。 

丁、 資遣費或解僱津貼支給。 

戊、 與有薪休假或無薪休假有關之福利、支給、或任何形式之津貼。 

己、 紅利、獎金(包含遞延報酬)，或任何獎勵，紅利計畫下所擁有的津貼或權利(但

不包含根據佣金結構所給付的獎金、津貼或權利)。 

庚、 根據任何公積金、福利金、養老金、退休金、退休基金或任何其它類似之福利

帳戶、基金、結構或計劃，擬於退休、特定年齡或於特定事件發生時即給付一

部或全部之福利，所提供之年金或捐獻。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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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 
 

100.03.30(100)美亞保精字第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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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抗辯及和解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七條第十二項

之抗辯及和解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二、抗辯及和解 被保險人有權利並有責任對任何賠償請求進行抗辯及爭論。本公司有權完全參與

涉及或合理預見將涉及本公司的抗辯或和解協商。被保險人應提供合理的協助，

並配合提供本公司要求提供的相關資訊。 

本公司同意在合理與必要的情況下，各被保險人為避免實質上的利益衝突得分別

聘請其法律代理人。 

倘若賠償請求是由被保險公司對被保險個人提出者，本公司並無義務或責任就該

賠償請求與任何其他被保險個人或被保險公司進行溝通。 

本公司有權利並有責任就下列對被保險個人提出的賠償請求(非美國地區賠償請

求)進行抗辯及爭論： 

甲. 由被保險公司或其代表人所提起者；或 

乙. 由被保險個人擔任外派董事或任職的外部機構、或該外部機構的代表人所

提起者。 

若本公司認為前款甲、乙二目之賠償請求有必要委託法律顧問處理，則被保險

個人應委託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的法律事務所以代替本公司進行抗辯及爭論

之權利與責任。 

非經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本公司不得對任一賠償請求逕行和解。若被保險人拒

絶同意本公司提出的和解建議，則本公司對此一賠償請求之損害賠償及／或抗辯

費用的賠償責任不超過該和解建議提出時之金額及抗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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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0.03.30(100)美亞保精字第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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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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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經確定的不法行為」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一）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 

經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或

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下列行為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甲. 不誠實、詐欺的作為或不作為；或 

乙. 被保險人不能合法受有的利益或收益； 

有關此除外不保事項的其他規定，請參閱第七條第二項「說明義務與可分性」之約定。 

 

第二條 一般事項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七條第十項「預付抗辯費用」及第十一項「抗辯費用及「經確定的不法行為」除外不保事項」，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預付抗辯費用 於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本公司應預付抗辯費用： 

甲. 本保險契約所約定的自負額已用盡； 

乙. 於本公司收到詳細記載的抗辯費用收據後三十日內且該收據需經本公司認

可。 

十一、抗辯費用及

「經司法判決

或被保險人承

認屬實的不法

行為」除外不

保事項 

除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緊急抗辯費用的保障」之約定外，被保

險人同意未經本公司事前的書面同意，不得任意支出任何抗辯費用。本公司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此抗辯費用的支出。對於未經本公司事前的書面同意所產

生的抗辯費用，本公司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若發生本保險契約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

不法行為」所約定之情事，即經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

判斷，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或被保險個人承認其

屬實的情形，本公司將停止支付抗辯費用。基此而言，被保險人就其個別取得的

利益，有責任分別返還本公司所有已支付的抗辯費用。若本保險契約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甲、乙目所述之行為經司法終局判決確定、仲裁判斷確定，或任何

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最終決定，本公司將要求被保險個人或被保險公司返還本公

司所有已支付的抗辯費用。  

 
若被保險人就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或任何其他

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提起上訴，被保險人應提供必要協助並配合提供本公司

要求之資料。一旦司法終局判決確定、仲裁判斷確定，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



 
的最終決定，推翻了先前司法一審判決（或任何相當之司法程序）、仲裁判斷，

或任何其他形式司法程序的司法決定所認定構成本保險契約第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經司法判決或被保險人承認屬實的不法行為」者，本公司對於被保險

人於該上訴程序中所支付的抗辯費用應付保險給付責任。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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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附加條款-與投保中心相關者 
 

100.03.30(100)美亞保精字第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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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附加條款-與投保中心相關者（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承保範圍第一項承保事項第二款被保險公司的保障之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責任應予

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1. 公司有價證券的賠償責任 

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 本公司對於因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

責任。 

本公司對於因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簡稱投保中心）

所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所提起的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

辯費用，本公司以任何前述請求之價值百分之【】為限,負保險給付責任，最

高並以保單首頁第四項所載金額為上限。 

本公司對於因投保中心所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所提起的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

求所致的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在合力保險的額度內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合力保險 指因投保中心所提起或代表投保中心所提起的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所致的

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之金額百分之【】，而應由被保險公司所負擔者。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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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違反反托拉斯法令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0.11.09(100)美亞保精字第 0370 號函備查 

102.01.0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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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違反反托拉斯法令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應增訂

下列之約定： 

 
反托拉斯 基於下列事項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牽涉其中者: 

任何關於反托拉斯(antitrust)相關法令、交易限制(restraint of trade)、或不公平之競爭

行為或程序(unfair competition action or proceedings)，包含但不限於該賠償請求係由

被保險公司或其股東因遭受損害而對被保險人提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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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刪除不當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 
 

101.10.05(101)美亞保精字第0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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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刪除不當僱傭行為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排除不當僱傭行為責任之適

用，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2 目「不當僱傭行為責任」及所有於主保險契約所

提及有關不當僱傭行為及不當僱傭行為賠償請求之約定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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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從屬公司定義(列名承保)附加條款 
 

101.10.05(101)美亞保精字第0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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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變更從屬公司定義（列名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

第四條第四十六項定義之從屬公司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四十六、從屬公司指【】。 

茲經雙方約定，因加保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新取得及賣出從屬公司的保障」

應予刪除，且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列之約定： 

 

從屬公司之前行為 

由任何從屬公司或從屬公司之代表於【】前所提起；或由任何從屬公司之董事、外派董事、受僱人於

【】前所提起或代表其提起之賠償請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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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美國證券交易法之例外適用附加條款 
 

101.11.09(101)美亞保精字第 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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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美國證券交易法之例外適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第（九）

款「美國證券交易法」除外不保事項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美國證券交易法 

因任何實際或被指控違反美國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 and Securities Act of 1934 (USA))或任何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A))所頒布的規則或法令，及任何於美國或加拿大或其屬

地或領土、任何聯邦、特區、州、領土、地方與有價證券有關的法令、規則或暫行法令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

因者。 

 
但此除外不保事項不適用於【XX 公司】於【日期】發行之【有價證券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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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經濟制裁除外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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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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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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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保險金額不累積附加條款(適用共保公司) 
 

103.10.31(103)美亞保字第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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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

契約），因加保保險金額不累積附加條款(適用共保公司)（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

約所承保之賠償請求，如亦由本公司或其他本公司集團成員所簽發之其他保險契約所承保者（縱該保

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已用盡或有約定自負額的適用，亦同），則本公司對於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所負之

保險給付責任，以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減去前述其他成員提供的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之差額為限。 
 

但若上述其他成員所簽發之保險契約亦有類似約定，則不適用前項約定，而應適用下列規定： 

一、 本公司對於損害賠償及抗辯費用所負之保險給付責任，以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對前述其他保險契約的總

保險金額之比例為限；且 

二、 以所有保險契約中所列保險金額最高者為所有保險契約應負保險給付責任之上限。 

 

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事項，非為增加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在任何情況下，主保險契約之保險金額均係主保險

契約下，本公司應負保險給付責任之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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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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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變更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除外任何連續

承保日前之繫屬中或前訴訟 
 

103.12.30(103)美亞保字第 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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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變更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除外任何連續承保日前之繫屬中或前訴訟（以下簡

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已知悉的賠償請求及危險情事」除外不保事項應

予刪除，雙方並同意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已知悉的賠償請求

及危險情事 

基於下列事項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甲. 已被通知或本應已通知的賠償請求中所指控或包含的事實；或本保險契約若

是續保或取代其他保險契約者，已被通知或本應已通知於前保單的危險情

事；或 

乙. 被保險人在連續承保日即已知悉任何繫屬中或先前的民事、刑事、行政訴訟

或監管程序、調查、仲裁或判決，或宣稱或指稱與前述程序相同或本質上相

同的事實。 

 

此除外不保事項之約定不適用於附加條款「保單續約保障附加條款(新版)」所延伸承保的任何賠償請求。 

 
第二條 用詞定義 

基於此附加條款之目的，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用詞定義」應增訂下列用詞定義： 

 

連續承保日 指保單首頁第十一項所載之日期。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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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擴大承保重大過失致人於死的抗辯費用附加條款 
 

106.09.08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60000098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擴大承保事項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因加保擴大承保重大過失致人於死的抗辯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

險契約條款第二條第二項擴大承保事項第(五)款之「董事於勞工安全與健康賠償請求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

列約定代之： 

 
（五）董事於勞工安全與健康賠償請求的保障 

 

勞工安全與
健康相關之
抗辯費用 

本公司對於因勞工安全與健康賠償請求所致的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重大過失致
人於死的抗
辯費用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個人因被指稱有重大過失違反職責導致工作場所人員死亡所致的
抗辯費用負保險給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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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專業責任除外不保(不含以被保險個人疏於監督為由所提起的賠償請

求)附加條款 
 

107.01.19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70000007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因加保專業責任除外不保（不含以被保險個人疏於監督為由所提起的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第（五）款「專業責任(不含股東以疏於監督為由所提起者)」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五）專業責任 

在提供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或怠於履行專業服務時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以及與前述事項有關的任何作

為或不作為、錯誤或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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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的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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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 

-洗錢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承保股東訴訟) 
 

107.06.29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70000092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董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尊榮防護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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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除外不保事項」第一項

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洗錢行為 

因任何洗錢行為所產生或以其為基礎或原因者。 

此除外不保事項的約定不適用於董事被指稱有不當管理行為而由股東直接或衍生地提起賠償請求。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洗錢行為 

指實際、意圖或被指稱從事、幫助、教唆、商議、媒介或煽動任何違反下列法令或規範之行為：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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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於發生於英國而違反

2002 年犯罪所得法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第 29 章第 7 節以下所規定之行為，或發生於美國而違

反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類第 1 篇勒索犯罪集團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sation Act) 第

96 章第 1961 條定義以下所規定之行為。 

 
乙、 任何執行或為執行歐洲議會指令 (European Council Directive) 91/308/EEC 《關於防止利用金融系統洗錢

》而制訂之法令（包含 2000 年英國恐怖主義法(United Kingdom Terrorism Act 2000) 第 11 章第 3 節以下

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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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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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 

網址：www.aig.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免費申訴電話：0809-090570 

 

美國國際產物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 
(財產保險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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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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