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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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97.03.31(97)邦保商企字第0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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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保

共用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及本公司所簽發

保險契約號碼：〔〕之所有承保範圍內，對全部被保險人因遭受賠償請求所致之全部損失，

本公司應負保險給付責任之全部累積保險金額為[ ]元整。 

 

雙方並同意，本附加條款不應解釋為主保險契約保單首頁所載保險金額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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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追溯日附加條款 
 

97.03.31(97)邦保商企字第 0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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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投保之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保

追溯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契約條款所約定之事項外，

本公司對發生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前（含當日）之不當行為所致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

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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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刪除智慧財產權承保事項附加

條款 
 

98.08.05(98)邦保商企字第 0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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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刪除智慧財產權承保事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承

保範圍一、承保事項 2.智慧財產權及所有於主保險契約所提及有關本承保事項之約定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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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間接、經濟上或附帶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8.05(98)邦保商企字第 0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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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間接、經濟上或附帶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

險契約條款第四條增列第十六款如下： 

 

十六、間接、經濟上或附帶損失 

賠償請求之發生係肇因或基於間接、經濟上或附帶損失。本除外不保事項僅於被保險人依

法得將前述損失除外，卻未於合約上將該損失予以除外時，有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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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政府機關有關之賠償請求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9.14(98)邦保商企字第 0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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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加

保政府機關有關之賠償請求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除主保

險契約條款約定之事項外，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由所產生或與其相關之賠償請求，本公司

不負保險金給付之責： 

任何為政府機關、機構、組織或上述單位之代表所執行之工作；或由政府機關、機構、組

織或上述單位之代表或代理人所提起之賠償請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未約定事項，悉按主保險契約其他條款、除外事項及條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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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美國及加拿大地區賠償請求附加條款 
 

99.04.22(99)美亞保精字第 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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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美國及加拿大地區賠償請求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

「承保範圍」第一項「承保事項」應新增下列約定： 

 

對被保險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或訴訟，如係於美國或加拿大之領土或屬地提出者，於保險

期間內通知本公司之所有賠償請求所生之下列損失賠償、成本及費用，本公司之給付責任

以保單首頁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1) 損失賠償及提出賠償請求之人的成本及費用，及 

(2) 本公司所支出之其他成本及費用，或被保險人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所支出之其他成本及

費用。 

 

另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修正如本附加條款第二條。 

 

第二條 除外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第十四款「美加地區」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四、美加地區 

 

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或訴訟，如係於美國或加拿大之領土或屬地提出且賠償請求之發生

係肇因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與下列情形有關之損失： 

 

(1) 滲漏或任何形式的污染； 

(2)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1974 年職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含其後之修正)所規範之義務或責任； 

(3)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1933年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1934年證

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或其他相類似之聯邦法規、州法規之規

定或與其相關之普通法； 

(4)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類「欺詐影響和行賄受賄組織條例」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sation Act)第 1961節以下之規定(含其後

之修正及相關子法及行政命令或規則)； 

(5) 懲罰性及懲戒性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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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被保險人附加條

款 
 

99.04.22(99)美亞保精字第 0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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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擴大承保附加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

範圍第二項擴大承保事項應新增下列約定： 

 

附加被保險人在本附加條款第三條先決要件下所遭致的以下賠償請求： 

(一)因被保險人單獨之不當行為所產生之賠償請求，並且； 

(二)非因被保險人要求、協助、積極參與或介入而間接產生之賠償請求 

 

本公司負給付附加被保險人損失之義務。 

 

另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用詞定義、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及第七條一般事項各新增如本附加條

款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五條約定。 

 

第二條 用詞定義 

附加被保險人 

係指下列機構或自然人： 

﹝﹞ 

 

附加被保險人亦指上述﹝﹞之受僱人；此處附加被保險人並非為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用詞定

義第九款之被保險人‧ 

 

第三條 先決要件 

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擴大承保事項之先決要件如下： 

(一)不當行為僅限於在追溯日（含）以後第一次發生，而且是因被保險人執行專業服務的

過程中，或怠於執行專業服務時，致第三人受有損害；並且 

(二)第三人於保險期間內第一次對附加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且附加被保險人依本契約

所約定的通知方式並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本公司才有給付損失的義務。 

(三)任何對於附加被保險人所提出的賠償請求，本公司無代為抗辯的責任。但本公司擁有

決定或選擇的絕對權利，以決定是否予以接管並進行賠償請求的抗辯及和解。本公司

若行使接管的權利，應以書面通知附加被保險人；如本公司不為接管，則附加被保險

人應自己進行一切的抗辯。即使本公司選擇不行使上述接管的權利，本公司仍有權

（但無義務）全程參與任何抗辯或和解協商。本公司若經通知對被保險人不當行為之



 

賠償請求，即有權隨時對附加被保險人在保險金額的餘額內支付理賠金額。在此項理

賠金額支付後，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的理賠責任，包括相關抗辯

義務，即告終了。 

(四)附加被保險人應就其介入之相關賠償請求盡最大努力： 

 (1)對於本公司就賠償請求進行的抗辯，以及就補償與分擔金額提出的請求權主張，向

本公司提供一切合理必要的協助與配合； 

 (2)採取或贊成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3)提供本公司合理要求的資訊及協助，以便本公司得對損失進行調查，或藉以確定本

公司依本契約應負擔的給付責任。 

(五)就附加被保險人介入之相關賠償請求，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附加被保險人不得

承認或承擔任何責任、不得簽訂任何和解協議，亦不得逕行支出任何抗辯費用。只有

經過本公司以書面同意的和解、裁判及抗辯費用，以及因賠償請求所生的裁判（業依

本保險契約約定進行抗辯），才能被視為可受補償的損失；本公司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同意。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與下列賠償請求有關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附加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 、或附加被保險人自己

承認的犯罪、故意、不誠實或詐欺行為；在此情形下，若本公司就與該賠償請求有關

的損失已為給付，附加被保險人應予退還。倘該附加被保險人未履行其應為退還的義

務，要保人應代為退還予本公司。 

(二)賠償請求之發生係因為或基於附加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蓄意的不履行合約或是違反

合約義務。 

 

第五條 一般事項 

主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並不會因新增附加被保險人而為任何形式之增加。本附加條款及一

切相關權利，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讓與或修改。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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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特別約定事項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100.12.12(100)美亞保精字第 0394號函備查 

102.01.04(100)美亞保精字第 0002號函備查 

102.03.04(102)美亞保精字第 0030號函備查 

105.09.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5.07.18金管保產字第 10502524121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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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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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同意除主保險單條款約定

之除外不保事項外，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由所產生或與其相關之賠償請求，本公司不負保

險金給付之責： 

 

特定事件：【】 

 

特定服務：【】 

 

特定活動：【】 

 

特定重大情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未約定事項，悉按主保險單其他條款、除外事項及條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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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擴大承保詐欺/不誠實行為附加

條款 
 

102.06.18(102)美亞保精字第 0101號函備查 

105.0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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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擴大承保詐欺/不誠實行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雙方同意主保險契約

第二條「承保範圍」第二項「擴大承保事項」增列(三)詐欺/不誠實行為如下： 

 

(三)詐欺/不誠實行為 被保險人因受僱人的詐欺/不誠實行為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

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但本公司對於

為詐欺/不誠實行為的受僱人，不負損失賠償的給付責任。 

本擴大承保事項的分項保險金額為【】。本擴大承保事項對於

每一賠償請求應適用的自負額為【】。 

 

另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用詞定義」及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分別修正如本附加條款第二

條及第三條。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用詞定義」增修下列定義，且僅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二十四、不當行為 

二十四、不當行為 指義務違反、侵害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及營業

秘密）、書面或言詞誹謗行為、或詐欺/不誠實行為。 

二十五、詐欺/不誠實

行為 

二十五、詐欺/不誠實行為 

指符合下列條件的受僱人 

的詐欺或不誠實行為： 

(1)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未曾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示寬恕；且 

(2)要保人或其從屬機構對該行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除外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條第九款「違法行為」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九、違法行為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經法院判決認定、或

被保險人自己承認的犯罪、故意、不誠實或詐欺行為；在此情

形下，若本公司就與該賠償請求有關的損失已為給付，被保險

人應予退還。倘該被保險人未履行其應為退還的義務，要保人

應代為退還予本公司。 



 

 

本除外不保事項於第二條「承保範圍」第二項擴大承保事項(三)詐欺/不誠實行為，不適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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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經濟分析和移轉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103.02.14(103)美亞保字第 0061號函備查 

104.05.15(104)美亞保字第 0160號函備查 

104.06.15(104)美亞保字第 0184號函備查 

105.0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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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經濟分析和移轉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條款第四

條「除外不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經濟分析和移轉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任何實際上或遭指控提供或無法提供

任何 

(i) 股票、債券、可轉讓票據之評價; 

(ii) 經濟分析、經濟或財務預測及模擬;或 

(iii) 可轉讓票據之電子移轉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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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金融交易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3.02.14(103)美亞保字第 0062號函備查 

104.05.15(104)美亞保字第 0161號函備查 

105.0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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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附加金融交易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不

保事項」應增訂下款之約定： 

金融交易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資金、金錢、有價證券或其他任何

可轉讓票據之移轉或移轉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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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變更承保事項「智慧財產權」附加條款 
 

103.04.11(103)美亞保字第 0116號函備查 

105.0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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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變更承保事項「智慧財產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

條第一項第 2款「智慧財產權」的保障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智慧財產權 

 

被保險人非因故意而侵害任何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

權）而受賠償請求，導致有損失賠償時，本公司應負有損失賠償的

給付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主保險契約第三條「用詞定義」第二十三項「營業秘密」及第二十四項「不當行為」應予
刪除，並新增下列定義，且僅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不當行為 

 

指義務違反、侵害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不包括專利權）或書面或

言詞誹謗行為。 

 

第三條 除外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第十項「專利權／營業秘密」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

定代之： 

 

專利權 賠償請求的發生，是因為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i) 違反

有關專利權的授權；或 (ii) 侵害或侵佔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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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際產物專業責任保險 

-美國及加拿大地區賠償請求附加條款(新版) 
 

107.10.22 美國國際保商字第 1070000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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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因

加保美國及加拿大地區賠償請求附加條款(新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

二條「承保範圍」第一項「承保事項」應新增下列約定： 

 

對被保險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或訴訟，如係於美國或加拿大之領土或屬地提出者，於保險

期間內通知本公司之所有賠償請求所生之下列損失賠償、成本及費用，本公司之給付責任

以保單首頁上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1) 損失賠償及提出賠償請求之人的成本及費用，及 

(2) 本公司所支出之其他成本及費用，或被保險人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所支出之其他成本及

費用。 

 

另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修正如本附加條款第二條。 

 

第二條 除外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四條「除外不保事項」第十四款「美加地區」應予刪除，並以下列約定代之： 

 

十四、美加地區 

 

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或訴訟，如係於美國或加拿大之領土或屬地提出且賠償請求之發生

係肇因或基於被保險人實際或遭指控與下列情形有關之損失： 

 

(1) 滲漏或任何形式的污染； 

(2)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1974 年職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含其後之修正)所規範之義務或責任； 

(3)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1933年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1934年證

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或其他相類似之聯邦法規、州法規之規

定或與其相關之普通法； 

(4)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類「欺詐影響和行賄受賄組織條例」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sation Act)第 1961節以下之規定(含其後

之修正及相關子法及行政命令或規則)； 

(5) 懲罰性及懲戒性損害賠償。 

(6) 智慧財產權侵害； 



 

(7)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1991 年電話消費者保護法」(Telephon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1991)及相關子法及行政命令或規則，或其他相類似之聯邦法規、州

法規、地方法規或外國法規之規定； 

(8)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消費者保護法」(Consumer Protection Law) 及相關子法及

行政命令或規則，或其他相類似之聯邦法規、州法規、地方法規或外國法規之規定； 

(9)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正當收債行為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s Act)、

「公平合理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及相關子法及行政命令或規則，

或其他相類似之聯邦法規、州法規、地方法規或外國法規之規定； 

(10) 任何實際或被主張違反美國「垃圾郵件控制法」(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

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ing Marketing (CAN-SPAM) Act) 及相關子法及行

政命令或規則，或其他相類似之聯邦法規、州法規、地方法規或外國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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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