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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更新日期::::110110110110....03030303....24242424    

5555、、、、各項保險商品各項保險商品各項保險商品各項保險商品((((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險險險險)))) 

5-1 商品名稱與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5-2  契約條款 5-3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5-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5-5  短期費率表 5-6  保費退費係數表 

5-7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5555----1 1 1 1 商品名稱與核准商品名稱與核准商品名稱與核准商品名稱與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5555----1111----1111 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    
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105.03.07 
105.03.07 產企字第 1050000454 號函備

查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97.08.22 97.8.22 產企字第 0970000785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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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104.08.04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7.02金管保產字第 10402523520 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104.09.04 104.09.04 產企字第 1040001990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 105.05.30 105.05.30 產企字第 1050001077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107.01.08 107.01.08 產精算字第 1070000063 號 
001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1 號備查 

002 加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2 號備查 

003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3 號備查 

004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4 號備查 

005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6 號備查 

005A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A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6 號備查 

006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7 號備查 

007 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8 號備查 

008 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09 號備查 

009 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0 號備查 

010 水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1 號備查 

012 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2 號備查 

013 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3 號備查 

021 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4 號備查 

02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5 號備查 

023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6 號備查 



 

第 3 頁，共 768 頁 

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024 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7 號備查 

025 共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8 號備查 

026 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19 號備查 

027 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0 號備查 

028 抽水設備特約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1 號備查 

0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2 號備查 

0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3 號備查 

031 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4 號備查 

032 施工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5 號備查 

034 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7 號備查 

035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8 號備查 

036 自負額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29 號備查 

100 機械安裝及試車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2 號備查 

101 隧道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3 號備查 

103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4 號備查 

104 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5 號備查 

105 加保現有鄰近工作物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6 號備查 

106 分段施工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7 號備查 

107 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8 號備查 

108 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39 號備查 

1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0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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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110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1 號備查 

111 邊坡（坡面）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2 號備查 

112 消防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3 號備查 

112A 裝修-裝潢消防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4 號備查 

1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4 號備查 

114 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6 號備查 

115 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7 號備查 

1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8 號備查 

117 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49 號備查 

118 水井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0 號備查 

119 加保被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1 號備查 

121 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2 號備查 

131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3 號備查 

1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4 號備查 

133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5 號備查 

134 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6 號備查 

135 臨時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6 號備查 

136 六級以下風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8 號備查 

137 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59 號備查 

138 植生工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0 號備查 

139 賠付部份植生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1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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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1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2 號備查 

141 疏濬即抽排水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3 號備查 

142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4 號備查 

143 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5 號備查 

1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6 號備查 

200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8 號備查 

201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69 號備查 

203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舊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0 號備查 

204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A)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1 號備查 

205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B)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2 號備查 

206A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4 號備查 

206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防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3 號備查 

207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5 號備查 

209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6 號備查 

217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7 號備查 

221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78 號備查 

300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0 號備查 

301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1 號備查 

302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2 號備查 

303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折舊率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3 號備查 

304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4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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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305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5 號備查 

306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6 號備查 

307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7 號備查 

308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8 號備查 

309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浦馬達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89 號備查 

310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0 號備查 

311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A)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1 號備查 

312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B)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2 號備查 

313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3 號備查 

401 鍋爐保險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5 號備查 

402 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6 號備查 

403 鍋爐保險鍋爐檢查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7 號備查 

404 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998 號備查 

501 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0 號備查 

502A 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1 號備查 

502B 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2 號備查 

511 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A)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3 號備查 

512 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B)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4 號備查 

513 機械保險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

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5 號備查 

514 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6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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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515 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7 號備查 

516 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8 號備查 

517 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09 號備查 

518 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0 號備查 

519 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1 號備查 

520 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2 號備查 

521 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3 號備查 

522 機械保險金屬線及纜線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4 號備查 

523 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5 號備查 

531 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6 號備查 

532 機械保險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7 號備查 

533 機械保險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8 號備查 

542 機械保險壓印板(platen press)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19 號備查 

543 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0 號備查 

544 機械保險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1 號備查 

545 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2 號備查 

590 機械保險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3 號備查 

60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5 號備查 

602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6 號備查 

603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7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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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8 號備查 

605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

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29 號備查 

606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0 號備查 

607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1 號備查 

60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及天災所致

者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2 號備查 

620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理賠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3 號備查 

62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4 號備查 

63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附加

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5 號備查 

632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絛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6 號備查 

633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7 號備查 

634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8 號備查 

635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39 號備查 

636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0 號備查 

637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

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1 號備查 

63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氣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2 號備查 

66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X 光軟片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3 號備查 

662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4 號備查 

663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5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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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6 號備查 

665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7 號備查 

69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1048 號備查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96.08.31 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84 號備查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6.08.31 96.0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1 號備查 

臺灣產物 A00 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1A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

附加條款(A)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1B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

附加條款(B)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3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4 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5 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6 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7 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8 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0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1 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2A 消防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2B 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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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A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4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5 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8 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21 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1A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1B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3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4 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5 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6 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7 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8 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39 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41 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42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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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A43 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A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0 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1 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3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4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5烴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6A 消防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6B 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7 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09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21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31A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31B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B42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0 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1 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3A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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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C03B 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4 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5 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6 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7 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8 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09 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

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10 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11 起重吊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12 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C13 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D01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D02 自負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D03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D04 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01 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02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02B 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1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2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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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E13 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

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 灣 產 物 E14 加 保 內燃機 及 氫冷發 電 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5 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6 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7 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8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19 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20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21 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22 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23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31 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32 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33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42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43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44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45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46 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E90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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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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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 F02 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03 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04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05 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06 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07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08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颱風、洪水、

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1 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2 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3 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4 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6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37 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61X 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62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64 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F91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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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 P01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3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4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5A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5B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6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7 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8 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09 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0 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2 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3 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4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5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8 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0 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1 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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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 P23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4 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5 共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6 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7 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8 抽水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31 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32 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35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36 自負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0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1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2A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97.08.22 97.8.22 產企字第 0970000785 號 

臺灣產物 P42B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3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4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5 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6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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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P47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8 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49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50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51網際網路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52 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53 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54 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P55 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Y2K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11.03 97.11.03 產企字第 0970001014 號 

臺灣產物 030A 受益人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2 號 

臺灣產物 040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甲式) 97.09.03 97.09.03 產企字第 0970000779 號 

臺灣產物 040A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乙式) 97.08.26 97.08.26 產企字第 0970000788 號 

臺灣產物 040B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丙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0C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丁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1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97.09.03 97.09.03 產企字第 0970000779 號 

臺灣產物 041A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乙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3 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3A 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乙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4 號 

臺灣產物 046 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6A 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乙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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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7A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8 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49七十二小時單一事故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51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51A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乙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133A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97.03.05 97.03.05 產企字第 097000020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133B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97.11.19 97.11.19 產企字第 097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23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97.12.03 97.12.03 產企字第 097000110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P15A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7.12.11 97.12.11 產企字第 097000114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P23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97.12.11 97.12.11 產企字第 097000114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P49A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97.12.11 97.12.11 產企字第 097000114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P55A 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97.12.11 97.12.11 產企字第 097000114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040D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戊式) 98.01.06 98.01.06 產企字第 098000000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98.01.21 98.01.21 產企字第 0980000092 號 

臺灣產物 040E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己式) 98.02.13 98.02.13 產企字第 0980000144 號 

臺灣產物 B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98.02.25 98.02.25 產企字第 0980000184 號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98.01.21 98.01.21 產企字第 0980000092 號 

臺灣產物 P01A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98.02.25 98.02.25 產企字第 0980000184 號 

臺灣產物 A34A 橋樑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98.03.09 98.03.09 產企字第 09800002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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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40F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庚式) 98.04.08 98.04.08 產企字第 0980000484 號 

臺灣產物 053 加保舊機器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98.04.08 98.04.08 產企字第 0980000484 號 

臺灣產物 054 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8.04.08 98.04.08 產企字第 0980000484 號 

臺灣產物 055 保險金額自動異動附加條款(甲式) 98.04.22 98.04.22 產企字第 0980000534 號 

臺灣產物 056 保險金額約定基礎附加條款(甲式) 98.04.22 98.04.22 產企字第 0980000534 號 

臺灣產物 P04A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98.05.04 98.05.04 產企字第 0980000623 號 

臺灣產物 A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98.05.15 98.05.15 產企字第 0980000695 號 

臺灣產物 B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98.05.15 98.05.15 產企字第 0980000695 號 

臺灣產物 041B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丙式) 98.06.19 98.06.19 產企字第 0980000893 號 

臺灣產物 058 台船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98.06.30 98.06.30 產企字第 0980000930 號 

臺灣產物 A42A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甲式) 98.07.02 98.07.02 產企字第 0980000948 號 

臺灣產物 C1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98.07.08 98.07.08 產企字第 0980000972 號 

臺灣產物 131A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甲式) 98.08.18 98.08.18 產企字第 0980001131 號 

臺灣產物 131B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乙式) 98.09.04 98.09.04 產企字第 0980001196 號 

臺灣產物 059 施工處所附加條款 98.09.14 98.09.14 產企字第 0980001242 號 

臺灣產物 061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98.10.19 98.10.19 產企字第 0980001384 號 

臺灣產物 F09 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98.10.19 98.10.19 產企字第 0980001386 號 

臺灣產物 314 起重吊桿附加條款(C) 98.11.23 98.11.23 產企字第 0980001482 號 

臺灣產物 022A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甲式) 98.12.23 98.12.23 產企字第 0980001577 號 

臺灣產物 062 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甲式) 98.12.09 98.12.09 產企字第 0980001530 號 

臺灣產物 063 加保鄰近工程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98.12.29 98.12.29 產企字第 09800016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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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64 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 98.12.28 98.12.28 產企字第 0980001611 號 

臺灣產物 315 機具損失賠償限額附加條款(甲式) 98.12.23 98.12.23 產企字第 0980001578 號 

臺灣產物 316 起重吊桿附加條款(D) 98.12.24 98.12.24 產企字第 0980001590 號 

臺灣產物 034A 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甲式) 99.02.01 99.02.01 產企字第 0990000176 號 

臺灣產物 F10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99.03.19 99.03.19 產企字第 0990000431 號 

臺灣產物 A44A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99.04.21 99.04.21 產企字第 099000620 號 

臺灣產物 067 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甲式) 99.04.21 99.04.21 產企字第 099000062 號 

臺灣產物 A42B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99.04.21 99.04.21 產企字第 0990000619 號 

臺灣產物 066 高雄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99.04.07 99.04.07 產企字第 0990000524 號 

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99.04.07 99.04.07 產企字第 0990000525 號 

臺灣產物 061A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99.05.04 99.05.04 產企字第 0990000692 號 

臺灣產物 068 林務局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99.05.20 99.05.20 產企字第 0990000772 號 

臺灣產物 P03A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99.06.07 99.06.07 產企字第 0990000854 號 

臺灣產物 P03B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99.06.07 99.06.07 產企字第 0990000857 號 

臺灣產物 041C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丁式) 99.06.17 99.06.17 產企字第 0990000925 號 

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99.06.17 99.06.17 產企字第 0990000926 號 

臺灣產物 064A 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甲式) 99.08.11 99.08.11 產企字第 0990001249 號 

臺灣產物 P01B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乙式) 99.08.04 99.08.04 產企字第 0990001206 號 

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99.09.08 99.09.08 產企字第 0990001395 號 

臺灣產物 070 保險責任起迄附加條款(甲式) 99.09.14 99.09.14 產企字第 0990001424 號 

臺灣產物 043B 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丙式) 99.09.24 99.09.24 產企字第 0990001505 號 

臺灣產物 071 其他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99.11.24 99.11.24 產企字第 0990001840 號 

臺灣產物 072 財產損失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100.01.07 100.01.07 產企字第 10000000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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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40G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辛式) 100.01.07 100.01.07 產企字第 1000000043 號 

臺灣產物 073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100.02.14 100.02.14 產企字第 1000000245 號 

臺灣產物 A16A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100.02.09 100.02.09 產企字第 1000000209 號 

臺灣產物 B16A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100.02.09 100.02.09 產企字第 1000000210 號 

臺灣產物 074 保險期間展延附加條款(甲式) 100.04.11 100.04.11 產企字第 1000000538 號 

臺灣產物 071A其他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100.04.22 100.04.22 產企字第 1000000611 號 

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 100.06.13 100.06.13 產企字第 1000000954 號 

臺灣產物 B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100.08.03 100.08.03 產企字第 1000001257 號 

臺灣產物 B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0.09.22 100.09.22 產企字第 1000001528 號 

臺灣產物 B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100.09.22 100.09.22 產企字第 1000001529 號 

臺灣產物 076新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101.02.29 101.2.29 產企字第 1010000322 號 

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 101.02.29 101.2.29 產企字第 1010000323 號 

臺灣產物 073A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101.03.15 101.03.15 產企字第 1010000421 號 

臺灣產物 P34A Escalation Clause 101.06.29 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50 號 

臺灣產物 P13A Off-Site Storage Clause 101.06.29 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51 號 

臺灣產物 P49B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101.06.29 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52 號 

臺灣產物 P06A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101.06.29 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53 號 

臺灣產物 002A Cross Liability Clause 101.06.29 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54 號 

臺灣產物 P04B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101.06.29 101.06.29 產企字第 1010001055 號 

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F) 102.02.05 102.02.05 產企字第 1020000280 號 

臺灣產物 133C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102.02.18 102.02.18 產企字第 1020000331 號 

臺灣產物 040H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102.09.11 102.09.11 產企字第 1020001740 號 

臺灣產物 317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102.10.03 102.10.03 產企字第 102000184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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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70A 保險責任開始與終止附加條款 102.10.11 102.10.11 產企字第 1020001894 號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福衛七號衛星整測保險） 104.02.13 104.02.13 產企字第 104000037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104.04.08 104.04.08 產企字第 104000078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104.11.26 104.11.26 產企字第 1040002618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4.11.26 104.11.26 產企字第 104000261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 105.01.15 105.01.15 產企字第 105000013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 105.02.26 105.02.26 產企字第 1050000396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050A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105.10.27 105.10.27 產精算字第 1050002080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F10A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105.10.27 105.10.27 產精算字第 1050002077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F11 加保錯誤、遺漏與敘述錯誤附加條款 105.10.27 105.10.27 產精算字第 1050002078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F12 加保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105.10.27 105.10.27 產精算字第 105000207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105.12.08 105.12.08 產精算字第 105000238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065 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 105.12.08 105.12.08 產精算字第 105000238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080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6.12.13 106.12.13 產精算字第 1060002641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 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3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1 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2 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3 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6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4 地震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7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8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7 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1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8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20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21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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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0 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2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1 擴大顧客範圍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23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2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 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

造（石造）建築附加條款 
107.01.12 107.01.12 產精算字第 107000012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 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3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 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A 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 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附加

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6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7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9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8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5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1A 1000KW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

附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60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 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

組檢修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61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3 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6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4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63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 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 107.01.25 107.01.25 產精算字第 107000026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66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P17 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67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P19 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68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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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 JP25 共保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6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70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71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73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74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64A 輸配電線路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107.10.26 107.10.26 產精算字第 107000257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107.12.28 107.12.28 產精算字第 1070003249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F66暫時遷(外)移附加條款 108.02.25 108.02.25 產精算字第 1080000491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F3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 108.07.08 108.07.08 產精算字第 1080001738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SUE1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 109.06.12 109.06.12 產精算字第 1090001431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AC02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109.06.12 109.06.12 產精算字第 1090001432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M01 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109.06.12 109.06.12 產精算字第 1090001435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M02 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109.06.12 109.06.12 產精算字第 1090001437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M03 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109.06.12 109.06.12 產精算字第 1090001436 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 045H經濟部水利署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壬式) 109.12.30 109.12.30 產精算字第 1090003101 號函備查 TFMI Comprehensive Machinery Insuranc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2 號函備查 
TFMI JP56A Strike,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3 號函備查 
TFMI JP57A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4 號函備查 
TFMI JP58A Automatic Reinstatement of Sum Insured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5 號函備查 TFMI JP59A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6 號函備查 TFMI JP60A Inland Transit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7 號函備查 TFMI JP61A Offsite Storage(A)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8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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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TFMI JP62A Plans and Document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0999 號函備查 TFMI JP63A Reinstatement/Replacement Valu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0 號函備查 TFMI JP64A Temporary Repair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1 號函備查 TFMI JP65A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2 號函備查 TFMI JP66A Other interest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3 號函備查 TFMI JP67A Earthquak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4 號函備查 TFMI JP68A Customers’ Extension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5 號函備查 TFMI JP69A Prevention of Acces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6 號函備查 TFMI JP70A  TFMI Reinsurance Proceeds Agreement(Cut Through)(The "Agreement")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7 號函備查 TFMI JP71A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8 號函備查 TFMI JP72A Breach of Condition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09 號函備查 TFMI JP73A Cancellation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0 號函備查 TFMI JP74A Change in Risk / Errors & Omission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1 號函備查 TFMI JP75A Claims Preparation Cost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2 號函備查 TFMI JP76A 72 Hours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3 號函備查 TFMI JP77A Payment On Account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4 號函備查 TFMI JP78A Nominated Loss Adjuster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5 號函備查 TFMI JP79A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6 號函備查 TFMI JP80A Waiver of Subrogation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7 號函備查 TFMI JP81A Loss Payee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8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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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TFMI JP82A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19 號函備查 TFMI JP83A Business Interruption for Solar PV Project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0 號函備查 TFMI JP84A Architects, Surveyors & Professional Engineers Fee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1 號函備查 TFMI JP85A Escalation Clause(A)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2 號函備查 TFMI JP86A Fire Fighting Expense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3 號函備查 TFMI JP87A Co-Insurance Clau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4 號函備查 TFMI JP88A Capital Addition Clause -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on value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5 號函備查 TFMI JP89A Expediting Expense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6 號函備查 TFMI JP90A Removal of Debris 108.04.24 108.04.24 產精算字第 1080001027 號函備查 
 5555----1111----2222 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    

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94.7.6 94.7.6 產企字第 09400416 號備查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94.7.6 94.7.6 產企字第 09400415 號備查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94.7.6 94.7.6 產企字第 09400414 號備查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4 號備查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5 號備查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6 號備查 

臺灣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7 號備查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8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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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核備或備

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查日期    

核准核准核准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核備或備查文號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96.8.31 96.8.31 產企字第 0960000899 號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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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2 2 2 2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 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第一條  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工程在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置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之施工機具設備或為進行修復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經約定承保者，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施工處所或毗鄰地區，於保險期間內，因營建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責任，其受請求者為定作人時，本公司對定作人仍負賠償之責。但定作人應受本保險單條款之拘束。 被保險人因第一項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與超過金額之比例分攤。 第三條  保險責任之開始與終止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於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責任，自其進駐施工處所並安裝完成試驗合格後開始，至運離施工處所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之保險金額應為完成該工程所需之總工程費包括工程材料、組件、施工費用、運費、稅捐及管理費等，並應包含臨時工程之工程費及定作人提供之工程材料費。但經特別約定者不在此限。上述總工程費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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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司調整保險金額。總工程費依工程承攬契約或工程計劃得細分計算者，其保險金額應依個別明細項目分別適用。 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金額應為其新品重置價格。 第五條  部分損失之賠償方式 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對以後承保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之餘額為限。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金額。 第六條  自負額 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 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第二章  不保事項 第七條  共同不保事項 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二條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各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 、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第八條  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逾期罰款、罰金以及延滯完工、撤銷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二)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但因上述原因導致承保工程其他無缺陷部分之意外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四)保險標的之腐蝕、氧化、銹垢、變質或其他自然耗損。 

(五)文稿、證件、圖說、帳冊、憑證、貨幣及各種有價證券之毀損或滅失。 

(六)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七)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保險標的之失落或短少。 

(八)家具、衣李、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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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九)下列財物之毀損或滅失: 

1.各型船隻、航空器。 

2.領有公路行車執照車輛之毀損或滅失。但在施工處所用作施工機具，經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十)施工機具設備之機械、電子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之損失。 第九條  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二條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之體傷、死亡或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施工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所有、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施工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四)因所有、管理或使用下列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1.各型船隻、航空器、及其裝載之財物。 

2.領有公路行車執照之車輛及其裝載之財物。但車輛經約定投保施工機具並載明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五)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及其有關設施所致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施工前已取得上述設施位置圖及有關資料，並於施工中已盡相當注意者，為修理或置換受損設施所需費用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理賠事項 第十條  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獲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保留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但於承保範圍內，經被保險人合理期間內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者不在此限。 

(七)於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之影本送交本公司。 被保險人不依前項第(一)、(二)款約定辦理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賠償限額 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復或置換等方式，依下列約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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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予以賠償。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不能修復者或雖可修復但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其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二)倘施工機具設備之損耗費、使用費或租金等已包含於總工程費中，本公司依受損承保工程所需分攤該項金額賠付之；施工機具未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而為第一條第二項之保險標的者，不論其費用是否載明於工程承攬契約或工程計劃中，本公司對該施工機具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合理費用由本公司視實際情況補償之。但補償金額與損失金額合計超過受損部分保險金額時，以保險金額為限。承保項目達二項(含)以上時，應逐項適用; 每一次事故訂有賠償限額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合計不超過該限額。 

(四)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五)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六)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分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七)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八)受損標的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二條 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之限額 依據第二條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約定，應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最高限額。 遇有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責任發生，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就民事部分以被保險人名義代為抗辯或進行和解，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對該費用依保險金額與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第十三條 代位求償權 對保險事故之發生若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不得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拋棄追償權。本公司於賠付後得依法向該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償權 ,被保險人應提供一切資料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四條 複保險或其他保險之分攤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時，本公司僅以保險金額為準負比例賠償之責。 第十五條 不足額保險之分攤 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標的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第四條約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十六條 仲裁 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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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十七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 承保工程 工程承攬契約或工程計劃所載明施作之永久性結構物、工作物、工作或臨時工程。 

(二) 施工處所 承保工程所座落之地點。 

(三) 施工機具設備 工程施工所使用之機械、設備、器具、支撐物、模型及其附屬配件。 

(四) 拆除清理費用 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需進行修理或置換時，為拆除運棄毀損殘餘物、外來物或未受損承保工程所發生之費用。 

(五) 驗收 承保工程之全部或一部分業經完成，並經定作人或其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但非指工程契約約定之養護(保固)期間、保證期間、試營運期間或瑕疵修補期限屆滿後之最終驗收。 

(六) 臨時工程 為建造或安裝永久性結構物、工作物或工作所使用之輔助性工程，並得於該永久性工程部分或全部完成後廢棄、拆除或移作他用者。 

(七) 新品重置價格 在意外事故發生之時、地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設備所需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並應包含機具設備之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八) 天災 係指颱風、暴風、洪水、漲水、雨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浪潮、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 

(九) 實際價值 新品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第十八條 損害防阻義務 被保險人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依照工程設計、規範及有關規定事項施工，並採取一切合理必要之安全措施防範意外事故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十九條 保險標的之查勘權 本公司得派員勘查施工處所，並調查保險標的及其有關之一切文件資料及圖說。 第二十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內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或終止保險契約。 第二十一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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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扣除已到期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為本保險實際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 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由本公司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第二十二條  保險契約之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第一條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安裝工程在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置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承保工程所需之施工機具設備或為進行修復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經約定承保者，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施工處所或毗鄰地區，於保險期間內，因安裝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責任，其受請求者為定作人時，本公司對定作人仍負賠償之責。但定作人應受本保險契約條款之拘束。 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及被保險人依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其定義如下: 

(一)安裝工程 工程承攬契約或工程計劃所載明施作之永久性結構物、工作物、工作或臨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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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二)施工處所 承保工程所坐落之地點。 

(三)施工機具設備 工程施工所使用之機械、設備、器具、支撐物、模型及其附屬配件。 

(四)拆除清理費用 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需進行修理或置換時，為拆除運棄毀損殘餘物、外來物或未受損承保工程所發生之費用。 

(五)驗收 承保工程之全部或一部分業經完成，並經定作人或其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但非指工程契約約定之養護(保固)期間、保證期間、試營運期間或瑕疵修補期限屆滿後之最終驗收。 

(六)臨時工程 為建造或安裝永久性結構物、工作物或工作所使用之輔助性工程，並得於該永久性工程部分或全部完成後廢棄、拆除或移作他用者。 

(七)新品重置價格 在意外事故發生之時、地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設備所需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並應包含機具設備之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八)天災 係指颱風、暴風、洪水、漲水、雨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浪潮、土崩、岩崩、地陷等天然災變。 

(九)實際價值 新品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第四條 保險責任之開始與終止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驗收或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概以三十天為限，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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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保險標的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本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其進駐施工處所並安裝完成試驗合格後開始，至運離施工處所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 第五條  保險金額  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之保險金額應為完成該工程所需之總工程費，包括工程材料、組件、施工費用、運費、稅捐、管理費及其他費用等，並應包含臨時工程之工程費及定作人提供之工程材料費。上述總工程費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整保險金額。總工程費依工程承攬契約或工程計劃得細分計算者，其保險金額應依個別明細項目分別適用。 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金額除經另行約定者外，應為其新品重置價格。 第六條 部分損失之賠償方式 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對以後承保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之餘額為限，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金額。 第七條 自負額 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 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第二章  不保事項 第八條 共同不保事項 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二條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各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 、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占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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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第九條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喪失品質保證或瑕疵擔保、違約金、逾期罰款、罰金以及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二)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保險標的之腐蝕、氧化、銹垢、變質或其他自然耗損。 

(五)文稿、證件、圖說、帳冊、憑證、貨幣及各種有價證券之毀損或滅失。 

(六)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七)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保險標的之失落或短少。 

(八)家具、衣李、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之毀損或滅失。 

(九)下列財物之毀損或滅失： 

1.船隻、航空器。 

2.領有公路行車執照車輛。但在施工處所用作施工機具設備，經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十)施工機具設備之機械、電子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之損失。 第十條  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特別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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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之體傷、死亡或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安裝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所有、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安裝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四)因所有、管理或使用下列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1.各型船隻、航空器及其裝載之財物。 

2.領有公路行車執照之車輛及其裝載之財物。但車輛經約定投保施工機具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五)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及其有關設施所致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施工前已取得上述設施位置圖及有關資料，並於施工中已盡相當注意者，為修理或置換受損設施所需費用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理賠事項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獲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保留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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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但於承保範圍內，經被保險人合理期間內通知，而本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遲延參與者，不在此限。 

(七)於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之影本送交本公司。 被保險人不依前項第(一)、(二)款約定辦理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賠償限額 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復或置換等方式，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不能修復者或雖可修復但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其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二)倘施工機具設備之損耗費、使用費或租金等已包含於總工程費中，本公司依受損承保工程所需分攤該項金額賠付之；施工機具設備未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而為第一條第二項之保險標的者，不論其費用是否載明於工程承攬契約或工程計劃中，本公司對其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四)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五)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分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六)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七)受損標的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限額 依據第二條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約定，應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時，悉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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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遇有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責任發生，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就民事部分以被保險人名義，代為抗辯或進行和解，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及被保險人依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第十四條 代位求償權 對保險事故之發生若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不得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拋棄追償權。本公司於賠付後得依法向該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償權，被保險人應提供一切資料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五條 複保險或其他保險之分攤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本公司僅以保險金額為準負比例賠償之責。 第十六條 不足額保險之分攤 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標的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第五條約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十七條 仲裁 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應賠償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第十八條 損害防阻義務 被保險人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依照工程設計、規範及有關規定事項施工，並採取一切合理必要之安全措施，保護承保工程，防範意外事故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十九條 保險標的之查勘權 本公司得派員勘查施工處所，並調查保險標的及其有關之一切文件資料及圖說，對因而知悉之被保險人業務上秘密，本公司負保密責任。 第二十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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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或終止保險契約。 第二十一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 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扣除已到期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為本保險實際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 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由本公司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人之告知義務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保險標的因本保險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於正常操作中發生爆炸或壓潰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二、保險標的因第一條所載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或死亡、或第三人之財物受有毀損或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三、定義： 

(一) 鍋爐：鍋爐係指任何可供燃燒之密閉容器或兼指容器連帶管線系統產生壓力蒸氣者。本保險承保之鍋爐包括配件、固定過熱器及節熱器。但蒸氣或給水管線或分開之節熱器除外。 

(二) 容器：容器係指任何非供燃燒之密閉容器，具有蒸氣或空氣壓力者。 

(三) 爆炸：爆炸係指鍋爐、容器及配件因受內部蒸氣或液體壓力所致形體之突然與劇烈改變、外表破裂、內部散出。前項爆炸包括鍋爐因爐膛或煙道氣體之突然與意外燃燒壓力所致之毀損。 

(四) 壓潰：壓潰係指鍋爐或容器及配件因受外部蒸氣或液體壓力所致形體之突然與危險彎曲變形，不論外表有無破裂。但任何原因所致之緩慢變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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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煙道氣體爆炸：按照前述「爆炸」之定義，本保險對保險標的因爐膛或煙道氣體燃燒爆炸直接所致之毀損（因火災所致者除外）負賠償責任。 第二章  不保項目 四、本保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直接或間接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得經特別約定承保之。 

(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核子反應、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違法行為。 五、本保險第一章第一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 凡保險標的因滲漏、腐蝕、或燃料作用致物料磨損或耗損，零件起槽或破裂、自然耗損、裂痕、起泡、疊層及裂隙等瑕疵，蒸氣或給水管接頭之破裂或衰退，管件受熱膨出及變形，鑄鐵製造部份開裂。但上述瑕疵，破裂或衰退、膨出及變形因爆炸或壓潰所致者除外。 

(二) 鍋爐、過熱器及節熱器內個別管件之衰退，但爆炸或壓潰所致者除外。 

(三) 因工作停止所致之損失。 

(四) 因任何試驗所致之毀損，但試驗壓力未超過檢查單位所准許之最高壓力者除外。 

(五) 直接或間接因火災、閃電、雷擊、拋擲或墜落物、偷竊、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土地坍塌陷落及其他自然災變所致之毀損。 

(六) 本保險契約簽訂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知保險標的已發生本保險約定危險事故之毀損者。 六、本保險第一章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 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因爆炸或壓潰所致之體傷或死亡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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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保險人自有、代人保管或管理之財物因爆炸或壓潰引起之火災，或任何原因所致之毀損，但得經特別約定承保之。 

(三)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第三章  一般事項 七、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契約所載及簽批之條款及任何約定，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八、保險標的遇有任何變更或危險程度增加，或使用燃料變更，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解除契約或調整保險費。危險程度增加不由於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者，被保險人亦應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被保險人不為前述通知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即行停止。 九、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使保險標的保持有效使用狀況，並保證不使任何部份過量負荷，被保險人應遵守政府及檢查單位所頒一切有關操作保險標的之法令規章。 十、本公司得隨時派員查勘保險標的，並調閱一切有關文件資料及圖說，本公司應將查勘報告副本送被保險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有代為守密之義務。 十一、倘遇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立即以電話或電報通知本公司，並應於七日內將詳情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財物及現場，隨時接受本公司之查勘。 

(四)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金。 

(五)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受之法院令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立即送交本公司。 

(六) 協助本公司並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十二、保險標的遇有本保險條款第一章第一條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該項保險標的之保險金額為限，並依下列為準： 

(一) 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至損失發生當時之狀況所需之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二) 全損者：以保險標的在損失發生當時之實際價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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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上述第(一)款之修復費用超過其實際價格時，以全損論並依第(二)款之規定辦理。 本條所稱修復保險標的至其損失發生當時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指與原狀絲毫無異。被保險人自行修理所發生之任何費用，非經事先書面約定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三、本保險單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責任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只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財損」之保險金額，係指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本公司對所有財物損害之最高責任額而言 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只一次時本公司對所有體傷、或死亡、財物損失賠款之累計金額而言。 遇有本保險單條款第一章第二條之賠償責任發生，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四、不論在任何訴訟或其他程序中，倘本公司主張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屬於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時，對該項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確屬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舉證責任屬於被保險人。 十五、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所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減少本公司對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保險契約。如於請求賠償時，有詐欺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權即告喪失。 十六、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於給付後依法行使代位求償權時，其訴訟及其他程序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不得有任何不利於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 十七、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不論該保險契約賠償與否，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八、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經被保險人要求而終止之。本公司亦得隨時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前通知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者，已到期部份之保險費，本公司當依照短期費率之規定計收，將保險費餘額退還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本公司終止者，未到期部份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退還被保險人。 十九、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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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 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原因發生不可預料及突發之事故，所致之損失，需予修理或重置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設計不當。 

(二)材料、材質或尺度之缺陷。 

(三)製造、裝配或安裝之缺陷。 

(四)操作不良，疏忽或怠工。 

(五)鍋爐缺水。 

(六)物理性爆炸、電器短路、電弧或因離心作用造成之撕裂。 

(七)不屬本保險契約特別載明為不保事項之任何其他原因。 二、 對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需先負擔本保險單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同一次意外事故受損機械不止一項時，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自負額，應以該次事故受損機械中，各項機械自負額中最高者為準，並不逐項扣除。 三、 本保險契約對在保險單所載之處所內之保險標的物，不論是否為使用中或為清理、修理、檢查或移動而所為之拆卸、搬動及重新裝配與安裝過程中之機械均可適用，但均限於已安裝完工經試車或負荷試驗合格並經正式操作者為限。 四、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乃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型式、規格、性能之新機械設備之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第二章 不保事項 五、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 直接因閃電、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撲滅火災、或因上述原因所需之清理或拆除費用、化學性爆炸（但鍋爐爐膛內之氣體爆炸除外）、煙燻、積灰、積垢、竊盜或土崩、岩崩、地陷、洪水泛濫、淹水、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海潮、各種風暴（如：旋風、颶風、颱風等）等天然災害及各型舟車、航空器之碰撞等所引起之損失。 

(二) 皮帶、繩索、金屬線、鍊條、橡皮輪胎、模具或可替換之工具、蝕刻之滾筒、玻璃製品、陶瓷器、襯墊、油毛氈、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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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織物及各種工作媒質（如潤滑油、燃料、觸媒劑）等之損失。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損失： 

(1)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3)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4)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5)核子反應、核子幅射或放射性污染。 

(四) 保險標的物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有而為被保險人或各該保險標的物之主管人員已知悉或應知之缺陷或瑕疵（不論本公司知悉與否）所致之損失。 

(五) 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違法行為所致之損失。 

(六) 機械供應廠商或製造廠商依法或依合約規定應負責賠償之損失。 

(七) 保險標的物之磨損、孔蝕、沖蝕、腐蝕、銹蝕、鍋垢及其他耗損。 

(八) 保險事故發生後之任何附帶損失或責任。 在任何訴訟或公斷程序中，被保險人對保險事故主張不屬於本條第(三)項至第(六)項所規定之不保事項時應負舉證之責任。 第三章 理賠事項 六、 倘遇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細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之勘查。 

(四)本公司認有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其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七、 保險標的物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無論如何應不超過本保險單所載各該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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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損失發生當時之狀況所需之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上述修復費用得包括因修復所需之拆除費用、裝配費用、搬運至修理廠之正常往返運費。 毀損倘係由被保險人自行修復時，本公司對所需材料及工資負賠償責任，並得負擔合理之管理費用。 

(二) 不能修復者或上述第(一)款之修理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在損失發生時之實際價格者，以其實際價值為限，並得另行賠償合理之拆除費用，惟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所謂實際價值係按重置價格減除適當之折舊後之價格。 本條所稱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損失發生當時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的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 如必需置換之零件或配件，市面上無法購得時，本公司得以其他廠牌零件更換之。 臨時修理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份者，在不增加正式修理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八、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理或置換等方式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於任一保險標的物之累積賠償金額，以不超過該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為限。保險期間內本保險單累積賠償金額，亦以不超過總保險金額為限。   九、 本公司於履行本保險契約之賠款責任後，得就賠償或修理或置換所需費用，對保險標的物負有損失賠償責任之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償權。 本公司行使前項權利之必要或合理行為，被保險人均應同意，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時，不論該契約賠償與否，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一、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單第一章第四條規定之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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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十二、 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十三、 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單所載及簽批之事項暨任何約定，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十四、 被保險人應遵守法令規定及製造廠商之裝配使用規範，採取一切合理必要之安全措施，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保持保險標的物之有效使用狀況，以防止意外事故之發生。 十五、 本公司得隨時派員勘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提供本公司要求之任何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十六、 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事故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之安全防範措施以保障保險標的物之安全，並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 十七、 要保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所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倘賠償金已給付時，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之。 十八、 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按短期費率扣除已到期之保險費，將保險費餘額退還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未到期部份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退還被保險人。 十九、 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不生效力。 二十、 本保險契約權利之轉讓，除因被保險人死亡或破產，並由其法定繼承人或破產管理人於九十天以內通知本公司者外，非經本公司簽批不生效力。 二十一、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二十二、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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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單載明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三、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者外，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購置新品之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四、本保險單所載自負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 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 第二章  不保事項 五、本保險單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 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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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六、本保險單第一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保險標的物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及因冷卻劑或其他流體凍結、潤滑不良、缺油或缺冷卻劑等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可替換之零件或配件如鑽、錐、刀具或其他切割之刀面、鋸條、模具、壓磨面或壓碎面、篩、皮帶、繩索、鋼纜、鏈條、輸送帶、電池、輪胎、電線、電纜、軟管、按期更換之接頭或襯墊等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所受之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三) 燃料、觸媒、冷卻劑及潤滑油料之毀損或滅失。 

(四) 因鍋爐或壓力容器內部蒸氣或流體壓力發生爆炸及內燃機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重大疏忽將被保險標的置於臨海地區，任由海潮侵蝕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於運輸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七) 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銹垢、鍋垢、變質及其他耗損。 

(八) 保險標的物從事任何試驗或與保險單所載工作項目無關之使用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九)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使用於地面之下，或載浮於水上時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十)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標的物之瑕疵、缺陷或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 保險標的物製造或供應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十二) 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十三) 清點或盤存時或例行檢修時發現之損失。 

(十四)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罰鍰、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七、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二)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家屬所有、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 

(三)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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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五) 保險標的物因其本身及其裝載物之重量或震動所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之毀損或滅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1.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2.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3.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4.基礎擋土或支撐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第三章 理賠事項 八、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知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細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保險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立即通知本公司。 九、遇有本保險單第一條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理或置換等方式，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依下列為準，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倘必須置換之材料、零件或配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廠牌代替之。 

(二) 不能修復者或前款之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該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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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所謂實際價值係按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份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十、本保險單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對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十一、遇有本保險單第二條規定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應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保險單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十二、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得就賠償金額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之追償權。本公司行使前項權利之必要或合理行為，被保險人均應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四、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單第三條規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之責。 十五、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欺詐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十七、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單所載及簽批之條款，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十八、被保險人應遵守法令規定及製造廠商之裝配使用規範，採取一切必要合理之安全措施，保持保險標的物之有效使用狀況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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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意外事故之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十九、本公司得隨時派員勘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任何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二十、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單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之安全防範措施以保障保險標的物之安全，並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 二十一、要保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所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倘賠款已給付時，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二十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或意圖不當之利益，對於保險標的物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 二十三、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以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按短期費率扣減已到期保險費，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 本保險契約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未到期部份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二十四、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未經本公司簽批不生效力。 二十五、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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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第一條 電子設備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電子設備在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電子設備中之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在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置換或其儲存資料需予重製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電子設備中之電腦設備，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事故，受有毀損或滅失致作業全部或部分中斷，為繼續作業使用非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替代設備所增加之租金、人事費及材料運費，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保險金額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其新品重置價格。所謂新品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設備所需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並應包含設備之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其重新置換及重製資料所需費用。 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保險金額應為使用與受損電子設備中之電腦規格功能相同或類似之替代品，於十二個月期間所需之租金、人事費及材料運費，並應依本保險契約所載每日及每月保險金額計算之。 第五條 部分損失之賠償方式 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對以後之毀損滅失或費用，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後之餘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金額。 第六條 保險效力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保險標的物安裝完成，經測試合格後開始，至保險期間屆滿之日止，並包括保險標的物因進行清理或檢修所為之拆卸、重新安裝及於原裝置處所內搬移過程中發生之承保事故。 第七條 自負額 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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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二章  不保事項 第八條 共同不保事項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占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毀壞。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第九條 電子設備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共同不保事項 一、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直接或間接因氣體、給水或電力供應不正常或中斷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鏽垢、變質及自然耗損。 

(三)保險標的物未發生毀損滅失，為排除一般作業障礙所生之費用。 

(四)電腦病毒。 

(五)任何維護保養之費用及其置換之零件。 

(六)保險標的物製造商或供應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七)租借之保險標的物，其所有人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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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及賠償責任。 

(九)消耗性或需定期更換之零組件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十)保險標的物外觀上之瑕疪，如脫漆、刮痕、褪色等。但與本體同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二、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除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淹水或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第十條 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因下列事項所生費用: 

(一)程式設計、打卡或標記之錯誤。 

(二)不當之資料註銷或儲存體之廢棄。 

(三)磁場干擾所致之資料喪失。 

(四)系統或程式之設計。 第十一條 電腦額外費用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因下列事項所增加之費用: 

(一)政府對電腦設備之重置修復或操作所加之限制。 

(二)被保險人未及時支付受損電腦設備之修復或重置費用。 第三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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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保留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被保險人不依前項第(一)、(二)款規定辦理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電子設備損失險之賠償限額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復或置換等方式，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可修復者: 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所需費用為限，包括為進行修復所需之拆除、重新裝配費用及往返修理廠之正常運費; 由被保險人自行修復者，本公司對修復所需工資材料負賠償責任，並補償合理之管理費。凡置換之零組件均不扣減折舊，惟應扣除殘餘物之價值。 上述所稱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 倘必需置換之材料及零組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品牌更換之。 

(二)不能修復或雖可修復但所需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 除另有約定者外，以該實際價值為準，惟應扣除殘餘物之價值。所謂實際價值係按新品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拆除受損物所需之必要合理費用，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除另經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契約者外，本公司對該標的物嗣後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合理費用由本公司視實際情況補償之。但補償金額與損失金額合計超過受損部分保險金額時，以保險金額為限。承保項目達二項(含)以上時，應逐項適用; 每一次事故訂有賠償限額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合計不超過該限額。 

(四)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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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六)臨時修復倘非正式修復之一部分者，本公司對該項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七)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八)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四條 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賠償限額 遇有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自損失發生之日起十二個月內，為恢復受損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所需之置換及其儲存資料重製費用，以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責任。 前條第(三)(四)(五)(七)款之約定於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亦適用之。 第十五條 電腦額外費用險之賠償限額 遇有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繼續作業，自使用與承保電腦設備相同或類似功能之替代設備之日起，於約定補償期間內實際增加之租金、人事費及材料運費負賠償責任。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日、每月或每年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十六條  代位求償權 對保險事故之發生若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不得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拋棄追償權。本公司於賠付後得依法向該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償權，被保險人應提供一切資料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七條 複保險或其他保險之分攤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時，本公司僅以保險金額為準負比例賠償之責。 第十八條 不足額保險之分攤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第四條約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十九條 仲裁 



 

第 5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第二十條 損害防阻義務 被保險人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廠商之裝配使用規範及建議事項，並採取一切必要合理之安全措施，保持保險標的物之有效使用狀況以防止意外之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二十一條 保險標的物之查勘權 本公司得隨時派員勘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任何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第二十二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或終止保險契約。 第二十三條 保險契約之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保險契約，其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經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 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於扣除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按短期費率計算公式計算未發生損失部分應收之保險費後，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 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第二十五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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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第一章 保險契約之構成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定義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 要保人 指以自己或他人所有之完工土木工程向本公司投保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 被保險人 保險標的之所有人、管理人及其他有保險利益之人。 

(三) 保險標的 凡經興建、擴建或改建完成並經檢驗合格可供使用之各種土木工程設施及其相關機電設備。 

(四) 新品重置價格 係指重新建造同樣或相類似型式、規格、容量、功能工程所需之材料、工資、運費、安裝費、機具設備使用費、稅捐及其他必要費用之總金額。 

(五) 實際價值 係指按新品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第三章 承保範圍 第三條 完工土木工程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危險事故造成保險標的遭受突發不可預料之毀損或滅失，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據本保險契約就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火災、閃電、雷擊及爆炸。 二、各型船隻、機動車輛及飛行器與其墜落物之碰撞。 三、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四、風速達到蒲福氏風級表(The Beaufort Scale)八級以上之風災。 五、洪水、漲水、淹水、浪潮。 六、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或土地移動。 七、冰害、雪崩。 八、第三人之惡意破壞行為。 被保險人為從事修復前項毀損或滅失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經約定承保者，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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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條 保險金額 本保險契約保險標的之保險金額，應為其新品重置價格；被保險人應視材料價格、工資及各項費用之波動情形，通知本公司調整保險金額。 保險標的金額得細分者，應依個別明細項目分別適用。 第四章 除外事項 第五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經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七、因欠缺妥善維護或保養所致之擴大損失。 八、恐怖主義行為。 第六條 除外損失及費用：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及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附帶損失。 二、保險標的進行維護或保養工作所需之費用。 三、保險標的之固有瑕疵、腐蝕、銹蝕、侵蝕、剝蝕、沖蝕、磨損、變質、其他自然耗損或氣溫變化所致之收縮、膨脹等損失。 第五章 一般事項 第七條 告知義務 要保人對所填交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本公司依前項約定解除契約時，不退還己收受之保險費。倘己經給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時，得請求被保險人或其他己收受賠償金者返還所受領之賠償金或因回復原狀所支出之金額。 第八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收保險費。 第九條 保險費之交付 

3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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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危險變更之通知 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或終止保險契約。 第十一條 契約之終止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終止契約者，終止日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之時起契約失其效力，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要保人行使本項之終止權，應獲得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公司終止契約後應返還之未滿期保險費應按日數比例計算，並於終止生效日前給付。 第十二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益之轉讓，應經本公司同意並簽批，始生效力。 第十三條 損害防阻義務 被保險人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並採取一切合理必要之安全措施防範保險標的發生意外事故，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十四條 保險標的之查勘權 本公司得隨時派員查勘保險標的，被保險人應提供有關之一切文件資料及圖說備供查閱。 第六章 理賠事項 第十五條 通知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所指定之國內外代理人。 二、立即採取合理之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四、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賠償限額 保險標的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復或置換等方式，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 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 異。 二、不能修復者或前款之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其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但另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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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定者不在此 限。 三、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四、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五、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分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六、空運費及加急運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七、受損標的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七條 部分損失之賠償方式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對以後承保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之餘額為限。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金額。 第十八條 不足額保險之分攤 本保險契約保險標的之保險金額低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物之新品重置價格之比例負比例賠償之責。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十九條 自負額 對於承保危險事故所致之每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就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承保危險事故發生後，如保險金額低於本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之新品重置價價格時，本公司按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物之新品重置價格之比例計算損失額，再行扣除自負額後負賠償責任。 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第二十條 代 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以外之其他權利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權利予本公司。 本公司就保險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以全損賠付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保險標的物之所有權予本公司。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二十一條 複保險 對於同一保險標的物，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保險，致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將其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不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保險費已收受者，本公司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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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尚未收受者，本公司得請求交付。 本保險契約有善意複保險情形者，本公司得為如下之處理： 一、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前，本公司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後，得減低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並按減低之保險金額及未滿期保險期間，比例退還保險費。 二、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後，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對全部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總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二條 其他保險 保險標的物在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前項所稱其他保險契約不包括責任保險及保證保險契約。 第二十三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 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知情之日起算。 三、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七章 其他事項 第二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農業機械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單載明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的農業機械，包括農耕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所謂農耕用機器設備，包括整地、插植、施肥、灌溉、排水、收穫、乾燥及其他供農耕使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以合於農委會規定之規格範圍為限。 二、農業機械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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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三、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者外，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購置新品之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四、本保險單所載自負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 第二章 不保事項 五、本保險單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 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本保險單第一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保險標的物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及因冷卻劑或其他流體凍結、潤滑不良、缺油或缺冷卻劑等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可替換之零件或配件如鑽、錐、刀具或其他切割之刀面、鋸條、模具、壓磨面或壓碎面、篩、皮帶、繩索、鋼纜、鏈條、輸送帶、電池、輪胎、電線、電纜、軟管、按期更換之接頭或襯墊等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所受之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三) 燃料、觸媒、冷卻劑及潤滑油料之毀損或滅失。 

(四) 因鍋爐或壓力容器內部蒸氣或流體壓力發生爆炸及內燃機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重大疏忽將被保險標的置於臨海地區，任由海潮侵蝕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於運輸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七) 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銹垢、鍋垢、變質及其他耗損。 

(八) 保險標的物從事任何試驗或與保險單所載工作項目無關之使用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九)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使用於地面之下，或載浮於水上時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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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標的物之瑕疵、缺陷或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保險標的物製造或供應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十二)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十三)清點或盤存時或例行檢修時發現之損失。 

(十四)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罰鍰、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十五)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七、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二)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三)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四) 保險標的物因其本身及其裝載物之重量或震動所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之毀損或滅失。 

(五)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1.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2.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3.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4.基礎擋土或支撐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第三章 理賠事項 八、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知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細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保險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立即通知本公司。 九、遇有本保險單第一條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理或置換等方式，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依下列為準，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倘必須置換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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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能修復者或前款之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該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實際價值係按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份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十、本保險單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對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十一、遇有本保險單第二條規定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應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保險單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十二、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得就賠償金額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之追償權。本公司行使前項權利之必要或合理行為，被保險人均應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四、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單第三條規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之責。 十五、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欺詐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十七、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單所載及簽批之條款，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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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十八、被保險人應遵守法令規定及製造廠商之裝配使用規範，採取一切必要合理之安全措施，保持保險標的物之有效使用狀況以防止意外事故之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十九、本公司得隨時派員勘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任何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二十、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單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之安全防範措施以保障保險標的物之安全，並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 二十一、要保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所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倘賠款已給付時，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二十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或意圖不當之利益，對於保險標的物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 二十三、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按短期費率扣減已到期保險費，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保險契約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未到期部份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返還要保人。 二十四、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未經本公司簽批不生效力。 二十五、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第一章 承保範圍 一、農業機械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單載明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的農業機械，包括農耕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所謂農耕用機器設備，包括整地、插植、施肥、灌溉、排水、收穫、乾燥及其他供農耕使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以合於農委會規定之規格範圍為限。 二、農業機械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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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者外，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購置新品之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四、本保險單所載自負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 第二章 不保事項 五、本保險單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 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本保險單第一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保險標的物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及因冷卻劑或其他流體凍結、潤滑不良、缺油或缺冷卻劑等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可替換之零件或配件如鑽、錐、刀具或其他切割之刀面、鋸條、模具、壓磨面或壓碎面、篩、皮帶、繩索、鋼纜、鏈條、輸送帶、電池、輪胎、電線、電纜、軟管、按期更換之接頭或襯墊等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所受之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三) 燃料、觸媒、冷卻劑及潤滑油料之毀損或滅失。 

(四) 因鍋爐或壓力容器內部蒸氣或流體壓力發生爆炸及內燃機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重大疏忽將被保險標的置於臨海地區，任由海潮侵蝕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於運輸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七) 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銹垢、鍋垢、變質及其他耗損。 

(八) 保險標的物從事任何試驗或與保險單所載工作項目無關之使用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九)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使用於地面之下，或載浮於水上時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十)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標的物之瑕疵、缺陷或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保險標的物製造或供應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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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十三)清點或盤存時或例行檢修時發現之損失。 

(十四)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罰鍰、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七、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二)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家屬所有、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 

(三)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四)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五) 保險標的物因其本身及其裝載物之重量或震動所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之毀損或滅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1.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2.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3.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4.基礎擋土或支撐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第三章 理賠事項 八、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知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細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保險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立即通知本公司。 九、遇有本保險單第一條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理或置換等方式，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依下列為準，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倘必須置換之材料、零件或配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廠牌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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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能修復者或前款之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該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實際價值係按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份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十、本保險單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對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十一、遇有本保險單第二條規定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應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保險單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十二、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得就賠償金額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之追償權。本公司行使前項權利之必要或合理行為，被保險人均應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四、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單第三條規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之責。 十五、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欺詐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四章 一般事項 十七、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單所載及簽批之條款，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十八、被保險人應遵守法令規定及製造廠商之裝配使用規範，採取一切必要合理之安全措施，保持保險標的物之有效使用狀況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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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意外事故之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十九、本公司得隨時派員勘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任何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二十、凡有任何變更足以增加本保險單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必要之安全防範措施以保障保險標的物之安全，並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更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 二十一、要保人於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所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倘賠款已給付時，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二十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或意圖不當之利益，對於保險標的物為複保險者，本保險契約無效。 二十三、本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 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契約，惟應於十五日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保險契約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按短期費率扣減已到期保險費，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要保人。 保險契約由本公司要求終止者，未到期部份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返還要保人。 二十四、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未經本公司簽批不生效力。 二十五、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 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 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約投保本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二、「被保險人」：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之被保險人，包括個人或團體。前述被保險人為 個人時，並包括其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 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 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  四、「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體傷或死亡人數不止 一人時，本公司對所有體傷或死亡人數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但仍受「每一個人體 傷或死亡」保險金額之限制。 五、「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 物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 六、「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係指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所負 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 七、「被保險農業機械」：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農耕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所謂 農耕用機器設備，包括整地、插植、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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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灌溉、排水、收獲、乾燥及其他供農耕 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以合於農業主管機關規定之規格範圍為限。 第三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被保險農業機械，發生突發而不可 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並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契約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受酒類或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 償請求，且無論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 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九、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十、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十一、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所有、向人租借或自行使用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十三、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發生之意外事故。  十四、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十五、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 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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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三) 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四) 基礎擋土或支撐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十六、被保險農業機械非用於從事農耕、搬運農產品或農用資材所致者。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 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 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 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計收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者，以一年為期計收保險費。保險期間如不足一年，本公 司按短期費率(如附表)計收保險費。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 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公司同意 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 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如附表)計算。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 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本保險契約之最 高賠償金額」時，本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條 保險事故之通知與處置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於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於收到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時，應將上述文件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所約定之期間內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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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十一條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 除必要之急救費用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本 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者，本公司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 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 法院應訊或協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證人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非 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 同意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 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及行政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 還之責。  第十三條 自負額 對於每一次事故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抗辯費用，本公司僅就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 之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若自負額額度內之金額已由本公司先行墊付者，被保險人應返還之。  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扣減。 第十四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 在前項約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五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 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 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 為，被保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 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六條 其他保險 被保險人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有其他保險同時應負相同承保範圍 之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 額之比例為限。 第十七條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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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 比例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前項第三人直接向本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本公司基於本保險契約所得對抗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第十八條 消滅時效 由本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約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 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 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不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表 短期費率表 保險有效期間              按全年保險費百分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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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第一章 保險契約之構成 第 一 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或其他約定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章 共同條款 第 二 條 承保險種類別 本保險契約承保之險種得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就下列二款擇一訂定之： 一、財物損失保險。 二、財物損失保險及營業中斷損失保險。 第 三 條 一般用詞定義 一、 自負額 係指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損失金額。 二、 天災 係指颱風、暴風、洪水、漲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浪潮、土崩、岩崩、地陷、土石流等天然災變。 三、 恐怖主義 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四、 功能故障 係指資料處理系統、軟體程式或內建微處理器無法正常運作或產生錯誤結果。 五、 從屬損失 係指任何種類之財務損失，包括利潤損失、遲延損失、喪失訂立契約機會損失、無法履行契約損失或罰款。 第 四 條 共同不保事項 第十九條財物損失保險及第卅一條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承保外，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各項所致之毀損滅失： 一、 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 、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為抵制罷工而資方鎖廠。 四、 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五、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國有化、充公或破壞。 六、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七、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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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八、 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 九、 任何硬體、軟體或嵌入晶片之功能失效，以及任何電子資料之喪失、受損、摧毀、失真、消磁、毀損或竄改。但因前述後果導致保險標的物其他部分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十、 因錯誤或未授權程式設計、插入或標記、不當刪除資料、丟棄資料儲存體所致之費用或因磁場干擾使資料喪失所致之費用。 第 五 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向本公司交付保險費。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予收據。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 六 條 合理之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建議，並遵守本公司合理建議，採取一切合理預防措施，以預防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滅失及本保險契約承保責任之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 七 條 被保險人不只一人時之賠償限額 本保險契約被保險人不只一人時，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應視同對每一被保險人個別簽發保險契約，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總賠償責任，以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明細表所列保險金額為限。 本公司對於任一被保險人因發生毀損滅失所支付之賠款，應自本公司對所有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中扣除。 第 八 條 被保險人違約行為之處理 任一被保險人或經其授權代表人未遵守保險契約之行為，並不影響其他被保險人之索賠權利。 任一被保險人或經其授權代表人因未遵守保險契約之行為致遭本公司拒絕賠償時，其他被保險人亦無權繼受該被保險人之權利，就本公司已拒絕賠償或得拒絕賠償之相同毀損滅失，再向本公司求償。 任一被保險人或經其授權代表人如未遵守保險契約之行為時，本公司有權向該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並不以本公司因被保險人或其代表未遵守保險契約之行為而賠付之金額為限。 第 九 條 代位求償 本保險契約之任一被保險人或其代表非因違約行為造成其他被保險人之毀損滅失時，本公司將放棄對所有被保險人之代位求償權。 本公司為求償目的，要求被保險人協助進行之必要行動，不論此項行動在被保險人獲賠償之前或之後，被保險人均應承諾協助進行，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 十 條 危險之查勘  本公司或本公司委任之人有權在任何合理時間內查勘或檢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將保險標的物相關詳細資料提供予本公司或受本公司委任之人。 第十一條 危險重大變更之通知與處理  被保險人遇有危險重大變更時，應儘速將有關已知或合理上應知之危險重大變更通知本公司，且應採取必要之額外預防措施以防止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滅失，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本公司對因危險重大變更所致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之責。但經本公司同意且調整承保範圍及保險費以反映危險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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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變更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 遇有本保險契約可能須負賠償責任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儘速以書面方式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應確保對運送人、受託人及其他第三人之一切求償權利。 四、採取一切適當行動，以確認損失之原因及範圍。 五、保留受損保險標的物，以利本公司或受本公司委任之人進行查勘。 六、因火災、竊盜、強盜、搶奪、惡意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應通知警方並向警方提供一切合理必要協助。 七、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證據。 倘被保險人或其代表人以任何方式妨害或不遵守本公司對毀損滅失所提之任何合理建議時，被保險人將喪失在本保險契約所有求償權利。 被保險人因履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責任而發生之任何適當且合理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在通知本公司後，得對保險標的物之輕微受損部分進行修復或置換。其他情形，本公司委任之人在修復之前，得檢查毀損滅失情形，倘本公司委任之人未能在合理期間內進行檢查，被保險人有權予以修復或置換。 倘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滅失之部分未依據相關技術標準予以修復或置換時，本公司對該部分在本保險契約之責任即行中止。 第十三條 詐欺之賠案 任一被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編造事故原因或故意造成保險事故以騙取保險金者，本公司對該被保險人不負賠償之責。 第十四條 其他保險契約   保險標的物在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僅按本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仲裁   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償金額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雙方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六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隨時終止之。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要求終止保險契約時，本公司按短期保費計收保險費。 本公司亦得隨時終止本保險契約，但應於終止生效前 30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本保險契約依前項終止時，本公司應將自終止日起之未到期保險費，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之。 第十七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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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第三章 財物損失保險 第十八條 適用財物損失保險之用詞定義 一、 保險標的物 係指除經列明約定不保者外，被保險人所有、使用、管理、保管或控制下之永久性及臨時性機械、電氣、電子設備及相關附屬設施。 二、 處所 係指保險標的物所座落之地點。 三、 趕急費用 係指被保險人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為修復受損保險標的物所發生之合理額外加班費用、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空運費除外）。 四、 滅火費用 係指被保險人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防阻或減少依本保險契約約定可賠償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而發生之合理必要滅火費用，包括材料消耗費用、重新充填滅火設備及替換使用過撒水頭之費用、特別從事前述滅火工作人員之薪資費用，以及政府機關或消防隊要求被保險人支付之滅火費用。 五、 危害物質處理費用 係指被保險人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清理、修復、置換或處置遭受之損害、污染或毒害之保險標的物所發生之額外費用。 六、 專業費用 係指被保險人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修復或重置受損保險標的物必需支付之專業費用及其相關費用，但不包括索賠準備費用；本公司對專業費用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具有公信力機構或法人組織之收費標準或本保險契約明細表上載明之保險金額為限，並以較低者為準。 七、 殘餘物清除費用 係指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移除、處置清理殘餘物及為拆解、拆除或支撐保險標的物必需支付之費用。 八、 暫時搬遷 係指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清理、翻修、修理、保養保險標的物，經由道路、鐵路、內陸水道將保險標的物暫時遷移至他處，在往返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滅失。 九、 新品重置價格 係指在意外事故發生之時地，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設備所需之新品價格。 十、 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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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係指新品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餘額。 第十九條 財物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所載處所或暫時搬遷之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保險標的物突發且實質之毀損滅失，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明細表上所載每一項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不超過該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或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載明於本保險契約明細表內之趕急費用、滅火費用、危害物質處理費用、專業費用、殘餘物清除費用、暫時搬遷之損失，於賠償限額內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財物損失保險之保險金額  財物損失保險之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其保險金額應依個別明細項目分別適用。 財物損失保險之保險標的物遭受部分毀損滅失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對以後承保事故所致毀損滅失之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之餘額為限。 在財物損失保險任何賠償事件中，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未滿期日數與原保險期間總日數之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財物損失保險之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其保險金額應依個別明細項目分別適用。 

 第廿一條 財物損失保險之自負額 本保險承保之各項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一次事故造成毀損滅失時，本公司僅就明細表中載明之各該項自負額以上部分負賠償責任；若任一事故造成毀損滅失之保險標的物不止一項時，本公司應以各項毀損滅失所適用之自負額中最高者為準，僅適用一個自負額。 倘在連續 72小時內因本保險承保之天災所致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毀損滅失，仍視同一次事故處理，僅適用一個自負額。 

 
 前述 72小時期間之起始期間，由被保險人決定之，倘損害事件發生時間較長時，有兩個以上 72小時期間情形時，不得重疊計算。 

 第廿二條 財物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十九條財物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款： 一、 任何從屬損失。 二、 因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滅失。 三、 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但因上述原因導致保險標的物其他無缺陷部分之意外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四、 保險標的物之腐蝕、氧化、銹垢、變質或其他自然耗損。但因上述原因導致保險標的物其他部分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五、 寶石、藝術品、貴重金屬、文稿、證件、圖說、帳冊、憑證、貨幣、及各種有價證券之毀損滅失。 六、 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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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七、 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保險標的物之失落或短少。 八、 營造或安裝過程中之財物。 九、 未完成效能測試之機械、電氣及電子設備。 十、 土地（包括表土、回填土、排水系統、地下箱涵管道在內）、道路、跑道、鐵道、水庫、水壩、水路、渠道、運河、鑽掘設備、井、管線、輸配電線路、隧道、橋梁、船塢、碼頭、任何地下財物、離岸財物。 十一、 機械供應廠商或製造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滅失。 十二、 因法律或法令規定而增加之修理或置換費用。 第廿三條 財物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之危險事故 本公司對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本保險契約訂立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已知之錯誤或瑕疵。 二、 毒害性或危害性物質、致污物或污染物之釋放、排放或散佈。 三、 電力、燃料、水、瓦斯、蒸汽或冷卻劑等持續性供料之短缺。 

 第廿四條 財物損失保險之理賠方式 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滅失之賠償理算如下： 於自製造日期起算五年內之機械、電氣、電子設備等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本公司同意按新品重置價格或按修復該保險標的物最多至全新狀態下所需費用，取其中較低者為賠付。 於自製造日期起算超過五年之機械、電氣、電子設備等保險標的物，以及不論機齡多久之可移動式設備： 一、 對於可修復損害部分，以恢復損害部分至損害發生前可使用狀態下所生必要費用，加上為進行修理之拆解和重新安裝費用，以及往返修理地點之正常運費、關稅和稅金。 倘修復於被保險人工作處所執行，本公司同意支付為修理目的所需材料費和工資，加上合理比例之處理費用。 前述之修復若涉及零件置換者，不扣除折舊。 二、 前款損害修復費用若等同或超過受損保險標的物於毀損滅失事故發生前之實際價值時，視為全部損失。 三、 倘保險標的物全部損失，本公司支付事故發生前保險標的物之實際價值，以及已包含在保險金額內之一般運費、安裝費和關稅。 四、 本公司並同意支付任何為拆解受損設備所需之合理費用。 於電子或電機資料處理設備之規畫書、圖說、紀錄、數據和電腦程式或軟體，依相同於備份或依原始來源內容重製費用理算之。 

 第廿五條 財物損失保險之理賠範圍 對於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之任何改變、新增、改善或檢修所生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針對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之任何一次暫時性修復，倘該修復屬於最終修復之必要部分，在不增加總修復費用之情況下，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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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依據前條及本條之訂定，本公司之賠償金額，應扣除保險標的物之殘餘物價值後給付之。 

 第廿六條 賠款給付期限 本公司以現金為賠付者，應於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檢齊文件、證據及賠償金額經雙方確認後十五天內為賠付。若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遲延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本公司正常鑑認承保之危險事故及損失之行為，不得視為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 被保險人如因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或承保業務遭受營業中斷或受干擾，而受警察或檢調單位調查者，本公司將待該調查完畢後且被保險人無涉及不法時，始對被保險人為賠償給付。 第廿七條 不足額保險 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滅失時，倘保險金額低於新品重置價格者，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僅按保險金額對新品重置價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 第廿八條 預防性保養 被保險人應遵守供應商或製造商之保養建議，定期對廠房、機械或設備等保險標的物進行保養作業。倘被保險人未進行前述保養作業而造成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之保養，應包括安全檢查、預防性保養，以及起因於正常運轉、自然耗損及老化所致毀損滅失或錯誤之改正事項，並包括零組件、模組或零件之修理或置換在內。 第四章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 第廿九條 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保險費之約定 本保險在保險契約生效前，應繳納以總保險金額乘以保險費率計算之預付保險費。 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將保險期間之營業毛利通知本公司。倘營業毛利低於保險金額時，該差額部分之保險費應按比例返還之，但返還之保險費以不超過該保險期間依保險金額計算保險費之三分之一為限。 前項營業毛利係指與保險期間一致，且經會計師簽證之 12個月會計期間之營業毛利。 

 第三十條 適用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用詞定義 一、 承保利益 係指營業毛利加上額外營業費用，或列明之持續費用加上額外營業費用。 二、 營業毛利 係指營業額減營業成本總額後之餘額。 三、 營業額 係指在承保業務之營業過程中，因貨物、產品或服務之銷售、交付或提供，已付或應付予被保險人扣除銷貨退回與折讓後之金額。 四、 補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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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係指自毀損滅失發生之日起，承保利益遭受承保業務中斷或干擾影響之期間。但不超過明細表所載最大補償期間。 五、 列明之持續費用 係指補償期間內被保險人仍應支付之固定費用。 六、 年營業額 係指在承保業務未中斷或未受干擾發生時，自承保業務不再受影響之日或補償期間結束之日前 12個月可達到之營業額，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七、 營業毛利率 係指營業毛利除以年營業額之比率。 八、 額外營業費用 係指為避免或減輕承保利益損失所生之必要且合理額外支出。 九、 承保業務 係指保險標的物之商業營運活動。 第卅一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 保險期間內因財物損失保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滅失，不論扣除自負額後本公司是否負賠償之責，而引起營業中斷或受干擾致承保利益遭受損失時，除另有約定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承保利益損失之賠償範圍如下： 一、營業毛利：於補償期間內，因營業額減少而實際遭受之營業毛利損失，包括增加之額外營業費用，或 二、列明之持續費用：於補償期間內，雖因營業額減少致無法獲得之金額，包括增加之額外營業費用。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不超過最大補償期間之保險金額。 

 第卅二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保險金額 本營業中斷損失保險所稱之保險金額，係指明細表上所載每年營業毛利或列明之每年持續費用。 補償期間超過 12個月者，應依該期間之比例計算營業毛利或列明之持續費用。 第卅三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保險期間 本營業中斷保險於明細表上所載之保險期間開始後，除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外，遇有下列情事時提前終止，並以先屆至者為準： 一、被保險人解散，或由清算人、接管人或破產管理人接管，或永久停業；或 二、被保險人非因死亡而喪失保險利益。 第卅四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自負額 本公司對保險標的在保險期間內之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僅對超過時間自負額或定額自負額之部分負賠償責任。自負額之扣除以時間自負額或定額自負額兩者較高者為準。 前項之時間自負額係按補償期間內承保利益平均每天之損失金額乘以明細表所列時間自負額天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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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卅五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卅一條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款: 一、 以附加條款在財物損失保險中加保之毀損滅失。但保險單明細表有特別記載者，不在此限。 二、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但以附加條款加保者，不在此限。 三、 直接或間接因測試、故意超載或試(實)驗發生不正常狀況所致之毀損滅失。 四、 原料、半成品、製成品或為正常營運所需材料之短缺、毀壞、劣化、損壞。 因任何違反契約約定，遲延交貨或未交貨所受之罰款或損害賠償，或任何原因所受之違約金。 第卅六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損失發生後被保險人之特別義務 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應保存所承保業務至少最近三年之完整紀錄，包含存貨、生產和資產負債表等。被保險人應盡力保存所有記錄資料之安全，並應另存備份，避免同時受損。 

 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發生時： 一、 本公司或受本公司委任之人得不受限制進入事故處所，查證毀損滅失之可能原因和範圍，以及對承保利益之影響。本公司亦得檢視降低承保業務營業中斷或受干擾之可能性，並於必要時提供建議予被保險人，以避免或降低承保業務營業中斷或受干擾。 二、 本公司或受本公司委任之人為保留賠償證據，本公司或受本公司委任之人於取得被保險人同意後，得進入事故現場，取得受損保險標的物或請求被保險人將受損保險標的物交付予本公司或受本公司委任之人，依合理目的和方式保存、處理該受損保險標的物。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妨礙或阻礙本公司依前項第一款之作為，本公司對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對本承保範圍之賠償請求，應於承保業務發生營業中斷或受干擾三十日內或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展延期間內，將求償詳細資料以書面送達本公司，其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被保險人對本承保範圍之賠償請求，應將會計或有關賬冊或本公司要求之證明文件提供予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請求被保險人提供有關賠案真實性之法律證明文件，以便本公司調查或確認賠案，其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第卅七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營業毛利之損失理算 本公司對承保業務發生營業毛利損失之賠付，應依下列方式理算之： 依據補償期間無損失發生時可達成之營業額與實際營業額之差額，乘以無損失發生時可達成之營業毛利率所得金額賠償之。即： 營業毛利損失＝（無損失發生時可達成之營業額－實際營業額）×無損失發生時可達成之營業毛利率。 倘保險金額低於年營業額乘以營業毛利率所得之金額時，賠償金額依前項計算結果比例計算之，即： 應賠償營業毛利損失 ＝ 營業毛利損失 × 保險金額 

    年營業額 

 倘補償期間超過十二個月，其應投保之保險金額低於該補償期間之營業額時，賠償金額仍依前項計算結果比例計算之，即 應賠償營業毛利損失 ＝ 營業毛利損失 × 補償期間之保險金額 × 補償期間總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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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營業額  12個月 第卅八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列明之持續費用之理算 本公司依據補償期間實際營業額對無營業中斷或受干擾情事發生時可達成營業額之比，乘以無營業中斷或受干擾情事發生時所需列明之持續費用為賠付。即： 

 列明之持續費用賠償額  ＝  無營業中斷或受干擾情事發生時所需列明之持續費用 × 實際營業額 

  無營業中斷或受干擾情事發生時可達成營業額 倘保險金額低於年營業額乘以營業毛利率所得之金額時，列明之持續費用依前項計算結果比例計算之。即： 應賠償列明之持續費用 ＝ 列明之持續費用賠償額 × 年保險金額 

    年營業額 倘補償期間超過十二個月者，其應投保之保險金額低於該補償期間之營業額時，賠償金額仍依前項計算結果比例計算之。即： 應賠償列明之持續費用 ＝ 列明之持續費用賠償額 × 補償期間之保險金額 

  年營業額 × 補償期間總月數 

    12個月 

 第卅九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額外營業費用之理算 對於補償期間內超過時間自負額部分，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少營業額降低所支付合理且必要之額外營業費用，仍予賠償。 前項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因此措施所減少承保利益損失之金額為限。 第四十條 營業中斷損失保險營業毛利率及年營業額之計算 營業毛利率及年營業額之計算，應考慮如下因素： 一、 承保業務量之發展趨勢； 二、 毀損滅失發生前一會計年度承保業務之營運成果。倘營業第一年即發生毀損滅失事故者，其下一會計年度之營業額； 三、 毀損滅失發生前後可能影響承保業務之狀況，若無毀損滅失發生情況下，其可能影響承保業務之環境因素； 四、 毀損滅失事故發生後，重新投入機器設備且/或廠房而恢復生產後六個月內，被保險人因延遲銷售或增加生產所得之利益，且/或因承保業務之營業中斷而獲得之利潤； 五、 在承保業務被中斷或干擾影響之期間，任何檢修、檢查、修改所花費之合理時間； 六、 為承保業務之利益，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營業處所外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所已付或應付之支出； 七、 毀損滅失之發生致營業毛利停滯或減少，因而於補償期間內所節省之應支付費用。 最終營業毛利率與年營業額數據應盡可能接近承保業務在未發生中斷或受干擾情況下可合理產生之結果。 第五章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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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一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令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001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1.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2.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3.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 1.2.兩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2.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3.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1)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2)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3)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所謂恐怖主義係指運用暴力或任何恐怖行動及因而所生影響，以遂其推翻政府之目的。 

(4)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三、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2加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投保保險契約第二條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並互為其所承保之第三人，但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損害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之財物(不論是否已投保)所致之賠償責任。 

2.社會保險或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不論是否已投保)。 所謂社會保險，指下列保險： 

(1).全民健康保險。 

(2).勞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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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務人員保險。 

(4).軍人保險。 

(5).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6).農民健康保險。 

(7).學生團體保險。 

(8).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社會保險。 

3.被保險人間訂有承攬或委任契約者，其相互間之賠償責任。 

4.定作人與其他被保險人間之賠償責任。 二、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金額仍以保險契約所載為準，不因本條款而增加。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3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茲約定： 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意外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啟用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4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茲約定： 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啟用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5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茲約定： 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否則本公司對因承保工程實際與預定進度偏離      天以上所致及因而擴大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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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A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A 茲約定： 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並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完成    ，否則本公司對                                                           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6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所增加之加班、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空運及租船費。且本公司對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第四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第五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前項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基本條款第四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第五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規定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7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修復受損標的物所需空運費亦負賠償責任，但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且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保險期間內本公司累積賠償金額最高為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8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茲約定： 因地震所致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應提供相關圖說及計算書，證明承保工程已充分考慮耐震因素，並按主管機關或相關工程學會團體建議或制定之規範設計者，本公司始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009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地震、火山爆發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10水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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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八級(含)以上風力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Beaufort 

Scale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13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在下開處所儲存，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 

1.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於加鎖之安全圍籬或倉庫／房間內。 

2.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3.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4.倉庫、材料儲存或加工場所均應設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5.前項所載場所設施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財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儲存處所：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1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裝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裝卸物重量百分之卅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操作人員應持有合格執照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至解除期間，應停止任何裝卸作業，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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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1.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2.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不固或不當。 

3.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4.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3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於保險期間內，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5.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4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抽排水及泥砂清除所需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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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共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係由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佔百分之      ，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佔百分之      共保，各按上述承保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有關承保及理賠事項由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                                       為本保險契約之共同被保險人，本公司對各被保險人分別就其保險利益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7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僅以貼附本保險契約後之明細表所載項目為限；第二條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僅以營建(安裝)上述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8抽水設備特約條款 茲特約定： 施工處所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測記錄，維持隨時可用狀態，否則本公司對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0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遇有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優先給付                 ，但以其對保險標的物持有之債權利益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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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受益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                                       為本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遇有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逕付受益人。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31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 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應將損失發生日期及賠償金額以書面通知定作人。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32施工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本公司對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前之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34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茲約定： 倘承保工程之承攬契約變更而增加價款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五以內者，經被保險人將變更金額電傳本公司後立即生效。但被保險人應於廿日內依照工程之原投保費率就增加之保險金額加繳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35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茲約定： 承保工程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本公司接獲被保險人通知後，應即派員並得會同公證公司趕赴現場會勘。除緊急搶修外，如未於四十八小時內勘查，則由被保險人自行拍照、清除及修復，本公司應依據被保險人提供之照片及實際修復費用資料，按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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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性質包括一種以上者，應分別適用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不止一種性質之工程發生損害時，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自負額以其中最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0機械安裝及試車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對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部分約定如下： 一、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概以卅天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保險標的物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本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二、本公司對機械設備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1 隧道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2.超過原設計最小開挖線之超挖及其回填費用。 

3.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4.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者，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5.任何變更安全措施或支撐方法及材料所增加之費用。 

6.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7.開挖面擠壓變形致淨空不足所需之修挖補救費用。 

8.修理、調整或校正施工機具設備、推進管、環片或其他類似財物所需費用。 、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隧道工程之自負額，分別適用於每一隧道之每一開挖工作面。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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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4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二、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三、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者，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五、夯實不足引起之沉陷。 六、裂縫或滲漏。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5加保現有鄰近工作物附加條款 

茲約定： 、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肇致下開工作物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該工作物於施工前狀況正常，且採取適當安全防範措施，施工前被保險人並已將其書面檢查報告提供本公司者為限。 

(工作物名稱)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肇因承保工程規劃設計之錯誤或遺漏所致毀損滅失。 

2.未損及工作物穩定或使用安全之裂縫。 、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 、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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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分段施工附加條款 茲約定： 被保險人對承保工程之填方、挖方、挖填方、溝渠或渠道採分段施工者，其同時施工中之總長度以不超過            公尺為限，否則本公司對上述工程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前項所述工程，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僅以前項約定總長度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7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三、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儲存處所存放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各以新台幣        元為限，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08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約定： 遇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工作完成後或工程停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其他機具設備則應設置在上述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置放在河床外，並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河床。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所載財物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僅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0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 茲特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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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1邊坡（坡面）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一、自坍方地區挖除超過原設計之已開挖土石方所需費用。 二、未適時採取應有之適當措施，致邊坡/坡面工程遭受毀損所需修復費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2消防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被保險人應採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移動式滅火設備，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 使用噴燈或氣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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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2A裝修-裝潢消防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依相關法令設置消防滅火系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堪用狀況。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 使用噴燈或氣炬。 

3. 熱瀝青之施工。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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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3管理費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例。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4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茲約定： 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所承保工程之結構物或其一部分暨機械設備，肇因於同一設計錯誤(經加費擴大承保者)、材料瑕疵或工藝品質不良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扣除自負額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但對第六次以上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次及第二次事故 100% 第三次事故 80% 第四次事故 60% 第五次事故 50%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5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導致承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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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直接因營建其他部分工程所致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7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管溝、管線或豎井淤積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      公尺範圍為限。 二、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或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三、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否則本公司對該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8水井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水井工程，僅以因下列事故所致意外毀損滅失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颱風、洪水、淹水、坍方。 –噴井及噴口(CRATERING)。 –火災、爆炸。 –自流井或噴泉之水流。 –泥漿漏失。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井口崩塌，包括不正常壓力或膨脹性頁岩造成之套管壓潰。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承保事故之賠償金額，以至發生前條承保事故瞬間前，所放棄之完工部分已支出工料費為準，被保險人並應負擔自負額百分之十，但最低為新台幣       元。 三、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不包括： 

1.鑽架或其他鑽掘設備器材之毀損滅失。 

2.任何打撈費用。 

3.為恢復供水狀態而為之修理或洗井所需費用，包括井壁化學酸洗法或分離法等激井工作。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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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加保被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保險標的物：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但上開之財物以施工前狀況正常且已採適當安全防範措施者為限。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保險標的物，肇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之賠償責任，僅以其全部或部分倒塌所致者為限，未損及該財物之穩定(STABILITY)或使用者安全之外表損壞，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三、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2.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21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生費用概不負賠償之責： 

1.樁或擋土牆單元(ELEMENTS)，因施工位置錯誤偏差；打設或拔除時之損壞或廢棄；打樁設備或套管阻塞損壞而防礙施工，所需置換或矯正。 

2.矯正板樁不連接或分離。 

3.材料之任何析出或滲漏。 

4.填補空隙(孔隙)或補充流失穩定液。 

5.樁或基礎單元未通過承載試驗或未達設計承載能力。 

6.恢復斷面或尺寸。 二、本條款不適用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被保險人主張毀損滅失為天災所致者應負舉證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1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加繳保險費後，投保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附加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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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不論是否傾斜，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條款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至少每十天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時，應



 

第 102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七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條款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之規定條款。 

1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茲約定：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內所稱第三人建築物包括定作人所有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3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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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4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月卅一日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四、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5臨時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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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六級以下風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表
--Beaufort Scale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7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於抽排水費用不負賠償之責，但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為進行修理或置換所需者不在此限，而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8 植生工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植生工程之植物、肥料、農藥及噴植土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9賠付部份植生附加條款 茲約定： 被保險人對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除應負擔原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外，應另自行負擔植生工程之植物、肥料、農藥及噴植土毀損滅失之百分之      之自負額。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坍、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運棄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41疏濬即抽排水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溝渠、管涵、溪道、河床或海床等水路及水池、埤塘、水庫或湖泊淤積之泥砂、土石、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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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1.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2.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3.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二、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43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表--Beaufort Scale為準) 

2.對河床、海床淤積土石、泥砂、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二、被保險人應配合工程進度逐步依序完成碼頭、海堤、護岸及防波堤工程之設計斷面，以保護工程安全，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其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前項所稱設計斷面得不包括超過海堤堤頂面部分之胸牆。 三、海上拖放沉箱之基礎拋石，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該拋石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四、遇有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安全措施，保護堤頭及未完成設計斷面部分之安全。施工機具設備、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即移置陸上安全處所，否則本公司對颱風所致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約定： 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所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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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自負額： 損  失  次  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以上     損失之 50%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0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或設計錯誤、材料瑕疵、鑄造缺陷、工藝品質不良導致安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自承保工程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開始日起    個月為承保工程之保證期間，本公司在該保證期間內僅對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因安裝錯誤、設計錯誤或材料、器材鑄造之瑕疵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但對意外事故發生前已發現之錯誤或缺陷所為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條款承保範圍不包括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及直接或間接因火災、爆炸、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3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舊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茲約定： 安裝之機械設備倘非全新者，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一、歸因於以往之操作或使用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拆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契約已載明承保拆卸工程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非金屬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4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A) 

茲約定： 自碳氫化合物引進安裝場(廠)內起：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自負額仍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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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1.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 

    2.因管路過熱或破裂致重組設備(Reforming Units)之損失。 

    3.因過熱或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破裂致承保工程之損失。 

    4.未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或切斷安全裝置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或滅失。 

    5.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5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B) 

茲約定： 自碳氫化合物引進安裝場(廠)內起：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自負額仍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因管路過熱或破裂致重組設備(Reforming Units)之損失。 

    2.因過熱或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破裂致承保工程之損失。 

    3.未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或切斷安全裝置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或滅失。 

    4.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本公司對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所致者為限。對觸媒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6A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施工處所應依相關法令設置消防滅火系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堪用狀況。 

 (二)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使用噴燈或氣炬。 

     3.熱瀝青之施工。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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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206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防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被保險人應採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移動式滅火設備，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使用噴燈或氣炬。 

3.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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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207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三、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209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安裝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17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如管道或線路移動、破損、變形、土石泥砂或雜物淤塞、管溝沖蝕或坍陷等，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範圍僅以    公尺為限。 二、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否則本公司對該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2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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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300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於地面之下發生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載浮於水上時，發生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2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依運送人提貨單或其他契約規定應由運送人負責者，本公司僅對超過運送人應負責部份，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對保險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偷竊、搶奪、強盜或震動。 

(二)未送達、未能提貨、裝載不良或運輸工具之載重過量。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3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折舊率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八年以平均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高以重置價格之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4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公司對本保險單承保之水泥伴合車、幫浦車，僅限於在水泥拌合場或混凝土澆注處所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二、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所致之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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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6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7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於地面之下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8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於湖泊、池沼、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臨近處所作業時，被保險人應於使用後或停工時，將保險標的物置放在安全高地，否則本公司對其因洪水、漲水、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9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浦馬達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幫浦(泵)、馬達及其有關零件、配件，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10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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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A)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操作錯誤、技術不良、機械故障、失去平衡、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12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B)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發生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其損失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13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拖運及施救費用，本公司每一次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萬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401鍋爐保險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之新品價格，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倘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上述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 

402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單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若同一次意外事故受損鍋爐或壓力容器不止一項並分別訂有自負額時，被保險人應逐項分別負擔其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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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鍋爐保險鍋爐檢查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置時，被保險鍋爐或壓力容器獲有政府檢查單位或政府授權代檢單位發給之有效檢查合格證，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二、倘檢查合格證有效期限屆滿三個月內，被保險人已按規定申請複檢而能提出書面證明時，則該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仍負賠償責任。 三、保險標的物倘經複檢不合格而禁止使用者，本保險效力即行停止，俟修復完妥並再經檢查合格後，即恢復保險效力。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 

404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發生本保險單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直接所致被保險人自有、代人保管或管理財物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 

501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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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o E  Eo  

P  ＝ Po (0.3 E  Eo + 0.7 L Lo ) 

S  ＝ 續保時之保險金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金額 

E  ＝ 續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Eo ＝ 起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P  ＝ 續保年度之保費 

Po ＝ 起保年度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以上各項指數以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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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A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屬於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不論其投保與否。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502B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二、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第三人意外 責 任 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三、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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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五、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附加條款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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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A)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512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B)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          區域內存放、使用或運輸過程包括裝卸中，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513機械保險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514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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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任何附帶損失，如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尚未製成成品所節省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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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一)、(二)兩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三、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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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別計算。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516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壓力管線(Penstock)止水閥、再昇抽水機(Relift Pumps)發生本保險單承保之危險事故而爆炸造成淹水或淤積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517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坍崩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518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次，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上述標的物因砂之沖蝕、井之倒塌、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無水運轉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519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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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潤滑油或冷卻劑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其折舊率應參照製造廠商所訂標準及實際使用狀況計算。 

521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之輸送帶及鍊條，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但累計折舊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對輸送帶及鍊條之損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522機械保險金屬線及纜線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二、本公司對運送貨物之索道、纜線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523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照明燈泡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月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531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重繞線圈之費用，本公司按線圈及相關部份就其已使用時間扣除折舊後賠償之。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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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機械保險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汽缸襯墊、汽缸頭、活塞及其附件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533機械保險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氣渦輪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其實際價值以重置價格乘以 (1-  EL  NLE )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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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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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機械保險壓印板(platen 

press)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壓之部份徹底檢修，並請專家作非破壞檢驗
(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本公司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及檢驗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及檢驗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43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 750KW以上之 2極馬達或 1000 KW以上之 4極馬達，在操作 8000小時或起動 500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達則應在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44機械保險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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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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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45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90機械保險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第五條第(二)項刪除並改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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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耐火磚、耐火材料、隔熱材料、保溫材料、皮帶、鍊條、輸送帶、壓碎面、磨碎面及其它高損耗或高折舊零組件之損失。 

3.玻璃、陶瓷、繩索、金屬線、毛毯、編織物、橡皮及其製造品之損失。 

4.各種工作媒質，如燃料、觸媒、潤滑油、冷卻劑之損失。 

60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濕度及煙霧之感應設施，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上述警鈴、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切斷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0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承保標的物之各種真空管(tube、valves)，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二、前條所稱真空管之實際價值，按其管齡、操作時間或次數，以其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1.(1)醫學診斷設備之固定陽極 X光管及無計數設備之旋轉型陽極 X光管(stationary anode x-ray tubes in single-tank setup and 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out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2)皮膚或近層放射性醫療之 X射線管(surface and close-range radio-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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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像放大真空管(video amplifier tubes)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18 100 
<  20 90 
<  23 80 
<  26 70 
<  30 60 
<  34 50 
<  40 40 
<  46 30 
<  52 20 
<  60 10 
>  60 0 

2.醫學診斷設備附有鉛封計數器之旋轉型陽極 X射線管(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 Lead-sealed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操作次數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10,000   100 
<  12,000   90 
<  14,000   80 
<  16,000   70 
<  19,000   60 
<  22,000   50 
<  26,000   40 
<  30,000   30 
<  35,000   20 
<  40,000   10 
>  40,000   0 

3.深層醫療之 X射線管(deep 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400      18      100 
<    500      22       90 
<    600      26      80 
<    700      30      70 
<    800      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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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40      50 
<   1,000      45      40 
<   1,100      50      30 
<   1,200      55      20 
<   1,300      60      10 
>   1,300      60      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4.醫學診斷設備之其他真空管(valve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33 100 
<  36 90 
<  39 80 
<  42 70 
<  45 60 
<  48 50 
<  51 40 
<  54 30 
<  57 20 
<  60 10 
>  60 0 

5.材料驗設備之 X射線管(X-ray tubes and valves for material testing equipment)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300    6      100 
<     380      8      90 
<     460      10      80 
<     540      12      70 
<     620      14      60 
<     700      16      50 
<     780      18      40 
<     860      20      30 
>     860      20      2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6.電視設備之影像及檢波管(picture and pick up tubes) 使用滿 12個月後，電視設備影像及檢波管之實際價值依重置價格按月折舊百分之三，但最低實際價值為重置價格之百分之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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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各型真空管之實際價值，參照製造商或供應商之資料計算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60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 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五,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60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下列事項仍不負賠償責任： 一、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車輛內者，不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0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606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洪水、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保險標的物存放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者，被保險人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人員檢測記錄，保持隨時可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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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單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60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及天災所致者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火災或「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620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理賠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四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恢復受損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所需重新置換或重製資料之費用，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系統或程式之重新設計費用。 倘喪失之資料無需重製或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後十二個月內未予重製者，本公司對重製資料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二)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金額仍依照原約定保險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 



 

第 12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62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五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三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繼續作業，開始使用與受損保險標的物相同或類似功能替代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之日起     個月補償期間內，實際發生之必要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本保險單電腦額外費用險明細表所載「員工加班費」改為「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之運費，負賠償責任，但以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 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其自使用替代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之日起      日內發生之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運費，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三)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金額依照原約定保險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63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直接因閃電、雷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行物體之碰撞或其墜落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絛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機械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或失靈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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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不在此限。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度、濕度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上述警鈴、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6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泥、油漆、土方、或其類似工作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7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特別零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或缺失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外來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 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數，以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1)附有高壓計時固定陽極 X光管 附有計數設備旋轉型陽極 X光管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次數(小於)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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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10,000 100 
 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2)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55      30 
57      20 
60      1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本體損失險。 

6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氣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氣體、水電供應之中斷或不正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6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X光軟片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 X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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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人，放棄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6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器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對於已停止生產或無法購得零件者，其補償期間應按修理或置換市面現有類似功能型式之設備所需期間計算，但不得超過本保險單所附「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66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之國外製之機器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倘需自國外取得零件設備或聘僱專家致延遲修復者，其補償期間以 28天為限。但本公司之補償期間包括上述增加之期間，應不超過本保險單所附「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66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條承保範圍之適用，應以電子設備本體已投保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為要件。但實際承保之保險單「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範圍與本保險單第一條抵觸時，以本保險單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9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列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1.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滑、調整及更換零組件。 

2.機器功能衰退、老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理、矯正及更換零組件。 二、維護、保養之費用不屬於本保險單承保之範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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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茲經雙方約定，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本附加條款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三條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不負給付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其損失非屬本附加條款之損失，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附加條款有關之約定與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依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辦理。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論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論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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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A00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之保險責任自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以卅天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機械設備安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保險標的物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本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機械設備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1A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A)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A)」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施工方法的改變或不可預期的地質狀況或障礙物所作的變更而發生之費用。 二、為改善或穩定地質狀況或為止水所需採取必要措施而發生之費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三、已開挖或超過原設計斷面的挖方移除及所需的空隙回填之費用。 四、抽排水費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五、抽排水系統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可避免之毀損或滅失所發生之費用。 六、放棄或復原隧道鑽掘機所發生之費用。 七、因開挖支撐或平衡土壓所用之皂土、穩定液、懸浮液或其他任何藥劑、媒介及物質之損失所發生之費用。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直接受損範圍：係指已開挖段發生結構物倒塌或地盤坍塌之區段，以及因外來土石造成淤積之區段。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所有工作面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以每一次意外事故總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其賠償金額以修復承保標的至相當於毀損瞬間前之標準或狀況所需費用為限，最高賠償金額（包含拆除清理費用）為直接受損範圍原設計施工費的       ％或以每公尺        元計算，並以兩者金額較低者為準。 上述直接受損範圍的原設計施工費用以該受損區段內主要地盤類別之每公尺原有平均施工費推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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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1B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B)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B)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施工方法的改變或不可預期的地質狀況或障礙物所作的變更而發生之費用。 二、為改善或穩定地質狀況或為止水所需採取必要措施而發生之費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三、已開挖或超過原設計斷面的挖方移除及所需的空隙回填之費用。 四、抽排水費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五、抽排水系統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可避免之毀損或滅失所發生之費用。 六、放棄或復原隧道鑽掘機所發生之費用。 七、因開挖支撐或平衡土壓所用之皂土、穩定液、懸浮液或其他任何藥劑、媒介及物質之損失所發生之費用。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直接受損範圍：係指已開挖段發生結構物倒塌或地盤坍塌之區段，以及因外來土石造成淤積之區段。 第三條 自負額 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隧道工程之自負額，分別適用於每一隧道之每一開挖工作面。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最高賠償金額（包含拆除清理費用）為直接受損範圍原設計施工費的       ％或以每公尺        元計算，並以兩者金額較低者為準。 上述直接受損範圍的原設計施工費用以該受損區段內主要地盤類別之每公尺原有平均施工費推算之。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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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A03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4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二、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三、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之毀損或滅失。 四、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五、夯實不足引起之沉陷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裂縫或滲漏。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5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肇致下開結構物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該結構物於施工前狀況正常，且採取適當安全防範措施，施工前被保險人並已將其書面檢查報告提供本公司者為限。 

(結構物名稱)：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肇因承保工程規劃設計之錯誤或遺漏所致毀損滅失。 二、未損及工作物穩定或使用安全之裂縫。 第三條  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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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6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對承保工程之填方、挖方、挖填方、溝渠、渠道、道路或擋土牆，其同時施工中之總長度以不超過      公尺為限，否則本公司對施工中工程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僅以上述約定總長度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7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等，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    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各以新台幣        元為限，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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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8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工作完成後或工程停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其他機具設備則應設置在上述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係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二、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儲存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置放在河床外，並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河床。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於前條所載財物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僅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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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A10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1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 自坍方地區挖除超過原設計之已開挖土石方所需費用。 二、 未適時採取應有之適當措施，致邊坡/坡面遭受毀損所需修復費用。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2A消防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消防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第 135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設備；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七、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 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第三條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2B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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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熱瀝青之施工。 四、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 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第三條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3管理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管理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4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所承保工程之結構物或其一部分暨機械設備，肇因於同一設計錯誤(經加費擴大承保者)、材料瑕疵或工藝品質不良原因所致承保工程其他無缺陷部分，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扣除自負額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但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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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次以上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次事故 100% 第二次事故 50%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5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導致承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直接因營建其他部分工程所致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等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及因管溝、管線或豎井等淤積堵塞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開挖部分長 度       公尺範圍為限。但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二、 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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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8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水井工作，僅以因下列事故所致意外毀損滅失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二、 颱風、暴風雨、洪水、淹水、坍方。 三、 火災、爆炸。 四、 噴井(含水流、土石或氣體等之噴出)。 五、 自流井之水流。 六、 泥漿漏失。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七、 井體崩塌，包括不正常壓力或膨脹頁岩造成之套管壓潰。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不包括： 一、 鑽架或其他鑽掘設備器材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打撈費用。 三、 為恢復供水狀態而為之修理或洗井所需費用，包括井壁化學酸洗法或分離法等激井工作。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因第一條事故受損之水井工作如有必要放棄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發生事故瞬間前之工料費為準，被保險人並應負擔自負額百分之十，但最低為新台幣 

         元整。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9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財物：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但上述之財物以施工前狀況正常且已採適當安全防範措施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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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公司對於前項財物，肇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之賠償責任，僅以其全部或部分倒塌所致者為限，使用者安全之外表損壞或未損及該財物之穩定(STABILITY)，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一、 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二、 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21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生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 樁或擋土牆單元(ELEMENTS)，因施工位置錯誤偏差；打設或拔除時之損壞或廢棄；打樁設備或套管阻塞損壞而防礙施工，所需置換或矯正。 二、 矯正板樁不連接或分離。 三、 材料之任何析出或滲漏。 四、 填補空隙(孔隙)或補充流失穩定液。 五、 樁或基礎單元未通過承載試驗或未達設計承載能力。 六、 恢復斷面或尺寸。 本附加條款不適用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被保險人主張毀損滅失為天災所致者應負舉證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A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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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保險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保險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保險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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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七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A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B)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保險(B)」（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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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但最少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建築物為巷道、防火巷或中庭隔離者，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第七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 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八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A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B)」內所稱第三人建築物包括定作人所有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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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3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三、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第三條 自負額 一、 五至十一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主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五月 六月 七、八、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倍    數 1.5 1.8 2.0 1.8      1.5 二、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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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4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三、 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一月卅日間，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四、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第三條 自負額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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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A35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6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風力分級係以蒲福風級表 – Beaufort Scale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7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抽排水費用不負賠償責任，但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為進行修理或置換所需者不在此限，而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8 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植生材料如植物、種子、肥料、農藥及噴植土等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第 146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A39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對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植生材料如植物、種子、肥料、農藥及噴植土等毀損滅失之百分之      之自負額。 倘植生材料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植生材料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      之自負額。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塌、坍方、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運棄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1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第二條 賠償限額及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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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50%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3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 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風力分級係以蒲福風級表--Beaufort Scale為準) 二、 對河床、海床淤積土石、泥砂、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第三條 賠償限額 一、 被保險人應配合工程進度逐步依序完成碼頭、海堤、護岸及防波堤工程之設計斷面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前項所稱設計斷面得不包括超過海堤堤頂面部分之胸牆。 二、 海上拖放沉箱之基礎拋石，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該拋石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三、 遇有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安全措施，保護堤頭及未完成設計斷面部分之安全。施工機具設備、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即移置陸上安全處所，否則本公司對颱風所致之任何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四、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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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損  失  次  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含)以上 損失之 50%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0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或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等原因，導致安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1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自承保工程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開始日起    個月為承保工程之保證期間，本公司在該保證期間內僅對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因安裝錯誤、設計錯誤、材料瑕疵、器材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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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直接或間接因火災、爆炸或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對意外事故發生前已存在之錯誤或瑕疵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3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安裝之機械設備倘為已使用過者，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毀損或滅失可歸因於以往之操作或使用。 二、因拆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契約已載明承保拆卸工作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非金屬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 第二條 保險金額 已使用過之機械設備，其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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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B04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第一條 前言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試車期間，導入烴(Hydrocarbons)起，適用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 二、 重組設備(Reforming Units)因管路過熱或管路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 承保工程因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過熱或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 承保工程因切斷安全裝置或故意不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 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第三條 自負額 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5烴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第一條 前言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烴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試車期間，導入烴(Hydrocarbons)起，適用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公司對觸煤(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所致者為限。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除主保險契約約定之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重組設備(Reforming Units)因管路過熱或管路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承保工程因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過熱或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 承保工程因切斷安全裝置或故意不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 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第四條 自負額 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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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6A消防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消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述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 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 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七、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第 152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第三條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6B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況。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 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 熱瀝青之施工。 四、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第三條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第 153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7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規定，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等，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    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9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安裝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鋪設之管線等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及因管溝、管線或豎井等淤積堵塞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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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 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二、 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開挖部分長度      公尺範圍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21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B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A)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安裝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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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保險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保險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 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保險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七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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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B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B)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且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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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建築物為巷道、防火巷或中庭隔離者，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第七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 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八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B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B)」內所稱第三人建築物包括定作人所有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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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第二條 自負額及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50%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0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於地面之下發生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1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載浮於水上時，發生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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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二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損失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依運送人提貨單或其他契約規定應由運送人負責者，本公司僅對超過運送人應負責部份，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保險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偷竊、搶奪、強盜或震動。 二、未送達、未能提貨、裝載不良或運輸工具之載重過量。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C03A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新品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       年以平均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高以其新品重置價格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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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C03B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新品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       年以        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高以其新品重置價格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4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水泥拌合車、幫浦車，僅限於在水泥拌合場或混凝土澆注處所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5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6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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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C07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責任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鑽頭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於地面之下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8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於湖泊、沼澤、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鄰近處所作業時，被保險人應於使用後或停工時，將保險標的物置放在安全高地，否則本公司對其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9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幫浦(泵)、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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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C10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11起重吊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起重吊桿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操作錯誤、技術不良、機械故障、失去平衡、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蒲福風級表(The Beaufort Scale)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12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發生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其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13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拖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拖運及施救費用，本公司每一次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萬元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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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D01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第一條 保險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該標的物之新品重置價格。 第二條 不足額保險 倘主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上述新品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新品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之新品價格，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D02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應先行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若同一次意外事故受損鍋爐或壓力容器不止一項並分別訂有自負額時，被保險人應逐項分別負擔其自負額。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D03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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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D04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發生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直接所致被保險人自有、代人保管或管理財物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01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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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o E  Eo  

P  ＝ Po (0.3 E  Eo + 0.7 L Lo ) 

S  ＝ 續保時之保險金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金額 

E  ＝ 續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Eo ＝ 起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P  ＝ 續保年度之保費 

Po ＝ 起保年度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以上各項指數以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數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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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E02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主保險契約第一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不論其投保與否。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02B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時，除本附加條款第二條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第四條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上述人員家屬之體傷、疾病或死亡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三、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主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如下： 第三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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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責 任 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第五條  特別約定 一、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二、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三、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與超過金額之比例分攤。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1可移動機械設備
(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主保險契約所載處所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約定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2可移動機械設備
(含運送)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 

             區域內存放、使用或運輸過程包括裝卸中，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約定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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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E13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4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燃機或氫冷發電機爆炸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5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任何附帶損失，如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 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尚未製成成品所節省之成本。 二、 為被保險人所經銷者－以其新品重置價格為限，且不得超過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任何所節省之成本。 三、 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瞬間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一、二兩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金額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第四條 不足額保險 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別計算。 第五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



 

第 16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準。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6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壓力管線(Penstock)、止水閥、再升抽水機(Relift 

Pumps)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危險事故而爆炸造成淹水或淤積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7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坍方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8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第一條 特別約定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次，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砂之沖蝕、井之倒塌、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空轉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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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E19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20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潤滑油或冷卻劑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其折舊率應參照製造廠商所訂標準及實際使用狀況計算。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21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之輸送帶及鍊條，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但累計折舊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對輸送帶及鍊條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22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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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於運送貨物之索道所使用的非傳輸電力之纜線發生之損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23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照明燈泡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照明燈泡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月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31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重繞線圈之費用，本公司按線圈及相關部份就其已使用時間扣除折舊後賠償之。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32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汽缸襯墊、汽缸頭、活塞及其附件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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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E33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氣渦輪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其實際價值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 (1-  EL  NLE )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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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E = Normal life expectancy = 正常預期壽命，即根據製造廠商訂定之可使用工作時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E42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應力之部份徹底檢修，並請專家做非破壞檢驗(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本公司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43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馬達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 750KW以上之二極馬達或 1000 KW以上之四極馬達，在操作 8000小時或起動 500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達則應在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44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 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二) 水輪機及水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但至少每兩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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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45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46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引起之爆炸或化學性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保險標的物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工作必須拆除其他財物時，本公司對其拆除及恢復原狀所需費用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以新台幣__________元為限。 第二條 承保標的物 一、本附加條款之建築物基本資料如下表: 建築物之名稱  建築物之地址  樓板總面積                      m2 建築物之用途  建築物之樓數(地上及地下) 地上    層，地下    層 建築物之完工年月          年      月 二、設置於本附加條款所載建築物之下列機械設備，均為保險標的物，無需逐一載明。 設備名稱 機械、機械設備或裝置 空調設備 暖氣機、冷凍機、冷却水塔、冷氣機、空調機、空氣幕裝置、送風機、附屬幫浦等。 電氣設備 變壓器、配電盤、控制監視盤、繼電器盤、繼電器、變流器、開關器、電容器、反應器、充電設備、不斷電系統、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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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碍子、碍管、保護裝置、開關器用空氣壓縮機、支撐架、母線、配線、照明用器具、緊急發電設備、送信/受信設備、電鐘裝置、電話交換機、天線設備、訊號裝置、避雷針裝置、接地裝置、導體、保全系統、防災中心設備、火災警報系統、警報裝置等。 給水、排水、衛生、消防設備 

(不含鍋爐) 給水設備、熱水供給設備、鍋爐附屬裝置、太陽能系統、衛生設備、飲用水設備、排水設備、深水井、污水處理設備、撒水設備、各種消防設備等。 昇降設備 電梯、電扶梯、貨梯等。 其他之設備 自動門設備、活動百葉門窗(SHUTTER)裝置、垃圾處理設備、塵埃燒却設備等。 附屬於上列各設備之配線、配管、管道設備。 第三條 通知之義務 保險金額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四條規定調整保險金額。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90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五條第(二)款刪除並改訂如下： 一、鑽、模具、刀具、夾具、鋸條、磨輪、蝕刻之滾筒及其他可替換工具之損失。 二、耐火磚、耐火材料、隔熱材料、保溫材料、皮帶、鍊條、輸送帶、壓碎面、磨碎面及其它高損耗或高折舊零組件之損失。 三、燈泡、玻璃、陶瓷、繩索、金屬線、纜線、毛毯、編織物、橡皮及其製造品之損失。 四、各種工作媒質，如燃料、觸媒、潤滑油、冷卻劑之損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2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各種真空管(tube & valves)，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二條 實際價值 一、 本附加條款所稱真空管之實際價值，按其管齡、操作時間或次數，以其新品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一)  醫學診斷設備之固定陽極 X光管及無計數設備之旋轉型陽極 X光管(stationary anode x-ray tubes in single-tank setup and 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out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二)  皮膚或近層放射性醫療之 X射線管(surface and close-range radio-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三)  影像放大真空管(video amplifier t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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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18 100 
<  20 90 
<  23 80 
<  26 70 
<  30 60 
<  34 50 
<  40 40 
<  46 30 
<  52 20 
<  60 10 
>  60 0 
 二、 醫學診斷設備附有鉛封計數器之旋轉型陽極 X射線管(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 Lead-sealed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操作次數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10,000    100 
<  12,000    90 
<  14,000    80 
<  16,000    70 
<  19,000    60 
<  22,000    50 
<  26,000    40 
<  30,000    30 
<  35,000    20 
<  40,000    10 
>  40,000    0 三、 深層醫療之 X射線管(deep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400      18      100 
<  500      22      90 
<  600      26      80 
<  700      30      70 
<  800      35      60 
<  90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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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  1,000      45      40 
<  1,100      50      30 
<  1,200      55      20 
<  1,300      60      10 
>  1,300      60      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四、 醫學診斷設備之其他真空管(valve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33 100 
<  36 90 
<  39 80 
<  42 70 
<  45 60 
<  48 50 
<  51 40 
<  54 30 
<  57 20 
<  60 10 
>  60 0 五、 材料試驗設備之 X射線管(X-ray tubes and valves for material testing equipment)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300      6      100 
<  380      8      90 
<  460      10      80 
<  540      12      70 
<  620      14      60 
<  700      16      50 
<  780      18      40 
<  860      20      30 
>  860      20      2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六、 電視設備之影像及檢波管(picture and pick up tubes) 使用滿 12個月後，電視設備影像及檢波管之實際價值依新品重置價格按月折舊百分之三，但最低實際價值為新品重置價格之百分之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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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七、 其他各型真空管之實際價值，參照製造商或供應商之資料計算之。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3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竊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4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共同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車輛內者，不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5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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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共同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所致損失者亦不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特別約定 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第四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6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淹水、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特別約定 保險標的物存放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者，被保險人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人員檢測記錄，保持隨時可用狀態。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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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F07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三年。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8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三年。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31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 直接因閃電、雷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 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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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四、 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行物體之碰撞或其墜落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32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機械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或失靈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33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34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空調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主保險契約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不在此限。 一、 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 裝有偵測溫度、濕度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三、 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 上述警鈴、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 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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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F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36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泥、油漆、土方或其類似工作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37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個別零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或缺陷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外來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實際價值之約定 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數，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一、 附有高壓計時固定陽極 X光管 附有計數設備旋轉型陽極 X光管 實際價值佔 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時間(小時)  

400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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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二、 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55      30 
57      20 
60      10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61X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X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 X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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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約定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同意使用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人，放棄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補償期間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陳舊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電子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對於已停止生產或無法購得零件者，其補償期間應按修理或置換市面現有類似功能型式之設備所需期間計算，但不得超過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補償期間。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64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第一條 補償期間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修復延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國外製造之電子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倘需自國外取得零件設備或聘僱專家致延遲修復者，其補償期間以 28天為限。但本公司之補償期間包括上述增加之期間，應不超過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補償期間。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租賃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條承保範圍之適用，應以電子設備本體已投保基本條款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為要件。但實際承保之主保險契約「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範圍與主保險契約第一條牴觸時，以主保險契約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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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特別約定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列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一、 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滑、調整及更換零組件。 二、 機器功能衰退、老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理、矯正及零組件更換。 第二條 除外不保 維護、保養之費用不屬於本保險契約承保之範圍。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1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 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一、二兩款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三)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恐怖主義：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 18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3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意外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4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5A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    ，亦為主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否則本公司對因承保工程實際與預定進度偏離      天以上所致及因而擴大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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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5B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    ，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並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完成                            ，否則本公司對                             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6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所增加之加班、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空運及租船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第三條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 本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前項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7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修復受損標的物所需之空運費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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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四條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空運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8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耐震設計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地震所致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應提供相關圖說及計算書，證明承保工程已充分考慮耐震因素，並按主管機關或相關工程學會團體建議或制定之規範設計，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9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地震、火山爆發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0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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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2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八級(含)以上風力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風級—Beaufort Scale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3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在下開處所儲存，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儲存處所：                                                                 第二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為申請保險理賠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於加鎖之安全圍籬或倉庫／房間內。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四、 倉庫、材料儲存或加工場所均應設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五、 第四款所載場所設施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財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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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4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5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6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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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第一條 代位求償權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同意放棄對                     之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8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第一條 預付賠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預付賠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經本公司理算後，其損失金額已確定部份，得先預付部份賠款予被保險人，惟該先行預付之賠款須於理算完成後由應賠付之金額中扣除。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指定公證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如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選定                 為災損之保險公證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0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第一條 保險費分期交付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保險契約保險費得分期交付。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需於保險責任開始之日起 

         日內交付，本公司同意先行交付保險單。 二、 分期繳費之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或兌現時，自通知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保險契約自寬限期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內發生保險事故者，本公司仍負保險賠償責任，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仍應交付欠繳之保險費。 三、 倘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事故，賠款金額超過總保險費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交付未到期之分期保險費，本公司始進行後續之賠款處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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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21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裝卸安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裝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裝卸物重量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 操作人員應持有合格執照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三、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至解除期間，應停止任何裝卸作業，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二、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不固或不當。 三、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四、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第 191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23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三、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舶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四、本保險契約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五、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4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抽排水及泥砂清除所需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5共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共保比例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共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係由下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保，各按承保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有關承保及理賠事項由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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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比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共同被保險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為本保險契約之共同被保險人，本公司對各被保險人分別就其保險利益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7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僅以附貼於主保險契約之明細表所載項目為限；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僅以上述承保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8抽水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抽水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施工處所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測並保存記錄，維持隨時可用狀態，否則本公司對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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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優先給付債權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債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優先給付                 ，但以其對保險標的物持有之債權範圍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30受益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指定受益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受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為本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逕付受益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31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通知定作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應將損失發生日期及賠償金額以書面通知定作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32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中途投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本保險契約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前之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34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倘保險標的物增加之保險金額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    以內者，自動納入承保範圍。但被保險人應於一個月內將增加之保險項目及金額書面送達本公司，並依照原保險費率就增加之保險金額加繳保險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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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35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第一條  四十八小時查勘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本公司接獲被保險人通知後，應即派員並得會同公證公司趕赴現場會勘。除緊急搶修外，如未於四十八小時內勘查，則由被保險人自行拍照、清除及修復，本公司應依據被保險人提供之照片及實際修復費用資料，按主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36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工程性質包括一種以上者，應分別適用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不止一種性質之工程發生損害時，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自負額以其中最高者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0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第一條  停止保險效力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工程因                           停工，保險效力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停止。俟工程復工時，被保險人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恢復保險效力。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1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第一條  恢復保險效力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工程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恢復保險效力，原保險期間延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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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42A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第一條  延長保期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加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延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2B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第一條 延長保期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加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延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承保標的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3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第一條  變更保期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加(減)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所載日期變更為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4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第一條  終止保期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本公司退還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自民國    年    月 

    日起終止。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5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增加保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加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          之原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整，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增加為新台幣            元整，計加保新台幣           元整。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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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6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     之原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整，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減少為新台幣       元整，計減保新台幣        元整。 基於前項事由，本公司退還被保險人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7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更改為                             。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8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定作人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定作人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9 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該損失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之專業技術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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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二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主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專業技術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0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以後承保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之餘額為限。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金額。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及附加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1 網際網路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網際網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損失： 一、 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毀損滅失，或因原始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刪除、毀壞或變異所致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的任何改變而發生損失，以及因而導致營業中斷之損失。但直接因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直接「實質損失」所致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因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功能、可用度、使用範圍或存取能力之損傷而產生之毀損滅失，以及因而導致營業中斷之損失。但直接因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直接「實質損失」所致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功能、可用度、使用範圍或存取能力之損傷，不在此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財物損失：係指保險標的物之「實質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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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2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第二項承保之施工機具設備，其明細、保險金額及自負額如下表： 施工機具設備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編號 名稱 廠牌 製造 年份 型式 引擎/ 製造號碼   

        施工機具設備之總保險金額：（新台幣元） 明細表所載之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金額低於主保險契約規定之施工機具設備新品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施工機具設備操作者依法應由合格執照之人員擔任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否則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因人員操作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機具設備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施工機具設備於湖泊、池沼、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臨近處所作業，遇有中央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豪雨特報、大豪雨特報或超大豪雨特報期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於安全高地處，否則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淹水、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係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三、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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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3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採取安全防護措施以防範意外事故之發生，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損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未妥當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 二、夜間未妥當設置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或於必要時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 三、施工設置之標誌、標線、號誌未經常維護管理，保持清晰完整及有效性能。 四、施工場所之周圍未設置適當之防護圍籬，並於明顯位置裝設警告標示。 五、工程完竣後，未立即撤除並將障礙物清除。 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種類、作用、設置、設計、佈設、劃設、應用及妥適性等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為準。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4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機電設施（包含但不限於水電、消防、空調、升降梯等設施），直接或間接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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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55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吊卸物，於吊卸過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事項，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吊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吊卸物重量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 吊卸機具設備之操作者依法應有合格執照之人員擔任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對吊卸物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30A受益人附加條款
(甲式) 

茲約定： 

        保險期間保險單若有更改，應通知受益人。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40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未經定作人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

理。 臺灣產物 040A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未經甲方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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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040B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丙式) 

茲約定： 

        保險期間非經受益人同意不得變更本保險單內容，惟屬保險期間加長 或變更內容係有利於受益人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 040C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丁式) 

茲約定： 

        未經       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41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應將        (招標機關)列為被保險人之一。 二、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所指之第三人包括但不限於        (招標機關)及其委託之監造人員。 三、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須先通知        (招標機關)， 

        (招標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  

(招標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且三年內        (招標機關)並得拒絕接受其具保之保險單。 四、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        (招標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      

(招標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五、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六、特別約定事項效力優於原條款。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1A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一、保險期間內，如因故必須變更被保險人（即承攬廠商）時，保險公司應依照定作人（即臺北市政府及        ）通知辦理變更。 二、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須先通知定作人，定作人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定作人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且爾後三年內定作人並得拒絕接受其具保之保險單。 三、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定作人同意不生效力。 四、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聲請自保險金中抵銷。 五、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所指之第三人包含但不限於定作人及定作人之受僱人、受任人、受委託之監造人員。 六、特約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第 202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043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擴大包括業主、業主之員工、業主之代理人、設計師及監工。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3A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應含廠商、分包廠商、        及其他任何人員，並包括鄰近財物險。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46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貨物除外）的變動、增加或改良致實際現金價值增加者均予自動承保，惟以不超過各該項保險標的物金額百分之十為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每三個月後七天內將保險標的物實際現金價值通知本公司憑以計算保險費，如逾規定通知之日不為通知時，本公司即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作為該三個月之保險金額據以計算保險費。 三、保險標的物實際現金價值之增加幅度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十範圍時，被保險人得隨時通知本公司並申請辦理批加保險金額，未經被保險人申請辦理批改時，本公司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該項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十之增加部份不予自動承保。 四、本公司於簽發本保險契約時，以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計算全年應付保險費，被保險人應先交付之。保險期間屆滿時，如全年累計應付保險費超過已付保險費，被保險人應補交該超過部份之保險費。 五、保險事故發生需予理賠時，如保險標的物之實際現金價值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被保險人應補交該增加部份之保險費。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以該項保險標的物之實際現金價值超過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之部份計算之，該超過部份並以保險金額百分之十為限。 

(二)計算期間以自保險標的物實際現金價值超過保險金額之日至保險契約到期日止。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6A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如損失發生當時之實際總價款超過預估之總價款，則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項下之保險金額亦自動加保其超出預估部份之金額，惟該自動加保之金額以不超過原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其他條件仍適用本保險單條款之規定。被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單到期後壹個月內，將實際總價款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調整保費之依據。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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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047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時， 本公司即自動恢復各該受損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但理賠金額以不超過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就其理賠金額部份至保險單期滿日止，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計算加交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7A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約定保險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時，各 該受損標的物之保險金額自動恢復，但被保險人應交付自保險標的物回復原 狀之日起計算至保險契約到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48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因承保事故發生所致承保標的物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回復該毀損或滅 失之標的物，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鑑定費用，或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法 定之專業技術費用，本批單亦予承保在內，但本公司對於前項專業技術費用 之賠償金額每一事故以損失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以 損失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 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 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批單承保範圍內。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49七十二小時單一事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颱風、暴風、洪水、地震、土崩、岩崩及地陷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 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辦 理。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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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050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第一條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 人為進行修復工作所增加之拆除或清理費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 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 幣      元整。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51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卸置於施工處所之包裝機器材料，被保險人必須檢查該包裝是否於運輸之途中已遭毀損之跡象。若有已遭毀損之跡象，被保險人應立刻打開包裝並檢查該機器材料是否遭毀損。若發現損失應立即通知貨物水險之保險公司。 但從機器材料的包裝上並無明顯的跡象顯示係由於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且無法明顯知道該損失是在抵達工地之前或之後發生時，被保險人應立刻通知貨物水險與本保單之保險公司。該二家保險公司同意以 50%：50%共同賠負責任，且兩張保險單上之自負額亦對半適用。惟上述條款必須基於下列要件： 

(一)貨物水險保單必須包含前揭內容或協議，但貨物水險保單無前述內容或協議時，本公司僅就損失之 50%部分，依本保單相關規定賠付。 

(二)必須是發生本保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51A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致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毀損或滅失，並於貨物水險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後始發現者，經適當調查仍無法判定損失發生時間是在貨物水險保險契約終止之前或之後，若貨物水險保險契約之保險人同意負擔百分之五十之損失賠償責任，本公司亦同意負擔百分之五十之損失賠償責任。 本損失分攤責任之約定不影響本公司與貨物水險之保險人對損失分攤比例之最後約定。 若本保險契約與貨物水險保險契約各有不同自負額約定時，雙方保險人於賠償各自之百分之五十損失時，應扣除各自約定自負額之百分之五十。 本條款僅限於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物運抵承保處所時，對所有保險標的物及容器必需依實際情況儘速進行查驗是否有明顯破損，始得適用。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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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133A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133B水利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並於四十八小時內通知本公司，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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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23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於保險期間內，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
(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5.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5A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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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P23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三、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舶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四、本保險契約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五、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49A 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該損失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之專業技術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第二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 第三條 自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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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五條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主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專業技術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5A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吊卸物，於吊卸過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事項，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吊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吊卸物重量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 吊卸機具設備之操作者依法應有合格執照之人員擔任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第七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八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對吊卸物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0D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戊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約定：本保險單非經        同意，不得變更與終止，並對        及其員工放棄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不保事項 同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基本條款。 第三條  通知義務 同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基本條款。 第四條  理賠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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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同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基本條款。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0E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己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提前終止，未經取得          事先同意者，不生效力。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直接因安裝其他部分工程所致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



 

第 210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1A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 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一、二兩款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三)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恐怖主義：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四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 211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A34A橋樑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三、 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一月卅日間，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四、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第三條 自負額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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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040F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庚式) 茲約定：         保險期間內未經       同意之任何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53 加保舊機器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公司對非全新之保險標的物，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54 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承保範圍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55 保險金額自動異動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 保險期間內辦理加退保，僅提供應加退保之保險金額，不予加退費。 二、 前述加退保之異動金額，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56 保險金額約定基礎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如遇保險事故發生時，需依被保險人提供之財產明細及所載「取得原價」為計算依據。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4A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    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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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1C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保險(C)」（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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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建築物為巷道、防火巷或中庭隔離者，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第七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 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八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B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且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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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建築物為巷道、防火巷或中庭隔離者，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三、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四、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第七條 損害防阻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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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 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四、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八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041B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丙式) 茲約定： 一、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應先通知機關，機關得視事故之 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三、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臺灣產物 058 台船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須先通知招標機關，招標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招標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且三年內招標機關並得拒絕接受其具保之保險單。 二、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三、特約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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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A42A竊盜損失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第二條 賠償限額及自負額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四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        損失之 50%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1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賠償金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C1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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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1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1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一)項及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十條第(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不論是否傾斜，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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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條款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至少每十天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七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條款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之規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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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1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乙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1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乙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一)項及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十條第(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四、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五、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六、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不論是否傾斜，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條款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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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至少每十天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七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條款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之規定條款。 臺灣產物 059 施工處所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所載明之施工處所包括但不限於承保工程所座落之地點。 二、本保險單承保工程之施工處所如下列：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61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何一次    ____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9 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F09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氣體、給水或電力供應不正常或中斷引起之火災、煙燻或爆炸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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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314起重吊桿附加條款(C)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發生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其損失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本公司對每一次事故之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臺灣產物 022A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1.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2.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不固或不當。 

3.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4.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三、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62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對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部分，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概以     天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63加保鄰近工程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本公司對於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營建中之工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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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64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 茲約定：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064 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加保下列事項： 一、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七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二、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八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三、「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其屬乙方事由所致者，其所增加保險費用概由乙方自理。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315機具損失賠償限額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承保範圍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應按該標的物保險金額與重置價格之比例(保險金額/重置價格)分攤該意外事故之損失，本公司僅就前述理算金額扣除自負額部分負賠償責任，且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若發生事故後以國產零件替換修復者，則不受標的物保險金額與重置價格之比例分攤損失之限制，保險期間內之賠償金額仍以標的物保險金額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臺灣產物316起重吊桿附加條款(D)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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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034A 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倘承保工程之承攬契約變更而增加價款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五以內者，經被保險人將變更金額電傳本公司後立即生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F10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F10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本保險單所載地址範圍內，保險標的物由原置存處所遷移至其他置存處所，因被保險人之疏忽未事先通知本公司，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該遷移之保險標的物仍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應於知悉遷移事實後，立即通知本公司，必要時自遷移日起調整保險金額或保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4A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44A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損  失  次  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 第二次 損失之   % 第三次(含)以上  損失之   %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67 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被保險人於損失發生前，對於受損保險標的物須負賠償責任的第三人拋棄代位求償權時，本保險的代位求償權利並不受影響。本公司同意對          拋棄是項代位求償權利。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2B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42B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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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第二條 賠償限額及自負額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 第二次 損失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66 高雄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保險公司為履行賠償責任所支付之保險金，應向工程主辦機關支付，但如依法應向工程主辦機關以外之人支付保險金，則應於支付保險金前，先行通知工程主辦機關，並由工程主辦機關斟酌事故善後處置情形，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及其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工程主辦機關或未依工程主辦機關之指示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二、未經工程主辦機關同意，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均不生效力。 三、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工程主辦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四、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五、特約/附加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安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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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但上述之財物以施工前狀況正常且已採適當安全防範措施者為限。 本公司對於前項財物，肇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之賠償責任，僅以其全部或部分倒塌所致者為限，使用者安全之外表損壞或未損及該財物之穩定(STABILITY)，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一、 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二、 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61A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一、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何一次     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二、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何一 次     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應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月      月      月      月      月  倍    數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68 林務局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保險期間內，如因故必須變更被保險人(即廠商)時，保險公司應即依照定作人通知辦理變更。 二、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賠款前須先通知定作人，定作人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於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賠款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定作人時，爾後定作人得拒絕其承攬本處工程保險。 三、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定作人同意不生效力。 四、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聲請自賠償金額中抵銷。 五、保險期限以至驗收合格日止或本保險單所保險期間屆期之日終止，並以     兩者之中先屆期為準。 六、特約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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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3A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P03A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    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下列事項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一、 承保工程意外毀損或滅失。 二、 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請求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3B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P03B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    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下列事項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一、 承保工程意外毀損或滅失。 二、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施工處所因執行保固責任之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1C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丁式) 茲約定： 一、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應先通知機關，機關得視事故之 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機關者，不在此限。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第 22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四、特約或附加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標的物因發生保險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所生下列費用亦負賠償之責： 一、 被保險人應分攤之消防費用。 二、 耗用消防器材之費用。 本公司對上述費用之賠償，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64A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七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二、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八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1B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乙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 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一、二兩款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三)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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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恐怖主義：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四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五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第二條 賠償限額及自負額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  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 第二次        損失之   % 第三次        損失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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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次        損失之   % 第五次        損失之   % 第六次        損失之   % 第七次        損失之   % 第八次        損失之   % 第九次        損失之   % 第十次        損失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70 保險責任起迄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仍然存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3B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丙式) 茲約定：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擴大包括                           。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71 其他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保險事故發生後，若有賠償責任歸屬於               時，本保單應優先給付全部賠償；而另有其他保險時，由保險人自行協調追償。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72 財產損失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不包含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於鎖閉之建築物內 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 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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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040G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辛式) 茲約定： 一、如有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公司應配合甲方或災損地點之權責單位時程排 定災損會勘，於勘查後七日內確認災損理賠部分及需提供證明文件資料，並應於十四日內給予正式通知可否拆清復原，如未通知或延遲，而使甲方無法配合災損地點之權責單位要求復原工作，甲方有權自行拆清，其拆除工料部分由保險理賠全數負擔。 二、保險公司應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完成理賠。如未依前述時程辦理， 保險公司應提出說明，待保險公司與甲方取得共識後，就可理賠之部分於十四日內完成理賠。 三、保險事故發生時，如甲方或甲方員工具有可歸責事由(不含違法部分)，保險     公司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拋棄對甲方或甲方員工之代位求償權。 四、關於「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依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第三章理賠事項第十條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相關規定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73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之承保範圍，應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流、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火災、爆炸、破壞、竊盜、搶奪、強盜、罷工、暴動、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等事項所生之一切損害。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A16A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惟前述意外事故以_______________所致者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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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B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B16A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惟前述意外事故以_____________所致者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74保險期間展延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保險人得通知保險公司欲展延之日數，保險公司應依原保險條件按增加之日數計算加收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71A其他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如遇理賠發生為          應負之賠償責任時，則以本保單優先賠償，不與業主、定作人之大保單比例分攤。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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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一棟獨立建築物」係指依同一建築執照建造者。依同一建築執照建造之建築物倘為巷道或防火巷隔離時，隔離之建築物亦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第七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 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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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八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B13管理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B13管理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B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B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塌、坍方、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運棄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B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自負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B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損 失 次 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含)以上  損失之 50%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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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076新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單所載施工處所內，因管理或使用施工機具及領有公路行 車執照之車輛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超過汽車保險之賠償責任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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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一棟獨立建築物」係指依同一建築執照建造者。依同一建築執照建造之建築物倘為巷道或防火巷隔離時，隔離之建築物亦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七、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八、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第七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七、 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八、 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八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九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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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073A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073A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加保下列事項： 一、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七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二、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八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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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A Escalation Clause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actual reinstatement value of the Insured Property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 excess of the original Sum 
Insured then this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by the amount of such excess but not exceeding in all of the Estimated Final Contract Value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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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A Off-Site Storage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or any Endorsements agreed 

upon and subject to the Insured having paid the agreed extra premium, Section 1 of the Policy shall be extended to cover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in offsite storage within the territorial limits as stated below. 

Territorial limits of： 

Limit of indemnity (any one occurrence)： 

Limit of indemnity (in aggregate) ：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臺灣產物 P49B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該損失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鑑定費用、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之專業技術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第二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6A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所增加之加班、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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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三條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前項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002A Cross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Third Party Liability cover of  the Policy shall apply to the insured parties named in the Schedule as if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party. The insurer’s tot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 shall not however exceed in the aggregate for any one accident or 
series of accident arising out of one even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臺灣產物 P04B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 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第 241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F)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工前進行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F)」（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屋。 第四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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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一棟獨立建築物」係指依同一建築執照建造者。依同一建築執照建造之建築物倘為巷道或防火巷隔離時，隔離之建築物亦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第六條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七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133C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水利署水利工程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須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第三條 自負額  一、五至十一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五、六月 七 月 八、九、十、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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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倍  數 1.5      1.8      2.0 二、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0H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未經       同意之保險契約變更、終止、       ，無效。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317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同意：  一、保險金額含配件,放置於以下地點：                                    二、本公司對於保險單第一條所載機具綜合損失險，遇有損失時，本公司採實損實賠方式， 不扣除折舊及不足額比例分攤；惟於道路行駛途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為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於此限額內扣除自負額後實損實賠之。 三、加保道路行駛途中責任：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 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包含被保險車輛於行駛及運輸途中因意外事故 所致第三人之責任），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四、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  

(一)本保險單所承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保定作人鄰近財物，但不含被保險代定作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  

(二)本保險單承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批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視為第三 人。  

(三)上述批加範圍之承保範圍之承保條件合併於第三人意外險內。 五、附加承保起吊物特約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單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保險單所載之處所，直接因被保險人執行吊卸作業，發生意外事故，致吊卸中之起吊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本款附加之起吊物，每一事故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保險期間內累積之 最高賠償限額     元。 

(三)對於本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需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四)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另有投保其他保險，或他人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列為被保險人或共同被保險人投保其他保險亦承保同一保 險事故時，則由其他保險優先賠付，本公司僅就超過部分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 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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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70A保險責任開始與終止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本公司同意將本保單之保險責任之開始與終止(保險期間)修正如 下：「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於施工處所 後開始，經由營造或安裝或裝置或試車負荷試驗等過程，至整個承保工程經業主(定作人) 最終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先屆至者為準，但工程期間若有部分工程已驗 收時，對已驗收之工程，本保單效力仍繼續有效」。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 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福衛七號衛星整測保險） 

SCHEDULE 
POLICY NO :669504000006 
INSURED :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of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As for the Employer’s Liability,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all Contractors and/or all sub-contractors of every tier that may be 
appointed from time to time shall as well be seen as part of the Insured while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Project described in this Schedule. 
PROJECT : SATELLITE A.I.T., TRANSIT AND PRE-LAUNCH 
LOCATION : Wheresoever arising worldwide 
PERIOD : From 23th March 2015 to 23th January 2017 both days at 
00.01 hours local standard time at the Original Insured’s address, plus such additional time needed to complete Launch, period not to exceed 36 
months. 
INTEREST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I : Storage / Assembly Integration and Testing risk Physical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atellite, including Extra Expenses as may be 
applicable, and as more fully detailed herein. 
Section II : Air transit and prelaunch coverage at launch site risk Goods and/or Merchandise and/or Component Parts and/or The Complete 
Satellite Project Consisting principally of,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atellite.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s legal obligation to pay for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to third partie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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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ing from the  nsured’s activities of the insured associated with the Insured’s ownership of Satellite. 
Employer's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s legal liability to pay to any person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or apprenticeship with the Insured for accidental death 

or bodily njur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by the Insured in the Business / Project. 
TOTAL SUM : Material Damage: 
INSURED The Pre-Launch AIT/Transit Sum Insured is split as follows: 
Six Satellites for the First Launch 
NT$1,067,405,495 
Six Multi Satellite Dispensers (MSDs) for the First Launch: 
NT$29,999,373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GSE) for the First Launch: 
NT$121,325,940 
Total Sum Insured: 
NT$1,218,730,808 

Third Party Liability： 

NT$1,300,000,000 
Employer's Liability 
NT$5,000,000 / any one person 
NT$50,000,000 / any one accident 
NT$80,000,000/ policy aggregate 

DEDUCTIBLES : Material Damage： 

Storage / Assembly Integration and Testing risk 
NT$ 300,000each and every loss 

Transit ： 

Nil 

Third Party Liability： 

NT$ 300,000each and every loss 

Employer's Liability： 

NT$ 300,000each and every loss 
PREMIUM : NT$6,750,000- 
TERMINATION : Risk of loss under this Policy will terminate as follows: 
OF RISK - for the Satellite(s): at Launch of the Satellite 
-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or to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at the end of unloading operations at their arrival at 
NSPO’s premises or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Satel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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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itness whereof the undersigned being duly authorized by the Insurers and on 
behalf of the Insurers has(have) hereunto set his(their) hands 
TFMI Insurance Co.,Ltd 
SATELLITE A.I.T., TRANSIT AND 
PRE-LAUNCH ALL RISKS INSURANCE 
DECLARATIONS 
ITEM 1 - POLICYHOLDER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of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ITEM 2 - POLICYHOLDER’S ADDRESS 
9 Prosperity 1st Road, Hsinchu Science Park, Hsinchu 30078, Taiwan, R.O.C 
ITEM 3 - INSURED 
Are considered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following entities: 
a) the POLICYHOLDER 
ITEM 4 - POLICY PERIOD 
From 23th March 2015 to 23th January 2017 both days at 00.01 hours local standard 
time at the Original Insured’s address, plus such additional time needed to complete 
Launch, period not to exceed 36 months. 
ITEM 5 - SUM INSURED 
The Pre-Launch AIT/Transit Sum Insured is split as follows: 
Six Satellites for the First Launch 
NT$1,067,405,495 
Six Multi Satellite Dispensers (MSDs) for the First Launch: 
NT$29,999,373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GSE) for the First Launch: 
NT$121,325,940 
Total Sum Insured: 
NT$1,218,730,808 
The Sums Insured above have been provided by NSPO, however NSPO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Sums Insured by up to 10% as may be required. 
11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does not include the following 6 sets of Science 
Payloads. 
(1) TGRS (TriG GNSS Radio occultation System) 
(2) IVM (Ion Velocity Meter) 
(3) RFB (Radio Frequency Be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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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6 - GEOGRAPHICAL LIMITS 
Wheresoever arising worldwide. 
ITEM 7 - ATTACHMENT OF RISK 
Risk of loss under this Policy will attach as follows: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cy Period for any Insured Property already stocked or in 
assembly at NSPO’s premises 
- At the beginningend of unloading operations at NSPO’s premises of, 
for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TEM 8 - TERMINATION OF RISK 
Risk of loss under this Policy will terminate as follows: 
- for the Satellite(s): at Launch of the Satellite 
-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or to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at the end of unloading 
operations at their arrival at NSPO’s premises or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Satellites. 
ITEM 9 - PREMIUM 
The Policyholder shall pay to the Insurers the total premium of NT$ 6,750,000.- 
The above premium is payable as follows: 
- to be agreed 
In case of a Launch Abort, an additional premium at a rate to be defined per month on 
the maximum sum insured of the applicable satellite shall be applied for a period not to 
exceed 12 months. 
The Basis of Valuation for Premium shall be the Cost Price for NSPO. 
12 
ITEM 10 - DEDUCTIBLE 
A deductible of NT$ 775300,000 will apply to each and every loss and series of losses 
arising out of the same event, however not applicable in case of Total Loss 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ITEM 11 - LOSS PAYEE 
Loss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be adjusted by Insurers and any claim payable to the 
Policyholder or to any loss payee shall be notified in writing by the Policyhol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such notification. 
ITEM 12 - APPLICABLE TAXES 
In addition to the Premium indicated above, the Policyholder shall pay all applicable taxes 
due under the Policy,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legal provisions in force. 
Should a relevant authority contest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ses taxes, the 
Policyholder undertakes to hold the Insurers harmless from any amount which migh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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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ed from the Policyholder by the said authority. 
13 
INSURING AGREEMENTS 
I - GENERAL COVER 
In consideration of payment of the Premium, and in reliance upon the statements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limita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agree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up to the Sum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to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or to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ncluding 
Extra Expenses and other costs as described in paragraphs II to VII below. 
Coverage hereon is as per: 
-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 01.01.82 (CL252) 
-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IR) 01.01.82 (CL259) 
- Institute War Clauses (CARGO) (CL255) 
- Institute War Clauses (AIR CARGO) (CL258) 
-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CARGO) (CL256) 
-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AIR CARGO) (CL260) 
- Institut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Exclusion Clause (CL370) 
- Institute Cyber Attack Exclusion Clause (CL380) 
The insurance provided hereunder shall be primary and without right of contribution from 
any other insurance which may be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In case of difference in interpretation, in conditions or in limits between the various clauses 
of this Policy, the terms that are less restrictive to the Insured shall apply. 
In case of difference in interpreta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Policy Wording and this English 
Policy Wording,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II - Section A: Assembly Integration and Test PHASE 
a) From Attachment of Risk at NSPO’s premises and during Assembly and/or Integration 
and/or Testing activities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while at NSPO’s premises and while at SSTL’s premises in 
Guildford, United Kingdom and while at the testing agencies premises, and 
b) During transits per any land, water or air conveyance, including connecting conveyance 
between NSPO’s premises, SSTL’s and testing agencies’ premises and vice-versa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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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and/or incidental interests and/or similar interests declared hereon 
14 
III - COVER B: TRANSIT PHASE 
During transit per any land, water or air conveyance, including connecting conveyance to 
and/or from launch site facilities of SpaceX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ncluding the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packaging and/or incidental interests and/or similar interests declared hereon. 
IV - COVER C: PRE-LAUNCH PHASE 
During processing and/or launch campaign activities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at 
the Space X launch sit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and up to 
Termination of Risk. 
V - RETEST AND REQUALIFICATION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to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to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 necessary additional retesting and 
requalification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to confirm the flightworthiness 
of undamaged components. Indemnity under this Extension of Coverage shall be limited 
to 10% of the value of the specific Insured Property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such retesting 
and requalification and in any event no greater than an aggregate limit of USD 1,000,000 
in all for the Policy Period. 
This coverage is a sub-limit of the Sum Insured above. 
VI - EXTRA EXPENSES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to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to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extra expens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as a resul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Extra Expenses” shall mean the expenses 
beyond those that would have been incurred had such loss or damage not occurred. For 
the sake of clarity, this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additional costs for retaining key 
work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round support staff, at site or returning key workers 
home and back to site, additional costs resulting from repairs, if any, outside working 
hours (overtime hours, night work,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transportation costs, if 
any, by express (airways included). 
This coverage is limited to 7.5% of the Sum Insured above and it is a sub-limit of the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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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ed above. 
VII - RETURN OF THE SATELLITE TO THE SITE OF THE MANUFACTURER 
15 
If, further to a Launch Abort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the Insured decides to ask for the 
return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to NSPO’s premises , the 
coverage will be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transport of the Insured Property from the launch 
site to site of the Satellite manufacturer at an additional premium charged at a rate of 
0.0125%. 
HOWEVER: 
This policy will cover any loss or damage to the Insured Property, subject to the only 
exclusions that are listed hereafter: 
1.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ny anti-satellite device, or 
device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device employing laser or 
directed energy beams. 
2.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confiscation, nationalization, 
seizure, restraint, detention, appropriation, requisition for title or use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or agent (whether secret or otherwise 
and/or whether civil, military or de facto)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or agency (whether 
secret or otherwise). 
3.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nuclear reaction, nuclear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f any nature, whether such loss or damage is 
direct or indirect, except for radiation naturally occurring in the space environment. 
4.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willful or intentional acts of 
the Insured designed to cause loss or failure of the Satellite;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ctions of any employees of the Insured while acting outside of their 
authorized responsibilities o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Insured. 
5.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n act of one or more 
persons, whether or not agents of a sovereign power, for political or terrorist purpose and 
whether the loss, damage or failure resulting there from is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6. Institute Termination of Transit Clause (Terrorism) (JC 056) 
7. fines, penalties, liquidated damages or consequential losses other than those that are 
expressly covered herewith. 
8. Gross negligence of the assured if test procedures have not been documented and 
adhered to, with relevant 'sign-offs'; or if work and/or lifting has been conducted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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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L staff or NSPO representative in attendance. 
16 
9. Error, omission or deficiency in design, latent defect, specifications or materials, unless 
a peril not otherwise excluded ensues and then only for loss by the ensuing peril resulting 
in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10. Wear, tear or gradual deterioration. 
11. Insolvency and financial default 
12. Lift-off or Launch of the launch vehicle or spacecraft(s) all as more fully described in 
Definition 6, Launch 
17 
DEFINITIONS 
1. SATELLITE “Satellite” shall mean th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 and including 

those component parts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but does 
not have title. 
2. UNDERWRITING INFORMATION “Underwriting Information” shall mean the documentation provided to the Insurers 

by the Insured. 
3. INSURED PROPERTY “Insured Property” shall mean the following property: 

a)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 and 
b) component parts and/or spare parts, and 
c)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including containers, 
suitcase and simulators; engineering model, structural model, thermal 
qualification model, ergols and fluids, and 
d) and other launch support equipment deemed necessary by the Insured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launch campaign, either owned by the Insured or its 
contractors or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responsible in support of the launch 
campaign. 
4. TOTAL LOSS “Total Loss” shall mean the complete loss or destruction of the Satellite. 

5.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mean that agreed claims under this Policy ar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80% of the Sum Insured. However where practical and possible 
the Insured will re-use items and components and Insurers will benefi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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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of such items. 
18 
6. LAUNCH “Launch” means Intentional Igni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ayload carriage, as such 

term is further defined in the Launch Vehicle Interface Document, followed by 
either: 
(a.) Lift-Off, as defined in the Launch Vehicle Interface Document, or 
(b.) loss or destruction of the Satellite and/or the Launch Vehicle. 
7. COST PRICE 
The Cost Price is defined as the price paid by the customer to the manufacturer 
for the spacecraft and related physical equipment, where declared and agreed by 
Insurers,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 launch. Valuation excludes all contractual 
penalty payments and all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any kind, including any future 
payment for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manufacturer. 
II - CLAIMS 
1. NOTICE AND PROOF OF LOSS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likely to result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Policyholder shall: 
1.1. give a notice of los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to Insurers. Such notice shall 
contain sufficient particulars to identify the Policyholder and reasonably 
obtainable information describ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ccurrence (the “Notice of Loss”). In no event shall Notice of Loss be provided later than 

forty-five (45) days after the Insured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occurrence. 
Insurers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access to technical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 Condition 11 (Access to Technical Information) 
together with all information Insurers shall reasonably require and request, 
and 
1.2 in the event of a claim, file a proof of loss (the “Proof of Loss”) with the 
Insurer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In no event shall the Proof of Loss be fil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and eighty (180) days following the Notice of Loss. 
The Proof of Loss shall state the date, time, nature of the loss and probable 
cause of each occurrence that results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Proof 
19 
of Loss shall be signed by an officer of the Policyholder and sworn. The 
Insurers shall accept, reject or request further details regarding any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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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ss filed by the Policyholder within forty-five (45) days of the receipt of 
such Proof of Loss. 
In no event shall the Proof of Loss be fil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and twenty 
five (225) days after Termination of Risk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Insurers. 
2. CLAIMS PAYMENT 
Any claims payment due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be paid to the Insured thirty (30) 
days after the Insurers accept the Proof of Loss filed by the Policyholder, which 
acceptance shall not be unreasonably withheld or unduly delayed. The Insurers 
shall accept, reject or request further details regarding any Proof of Loss filed by 
the Policyholder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its receipt. 
3. ACTION AGAINST THE INSURERS 
No action shall lie against Insurers unless the Insured has fully complied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and until forty-five (45) days after the Policyholder has filed 
a Proof of Loss. 
4. SUBROGATION 
To the extent of any claim payment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of the rights the Insured would be legally entitled to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hereunder against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e Insured shall 
execute and deliver instruments and papers and do whatever else is necessary, 
at Insurer’s expense, to secure such rights and shall do nothing after loss to 
prejudice such rights. The Insured shall cooperate with the Insurers and, upon the 
Insurers’ request, shall assist in effecting settlement, securing evidence, obtaining 
attendance of witnesses and in the conduct of suit, and any expenses incurred 
upon such request of the Insurers shall be paid by the Insurer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Insured has waived or agreed to waive any right of recovery, Insurers shall not 
acquire any rights to make any claim against such person or entity. The Insurers 
agree that they will not exercise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ny subsidiary 
company or affiliate of the Insured. 
It is however expressly noted that the Insurers agree to waive any rights of 
recourse against all the entities which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ssembly, 
integration, tests, transports and pre-launch activities of the Satellite, of the 
Launcher deemed to launch the Satellite, as well as any person and/or entity for 
20 
whom the Insured has agreed to wave such rights of recourse. 
In particular, the Insurers accept expressly to waive their rights of recourse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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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entities and their co-contractors and sub-contractors: 
- SSTL, and 
- Testing Agencies TBD, and 
- SpaceX, and 
- any other company involved in the M.A.I.T., Transit & Pre-launch of th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t is further expressly noted that the Insurers agree to waive any rights of recourse 
against the Land and/or Air and/or Marine Carriers that transport the Satellite. 
Any and all waivers(s) of recourse accepted by the Insurers will be extended to 
insurer (s) of the beneficiaries of such waivers. 
5. OTHER INSURANCE 
Should the risk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also be covered, in favour of the Insured, 
under another insurance policy, the Insured must notify the Insurers of this 
immediately upon his becoming aware of it. In this notification, the Insured must 
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insurer who has underwritten the other policy and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e said policy. 
When several insurance policies covering the same risk are contracted in a 
fraudulent manner, the Insurers may invoke the nullity of the present Policy and 
may furthermore claim for damages. 
When such policies are contracted in a non-fraudulent manner, the Insured may 
elect to claim full indemnification for his loss from the Insurers within the terms of 
the present Policy. The present provis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rights of recovery of 
the Insurer against the other insurers. 
6. RETURN OF LOSS PAYMENT 
In the event of a claims payment under this Policy and if, due to subsequent events,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s both agree that such payment should be reduced or 
eliminated, the Insured shall return to the Insurers,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such 
agreement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clai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claim paid and the subsequently agreed claim. The Sum Insured for the 
Insured property will be reinstated to the extent of the returned claims payment. 
Reasonable sums expended by the Insured as a result of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the loss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agreed claim. 
7. FRAUD OR MISREPRESENTATION 
The Insurers will rely upon the truth and accuracy of the Underwriting Informatio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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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s shall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liability. 
This Policy shall be null and void if the Policyholder knowingly conceals or 
misrepresents, in writing or otherwise, any material fact or circumstance 
concerning this Policy or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Policy. This Policy shall be void 
if the Policyholder defrauds or attempts to defraud the Insurers on any matter 
concerning this Policy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loss. In the event that this Policy is 
declared void by the Insur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ights hereunder, the 
Insurers will give such notification to the Policyholder by facsimile or similar 
expeditious communication. 
8. ARBITRAT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regarding this policy, its terms, conditions or claims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by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Insurers, either party 
may demand that the dispute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 Any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les applicable in 
Argentina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filing the demand for arbitration, by three neutral 
and unbiased arbitrators appoint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ules.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The arbitration resolution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and judgment may be entered thereon, upon the 
application of either party, by any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Each party shall bear 
the cost of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its case, and the cost of arbitration, including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the arbitrators, will be shared equally by the parties 
unless the resolution provides otherwise. Arbitrators to have a minimum of ten (10) 
years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experience. 
9 BASIS OF CLAIM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The basis of claim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o be as 
follows: 
a) In the event of a Total Loss 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this Policy will pay the 
Insured the Cost Price less any payment already received. 
b) In the event of Partial Loss this policy will pay the Insuredcosts incurred to repair, 
replace, retest and requalify the lost or damaged Insured Property. 
This will include costs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loss or damage to Insured Property 
directly following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22 
Such coverage will include costs to return Insured Property to NSPO’s premises 
by air, then back to launch site by air following repair, up to USD750,000 per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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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verage is a sub-limit to the Sum Insured as detailed in ITEM 5 under this 
policy. 
Costs will be based on the original build cost allocation from NSPOincluding 10%. 
10. CURRENCY EQUIVALENT CLAUSE 
In the event of a claim being settled hereon in a currency other than USD, the rate 
of exchange applicable at the time of such settlement by the Insurers shall be used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um Insured, the Sub-Limits and the Deductible. 
11. PROPORTIONAL RULE 
It is specifically agreed, by derogation to any Proportional Rule, that the Insured 
shall not bear a 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loss under the present Policy. 
III - CONDITIONS 
23 
1. CHANGES 
Notice to or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y agent or other person shall not effect a 
waiver or change in any part of this Policy nor estop the Insurers or the Insured 
from asserting any right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may be waived or changed only upon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Insurers and evidenced by an endorsement issued to form a part hereof. 
2. DUE DILIGENCE 
The Policyholder shall use due diligence and shall do and concur in doing all thing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o avoid or diminish any loss under this Policy. The 
Policyholder shall observe and comply with all obligations arising under this Policy 
whether they be express or implied. 
3. INSPECTION PROVISION 
The Insurer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inspect and examine 
the Insured Property at any reasonable time. The Policyholder will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as may be requested by the Insurer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purpose of risk assessment. This provision shall in no way diminish any other 
obligations of the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4. MATERIAL CHANGES 
The Policyholder shall promptly notify the Insurers in writing of any material change 
in the risk, and take such additional precautions as circumstances may require to 
ensure safe operation of the insured items and the scope of cover and/or premium 
shall, if necessary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5. CANC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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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licy may be cancelled at anytime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Insurers. 
Where the Policy is cancelled by mutual agreement the Insurers shall return to the 
Policyholder any Premium less earned Premium and other rateable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expenses. 
This Policy may be cancelled by either the Insurer or the Policyholder subject to 
written notice as follows: 
(a) 
24 
MARINE AND/OR STORAGE RISKS 
WAR AND STRIKES 
But 
7 DAYS } 
From 
midnight of 
the day 
notice of 
cancellation 
is issued 
STRIKES RISKS in respect of shipments 
and/or sendings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f any) 
48 HOURS 
(b) 
Where the Policy is cancelled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 the Insurers shall give 
to the Policyholder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stating that, unless payment of the 
Premium is made within fifteen business (15) days, such cancellation shall be 
effective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 Property for which the Premium is unpaid. In the 
event the Policyholder pays the due Premium in full to Insurers within the notice 
period, the applicable notice of cancellation by the Insurers shall cease to have 
force or effect. 
6. APPLICABLE LAW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aiwan and each party agrees to submi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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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ITLES 
The titles of the various sections and paragraphs of this Policy, and of any 
endorsements or supplemental agreements now or hereafter attached to this 
Policy, are inserted solely for convenience and shall not be deemed to limit or 
otherwise affect the terms contained in the sections or paragraphs to which they 
relate. 
8. ASSIGNMENT 
The Insurers will not be bound by any assignment of interest under this Policy 
unless the Policyholder obtains the written agreement of the Insurers prior to the 
assignment. 
9. ABANDONMENT 
25 
In the event of a loss there will be no abandonment of any Insured Property to 
the Insurers unless the Insurers give their prior written consent. 
10. ACCESS TO TECHNICAL INFORMATION 
In the event that a Notice of Loss is fil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Policyholder will, at 
the Insurers’ request, do the following:- 
(a) conduct review sessions with Insurers to discuss any issue relating to the 
loss; and 
(b) use all reasonable efforts to secure Insurers’ access to all information used 
in or resulting from an investigation or review of the cause or effects of the 
loss or damage; and 
(c) mak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and copying all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loss or damage. 
To the extent that any information requested by the Insur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ondition is subject to non-disclosure or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provisions or 
restrictions, the Policyholder shall use its reasonable efforts to obtain a release 
from the appropriate contractor or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11. CONFIDENTIALITY 
All information of any nature provided by the Insured to the Insurers pursuant to 
this Policy is proprietary and is confidential. 
12. ERRORS AND OMMISSIONS 
No inadvertent error, or omission or failure in furnishing reports with descriptions 
and/or details of the risk insured hereunder shall prejudice the Insured’s right of 
recovery, but shall be corrected when dis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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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HIPPING WARRANTY 
It is warrantied that the Satellite shall be shipped in a purpose built container. 
14. NOTICES 
All notices, requests, filing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effective when sent by registered mail, telex, facsimile or hand delivere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26 
(a) If sent to the Insured: 
ATTN: tba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s of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And a copy to: 
TBD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Who shall provide a copy to: 
or to such other address as may hereafter be designated in writing to the other 
Party. 
INSTITUT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CHEMICAL, BI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ELECTROMAGNETIC WEAPONS EXCLUSION CLAUSE 
This clause shall be paramount and shall override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insurance 
inconsistent therewith 
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liability or expen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by or arising from 
1.1 ionising radiations from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from any nuclear waste or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1.2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or contaminating properties 
of any nuclear installation, reactor or other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1.3 any weapon or device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1.4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or contaminating 
properties of any radioactive matter. The exclusion in this sub-clause does 
not extend to radioactive isotopes, other than nuclear fuel, when such 
isotopes are being prepared, carried, stored, or used for commercial, 
agricultural, medical, scientific or other similar peaceful purposes 
1.5 any chemical, biological, bio-chemical, or electromagnetic 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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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L 370 
INSTITUTE CYBER ATTACK EXCLUSION CLAUSE 
1.1 Subject only to clause 1.2 below,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liability or expen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by or arising 
from the use or operation, as a means for inflicting harm, of any computer, 
computer system,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me, malicious code, computer virus 
or process or any other electronic system. 
1.2 Where this clause is endorsed on policies covering risks of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or terrorism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Clause 1.1 shall not operate to exclude losses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covered)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computer, computer system or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me or any other electronic system in the launch and/or guidance system 
and/or firing mechanism of any weapon or missile. 
CL 380 
Excluding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Derangement or mechanical breakdown of 
the subject equipment. 
Unless specifically covered elsewhere herein,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claims caused 
by:- 
1. 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artial law,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attempts at usurpation of power. 
2. Any anti-Spacecraft device or device employing laser or directed energy beams, 
any hostile detonation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3. Strikes, riots, civil commotions or labour disturbances. 
4. Any act of one or more persons, whether or not agents of a sovereign Power, for 
political or terrorist purposes and whether the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therefrom 
is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28 
5. Any malicious act or act of sabotage. 
6. Confiscation, nationalisation, seizure, restraint, detention, appropriation, 
requisition for title or use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whether civil, 
military or de facto)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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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y unlawful seizure or wrongful exercise of control of the Spacecraft (including 
any attempt at such seizure or control) made by any person or persons acting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sured. 
Furthermor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claims arising whilst the Spacecraft is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by reason of any of the above perils. The 
spacecraf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stor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once the Insured can demonstrate uninterrupted telemetry, tracking and control 
functions. 
AVN 48B (amended for Spacecraft)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claims of any kind whatsoev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ing to,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sequence of: 
(1)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asbestos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 or product containing, or alleged to contain, 
asbestos; or 
(2) any obligation, request, demand, order, or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any Insured or others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neutralize, protect against or in any other way respond to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asbestos or any material or 
product containing, or alleged to contain, asbestos.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im caused by or resulting in a 
crash fire explosion or collision or a recorded in-flight emergency causing 
abnormal aircraft operation.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Policy, Insurers will have no duty to 
investigate, defend or pay defence costs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excluded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paragraphs (1) or (2) hereof. 
2488AGM00003 
29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TTACHMENT A 
RISKS COVERED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all risks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except as provi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Risk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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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or elsewhere in this insurance. 
General Average 
Clause 
3 This insurance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proportion of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as is in 
respect of a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y shipown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Underwrit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EXCLUSIONS 
4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General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Exclusions Clause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4.3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or liftvan but only 
when such stowage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4.7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Unseaworthiness 
and Un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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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Exclusion Clause 
30 
unfitness of vessel craft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liftvan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5.2 The Underwrit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unless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War Exclusion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Clause 
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Strikes Exclusion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Clause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terrorist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DURATION 
8 8.1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goods leave the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herei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Transit Clause 
8.1.1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8.1.2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8.1.2.1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2.2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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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31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goods are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y are insured hereunder,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shipowners or charter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Underwriters, 
eithe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Clause 
9.1 until the goods are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9.2 if the goods are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10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held covered at a premium and on conditions to be arranged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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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Voyage 
Clause 
CLAIMS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Insurable Interest 
Clause 
11.2 Subject to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Underwrit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hereunder. 
Forwarding 
Charges Clause 
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32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Claus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cargo 
insured herein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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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ed. 
Increased Value 
Clause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cargo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15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Not to Inure 
Clause 
MINIMISING LOSSES 
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Duty of Assured 
Clause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Underwrit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33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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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ver Clause 
AVOIDANCE OF DELAY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Reasonable 
Despatch Clause 
LAW AND PRACTIC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Taiwanese law and practice. Taiwanese Law 
and Practice 
Clause 
VI GENERAL CONDITIONS 
TERMINATION OF TRANSIT CLAUSE (TERRORISM) 
This clause shall be paramount and shall override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insurance inconsistent therewith. 
1.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or the Clauses 
referred to therein, it is agreed that in so far as this Policy covers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any terrorist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such cover is conditional upo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be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in any event, SHALL TERMINATE: 
either 
1.1 as per the transit clauses contained within the Policy, 
or 
1.2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1.3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34 
or 
1.4 in respect of marine transits,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1.5 in respect of air transits, on the expiry of 30 days after unloa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rom the aircraft at the final place of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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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2. If this Policy or the Clauses referred to therein specifically provide cover for inland or 
other further transits following on from storage, or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cover will re-attach, and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at transit 
terminating again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1. 
3. This claus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JC2001/056 
CONTROL OF DAMAGED GOODS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elsewhere herei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case of damage to goods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Assured is to retain control of all damaged goods. The Assured, however 
agrees wherever practicable to recondition and sell such goods after removal of 
all brands and trademarks. 
Where the disposal or sale of such damaged goods is, in the opinion of the Assured, 
AND IN CONJUNCTION/AGREEMENT WITH UNDERWRITERS AND/OR 
UNDERWRITER’S REPRESENTATIVES, detrimental to their interest (or which 
they are unable to sell or dispose of under their agreement with any trade 
association), such damage shall be treated as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and the 
Assured shall dispose of the damaged goods to the best advantage, underwriters 
being entitled to such proceeds, or they shall be destroyed in the presence of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derwriter and the Assured. 
35 
INSTITUTE WAR CLAUSES (CARGO) 
RISKS COVERED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except as provided in Clauses 3 and 4 below,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1.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1.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arising from risks covered 
under 1.1 above,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1.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 risk 
covered under these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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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ONS 
3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3.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3.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3.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3.3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or liftvan 
but only when such stowage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3.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3.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3.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3.7 any claim based upon loss of or frustration of the voyage or adventure 
3.8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any hostile use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36 
4 
4.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unfitness of vessel craft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liftvan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4.2 The Underwrit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unless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DURATION 
5 
5.1 This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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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attaches only a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s to any part as that 
part is loaded on an oversea vessel and 
5.1.2 terminates, subject to 5.2 and 5.3 below, either a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s to any part as that part is discharged from an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or on expiry of 15 days 
counting from midnight of the day of arrival of the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nevertheless,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such insurance 
5.1.3 reattaches when, without having discharged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final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the vessel sails 
therefrom, 
and 
5.1.4 terminates, subject to 5.2 and 5.3 below, either a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s to any part as that part is thereafter discharged from 
the vessel at the final (or substituted)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or 
on expiry of 15 days counting from midnight of the day of re-arrival 
of the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or arrival of the 
vessel at a substituted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5.2 If during the insured voyage the oversea vessel arrives at an intermediate 
port or place to discharg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or on-carriage by 
oversea vessel or by aircraft, or the goods are discharged from the vessel 
at a port or place of refuge, then, subject to 5.3 below and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this insurance continues until the expiry of 15 days 
counting from midnight of the day of arrival of the vessel at such port or 
place, but thereafter reattaches a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s to any 
part as that part is loaded on an on-carrying oversea vessel or aircraft. 
During the period of 15 days the insurance remains in force after discharge 
only whilst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s to any part as that part is at 
37 
such port or place. If the goods are on-carri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15 
days or if the insurance reattaches as provided in this Clause 5.2 
5.2.1 where the on-carriage is by oversea vessel this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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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se clauses, 
or 
5.2.2 where the on-carriage is by aircraft, the current Institute War 
Clauses (Air Cargo) (excluding sendings by Post) shall be 
deemed to form part of this insurance and shall apply to the 
on-carriage by air. 
5.3 If the voyage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agreed therein, such port or place shall be deemed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and such insurance terminates in accordance with 
5.1.2. I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subsequently reshipped to the 
original or any other destination, then provided notice is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such further transit and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such insurance reattaches 
5.3.1 in the cas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having been 
discharged, a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s to any part 
as that part is loaded on the on-carrying vessel for the voyage; 
5.3.2 in the case of the subject-matter not having been discharged, 
when the vessel sails from such deemed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thereafter such insurance terminates in 
accordance with 5.1.4. 
5.4 The insurance against the risks of mines and derelict torpedoes, floating or 
submerged, is extended whilst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any part 
thereof is on craft whilst in transit to or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but in no 
case beyond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discharg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by the Underwriters. 
5.5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to Underwriters, and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within the provisions of these 
Clauses during any deviation, or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shipowners or charter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For the purpose of Clause 5 "arrival" shall be 
deemed to mean that the vessel is anchored, moored or otherwise secured 
at a berth or place within the Harbour Authority area. If such a berth or 
place is not available, arrival is deemed to have occurred when the vessel 
first anchors, moors or otherwise secures either at or off the intended port 
or place of discharge "oversea vessel" shall be deemed to mean a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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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the subject-matter from one port or place to another where such 
voyage involves a sea passage by that vessel) 
6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held covered at a premium and on conditions to be arranged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38 
7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contract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Clauses 3.7, 
3.8 or 5 shall, to the extent of such inconsistency, be null and void. 
CLAIMS 
8 
8.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8.2 Subject to 8.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9 
9.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cargo 
insured herein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9.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cargo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10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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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SING LOSSES 
11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1.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1.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Underwrit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39 
12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13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14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Taiwanese 
law and practice. 
NOT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ssured when they become aware of an event which is 
"held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o give prompt notice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right to such cover is dependent upon compliance with 
this obligation. 
CL. 255 
40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CARGO) 
RISKS COVERED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except as provided in Clauses 3 and 4 below,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1.1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1.2 any terrorist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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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 
risk covered under these clauses. 
EXCLUSIONS 
3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3.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3.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3.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3.3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or lift-van 
but only when such stowage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3.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3.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3.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3.7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the absence shortage or withholding 
of labour of any description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any strike, lockout, 
labour disturbance, riot or civil commotion 
3.8 any claim based upon loss of or frustration of the voyage or adventure 
3.9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3.10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41 
4 
4.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unfitness of vessel craft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liftvan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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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4.2 The Underwrit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unless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DURATION 
5 
5.1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goods leave the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herei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5.1.1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5.1.2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5.1.2.1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5.1.2.2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5.1.3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5.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goods are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y are insured 
hereunder,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5.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6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shipowners or charterers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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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6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42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5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Underwriters, either 
6.1 until the goods are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6.2 if the goods are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5 
above. 
7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held covered at a premium and on conditions to be arranged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CLAIMS 
8 
8.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8.2 Subject to 8.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9 
9.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cargo 
insured herein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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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9.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cargo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43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10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11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1.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1.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Underwrit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12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13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14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Taiwanese law and practice. 
NOT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ssured when they become aware of an event 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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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o give prompt notice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right to such cover is dependent upon compliance with this obligation. 
CL. 256 
PREMIUM PAYMENT CLAUSE 
44 
The Insured undertakes that premium will be paid in full to Underwriters within 30 days of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r, in respect of instalment premiums, when due). 
If the premium due under this policy has not been so paid to Underwriters by the 30th day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and, in respect of instalment premiums, by the date they 
are due) Underwriter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ancel this policy by notifying the Insured via 
the broker in writing.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premium is due to Underwriters on a 
pro rata basis for the period that Underwriters are on risk but the full policy premium shall 
be payable to Underwriters in the event of a loss or occurrence prior to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a valid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It is agreed that Underwriters shall give not less than 15 days prior notice of cancellation 
to the Insured via the broker. If premium due is paid in full to Underwriters before the 
notice period expires, notice of cancellation shall automatically be revoked. If not, the 
policy shall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at the end of the notice period.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Leading Underwriter (and Agreement Parties if appropriate) 
are authorised to exercise rights under this clause on their own behalf and on behalf of 
all Underwriters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ntract.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clause is found by any court or administrative body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o be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such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will not affect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clause which wi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Where the premium is to be paid through a London Market Bureau, payment to 
Underwriters will be deemed to occur on the day of delivery of a premium advice note to 
the Bureau. 
11/01 
LSW3000 
SPECIAL INDEMNITY PROVISION 
Special Indemnity Provision 
In the event of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to the satellite and its component parts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for the necessary additional retesting and requalification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assured to confirm the flightworthiness of undamaged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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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mnity under this Special Indemnity Provision shall be limited to 10% of the value of 
the specific item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such retesting and requalification and in any event 
no greater than an aggregate limit of USD 1,000,000 in all for the policy period. 
45 
ATTACHMENT A 
PROCESS CLAUSE 
No claim to attach for damages to property hereby insured which may be sustained whilst 
the same is being worked upon and/or tested and/or whilst being assembled and directly 
resulting therefrom. This process clause does not apply whilst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hereunder is undergoing packing, loading and/or unloading, fabrication, assembly, testing, 
pre-launch site assembly, final pre-launch testing, fuelling, and/or re-fuelling and/or defuelling, 
integration and de-integration with launch vehicle and all associated and/or 
connected activities involved. 
Sanction Limitation and Exclusion Clause 
No (re)insurer shall be deemed to provide cover and no (re)insurer shall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or provide any benefit hereunder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rovision of such cover, 
payment of such claim or provision of such benefit would expose that (re)insurer to any 
sanction,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under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r the trade or 
economic sanctions, laws or regu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United Kingdom o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C2010/014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Date: 16/03/2015 
46 
SATELLITE THIRD PARTY PRE-LAUNCH 
LIABILITY INSURANCE 
DECLARATIONS 
ITEM 1 – NAMED INSURED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of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ITEM 2 – NAMED INSURED’S ADDRESS 
9 Prosperity 1st Road, Hsinchu Science Park, Hsinchu 30078, Taiwan, R.O.C 
ITEM 3. ADDITIONAL INSUREDS 
a) Contractors and subcontractors, at any tier, including suppliers of any kind, of the Named 
Insured and of any Additional Insured involved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sured. 
b) Any director, officer, other employee, stockholder, agent or consultant of any of the fore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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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whil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r her duties as such. 
ITEM 4. POLICY PERIOD 
From 23rd March 2015 to 23rd January 2017 both days at 00.01 a.m. Local Standard Time at the Named 
Insured’s Address. 
ITEM 5. LIMIT OF LIABILITY 
Combined Single Limit NT$1,300,000,000 in respect of all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any one Occurrence and in the aggregate. 
ITEM 6. GEOGRAPHICAL LIMITS 
Anywhere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strotech processing facility, Florida and Florida. 
ITEM 7 - ATTACHMENT OF RISK 
Risk of loss under this Policy will attach on 23rd March 2015 at 00:01 am Local Standard Time at the 
Insured’s address. 
ITEM 8 - TERMINATION OF RISK 
Risk of loss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terminate upon the earliest of the following: 
(a) Upon expiration of this policy, or 
(b) when agreed claims under this Policy equal the Limit of Liability, or 
(c) at Launch of the Satellite, however, in respect of the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the risk of loss 
shall terminate two months from Launch of the Satellite. 
47 
ITEM 9 - ACTIVITIES OF THE INSURED 
Activities of the Insured will be the assembly, integration and testing of the component parts and/or the 
complete Formosat-7 satellites whilst in processing and storage at the National Space Program Office 
(NSPO) facility located at Hsinchu, Taiwan,at the Astrotech processing facility, Florida , and at the 
SpaceX launch site, Florida. Pre-launch coverage at Astrotech processing facility, Florida and at 
SpaceX launch site not to exceed 4 months. 
ITEM 10- DEDUCTIBLE 
A deductible of NT$300,000 in respect of Property Damage shall apply, each and every loss. 
48 
INSURING AGREEMENT 
In consideration of payment of the Premium, and in reliance upon the statements in the Declarations 
made a part hereof, and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limita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Insurers agree with the Insured as follows;- 
The Insurers will pay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all sums that the Insured may become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for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to third partie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and arising from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sured stated in Item 10 of the Declarations, up to the Limit of Liability st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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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5 of the Declarations. 
Insurers will, in addition:- 
(a) defend in the name of and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any suit or other proceedings, even if 
groundless, false or fraudulent, brought against the Insured alleging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and seeking damages on account thereof; but the Insurer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ake such investigation, negotiation and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as they deem 
appropriate. 
(b) pay all premiums on bonds to release attachments for an amount not in excess of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of this Policy, all premiums on appeal bonds required in any such defended suit, 
but without any obligation to apply for or furnish any such bonds; 
(c) pay all costs taxed against the Insured in any such suit or proceedings all interest accruing after 
entry of judgment until the Insurers have paid, tendered or deposited in court, such part of such 
judgment as does not exceed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as stated herein; provide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 amount of such judgment exceeding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the Insurers 
shall only be liable to pay for that proportion of the said costs and interest which the applicable 
Limit of Liability bears to the amount of such judgment; 
(d) pay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for such immediate medical and surgical relief to others 
as shall be imperative at the time of an Occurrence; 
(e) pay all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rs for investigation, adjustment and defence and 
reimburse the Insured for all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at the Insurers’ request. 
The amounts incurred in (a) to (e) above, except settlement of claims and suits, are payable by the 
Insurers in addition to the Limit of Liability stated in Item 5 of the Declarations. 
49 
DEFINITIONS 
BODILY INJURY “Bodily Injury” shall mean bodily injury, sickness or disease, including death resulting therefrom, 

sustained by any person. 
INSURED “Insured” shall mean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 Additional Insureds, noted in Item 1, 2 and 3 

of the Declarations. 
INTENTIONAL IGNITION “Intentional Ignition” shall mean the time when the automatic sequence control equipment 

indicates that ignition of engines of the launch vehicle carrying the Satellite has occurred. 
LAUNCH “Launch” shall mean the Intentional Ignition of the launch vehicle carrying the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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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Occurrence" shall mean an accident or event or a continuous or a repeated exposure to 
conditions occurring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which unexpectedly results in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 series of related accidents or events shall be 
treated as a single Occurrence hereunder. 
PROPERTY DAMAGE “Property Damage” shall mean any loss of, damage to or destruction of 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loss of use thereof. 
SATELLITE “Satellite” shall mean the Formosat 7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s to be launched onboard a 

SpaceX Falcon 9 launch vehicle. 
50 
CONDITIONS 
1. DECLARATIONS 
By acceptance of this Policy, the Named Insured agrees that the statements in the Declarations 
are its agreements and representations, that this policy is issued in reliance upon the truth of 
such representations and that this policy embodies all agreements existing between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 Insurers or any of their agents relating to this insurance. 
2. CHANGES 
Notice to or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y agent or other person shall not effect a waiver or 
change in any part of this policy nor estop the Insurers or the Insured from asserting any right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may be waived or changed only upon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Named Insured and the Insurers and by an endorsement issued 
to form part of it. 
3. NOTICE OF LOSS 
In the event of an Occurrence likely to result in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give a written Notice of Los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he Insurers. Such notice shall contain 
sufficient particulars to identify the Insured and also reasonably obtainable information 
describ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ccurrence (the “Notice of Loss”). In no event shall Notice 
of Loss be provided later than ninety (90) days after the Named Insured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Occurrence. No liability shall be admitted and no offer or promise of payment shall be made 
by the Insur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nsurers. 
4. DUE DILIGENCE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at all times use due diligence and do and concur in doing all thing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o avoid or diminish any loss under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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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OF THE INSURED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co-operate with the Insurers and upon the Insurers’ request shall 
attend hearings and trials and shall assist in effecting settlements, securing and giving evidence, 
obtaining the attendance of witnesses and in the conduct of suits. Any expense incurred upon 
such request of the Insurers shall be paid by the Insurers.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not, except 
at its own cost, voluntarily make any payment, assume any obligation or incur any expense 
other than for such immediate relief to others as shall be imperative, as determined by the 
Insured at the time of an Occurrence. 
6. SUBROGATION 
To the extent of any claim payment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of the 
rights the Insured would be legally entitled to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hereunder against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e Insured shall execute and deliver instruments and papers and do 
whatever else is necessary, at Insurer’s expense, to secure such rights and shall do nothing after 
loss to prejudice such rights. The Insured shall cooperate with the Insurers and, upon the Insurers’ 
request, shall assist in effecting settlement, securing evidence, obtaining attendance of witnesses 
and in the conduct of suit, and any expenses incurred upon such request of the Insurers shall be 
paid by the Insurer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Insured has waived or agreed to waive any right of 
recovery, Insurers shall not acquire any rights to make any claim against such person or entity. The 
Insurers agree that they will not exercise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ny subsidiary company or 
affiliate of the Insured. 
The Named Insured shall not agree to any further waivers of rights of recovery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Insurers. 
51 ’ 

7. CANCELLATION 
The Insurers may cancel this Policy for the non-payment of Premium, in which event Insurers 
shall send to the Named Insured written notice of cancellation stating when, not less than fifteen 
(15) days thereafter, cancellation shall be effective. In the event the Named Insured pays the 
Premium in full within the notice period, the applicable notice of cancellation by the Insurers 
shall cease to have any force or effect. 
In all other circumstances this policy may only be cancelled by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Insured 
and Insurers. 
8. MISREPRESENTATION AND FRAUD 
If the Insured shall make any misrepresentation or false or fraudulent claims, this Policy shall 
become void, and all claims hereunder shall be forfe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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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THER INSURANCE 
If there is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able insurance secured on behalf of o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the coverage granted under this policy for which claim is re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this policy shall pay in the ratio that the Limit of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bears to the 
whole amount of all valid and collectable insurance. 
Insurers acknowledge that more specific insurances may be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acts entered into with Surrey Satellite Technology Limited (SSTL) and 
SpaceX respectively and such coverage as is afforded thereunder shall e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is policy. The existence of such policies, however, shall not be a condition to the Insured's 
indemnification under this policy. 
10. TITLES 
The titles of the various paragraphs of this policy, and of any endorsements forming a part of 
this policy, are inserted solely for convenience and shall not be deemed to limit or otherwise 
affect the terms contained in the paragraphs to which they relate. 
11. APPLICABLE LAW 
The construction, valid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aiwan 
and each party to this Policy agrees to submi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aiwan. 
12. NOTICES 
All notices, requests, filing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effective 
when sent by registered mail, facsimile, hand delivered or received by email (with confirmation 
in writing from the recipient)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 if sent to the Insured: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8F, 9 Prosperity 1st Road, Hsinchu Science Park, 
Shinchu 30078, Taiwan 
52 
with a copy to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at the address below. 
- if sent to the Insurers: 
Attention: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Email: robert@tfmi.com.tw 
Tel : (02)2382-1666#120 
Fax : (02)5582-9800 
or to such other address as may be designated in writing. All Notices delivered to TFMI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delivered to all participating Insurers provided such Notices are distributed 
to participating Insurers within two working days of receipt by TF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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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CLAUSE (JOINT INSUREDS) 
Notwithstanding the inclusion herein of more than one Insured, whether by endorsement or otherwise, 
the total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in respect of any or all Insureds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stated in this Policy. (AVN 14 1.10.96) 
EXCLUSIONS 
This Policy does not apply :- 
1. to any obligation of any Insured to his employees or any obligation for which any Insured or 
anycarrier as his insurer may be liable to his own employees, under any worker's compensatio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death or disability benefits law, equal opportunity laws or under any 
similar law.to liability for Property Damage to the property owned, rented, leased or occupied by 
the Insured, or whilst in th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of the Insured. 
2.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the use of any vehicle on the roa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require insurance or security under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road traffic 
or, in the absence of any applicable law, to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vehicle on the public 
highway. 
3.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any ships, vessels, craft or aircraft owned, chartered, 
used or operated by or on account of the Insured 
4. to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pursuant to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unless such liability would 
have attached to the Insure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contract or agreement. 
53 
5.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any goods or products manufactured, constructed, 
altered, repaired, serviced, treated, sold, supplied or distributed by the Insured, after such goods or 
products have ceased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bu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supply, by the Insured, of food or drink at any premises 
used by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Activities. 
6. to claims mad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Satellite to provide its intended purpose. 
7. to liability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wnership, operations or 
management of any of the telemetry, tracking and command centres of the Insured. 
8. to willful or intentional acts of the Insured. 
9. the cost of making good any faulty workmanship bu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such faulty workmanship. 
10.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launch activities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or for Property Damage to 
the Satellite or the launch vehicle. 
11. to claims arising out of in-orbit operation of the Satellite. 
12. to any claims resulting from an interrup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of the Spac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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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ever the cause, or 
13. to any claims made by any third party for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with any oth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whatsoever nature unles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in a crash fire 
explosion or collision or a recorded in-flight emergency causing abnormal Spacecraft operation. 
54 
WAR AND OTHER PERILS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claims caused by: 
(a) War, invasion, acts of foreign enemies,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artial law,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attempts at usurpation of power. 
(b) Any anti-satellite device or device employing laser or directed energy beams, any 
hostile detonation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c) Strikes, riots, civil commotions or labour disturbances. 
(d) Any act of one or more persons, whether or not agents of a sovereign Power, for political 
or terrorist purposes and whether the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therefrom is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e) Any malicious act or act of sabotage,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ctions 
of any employees,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of the Insured whilst acting outside of 
their authorized responsibilities, o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Insured. 
(f) Confiscation, nationalisation, seizure, restraint, detention, appropriation, requisition for 
title or use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whether civil, military or de facto)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g) Any unlawful seizure or wrongful exercise or control of the Spacecraft (including any 
attempt at such seizure or control) made by any person or persons acting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sured. 
Furthermor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claims arising whilst the Spacecraft is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by reason of any of the above perils. The Spacecraf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stor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once the Insured can demonstrate uninterrupted 
telemetry, tracking and control functions. 
AVN 48B 01.10.1996 (amended for spacecraft) 
55 
NUCLEAR RISKS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 loss of or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any property whatsoever or any loss or 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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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oever resulting or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consequential loss 
(b) any legal liabil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contributed to by or arising from: 
(a)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any explosive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b) ioniz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or th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 
hazardous properties of, any other radioactive source whatsoever. 
AVN 71 (22.7.96) 
56 
NOISE AND POLLUTION AND OTHER PERILS EXCLUSION CLAUSE 
1.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claim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ccasioned by, happening 
through or in consequence of:- 
1.1. noise (whether audible to the human ear or not), vibration, sonic boom and any 
phenomena associated therewith, 
1.2.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of any kind whatsoever, 
1.3. electrical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1.4. interference with the use of property; 
unles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in a crash fire explosion or collision or a recorded in-flight 
emergency causing abnormal Spacecraft operation. 
2. With respect to any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concerning any duty of Insurers to 
investigate or defend claims, such provision shall not apply and Insurers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defend 
2.1. claims excluded by Paragraph 1. or 
2.2. a claim or claims covered by the Policy when combined with any claims excluded 
by Paragraph 1. (referred to below as "Combined Claims"). 
3. In respect of any Combined Claims, Insurers shall (subject to proof of loss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licy) reimburse the Insured for that portion of the following items which 
may be allocated to the claims covered by the Policy: 
3.1. damages awarded against the Insured and 
3.2. defence fees and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4. Nothing herein shall override any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r other exclusion clause 
attached to or forming part of this Policy. 
AVN 46B 01.10.1996 (amended) 
57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EXCLUSION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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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s of a person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is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to enforce a term of 
this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and/or not to have this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rescinded, varied 
or altered without his consent by virtu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are excluded from this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AVN72 9.2.2000 
58 
DATE RECOGNITION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claim, damage, injury, loss, cost, expense or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tort, negligence, product liability, misrepresentation, fraud or otherwise) of any nature 
whatsoever arising from or occasioned by or in consequence of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d whether wholly or partly): 
(a) the failure or inability of any computer hardware, software, integrated circuit, chip 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or system (whethe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Insured 
or of any third party) accurately or completely to process, exchange or transfer year, 
date or time data or inform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hange of year, date or time; 
whether on or before or after such change of year, date or time; 
(b) any implemented or attempted change or modification of any computer hardware, 
software, integrated circuit, chip 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or system 
(whethe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Insured or of any third party) in anticipation of or in 
response to any such change of year, date or time, or any advice given or services 
per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uch change or modification; 
(c) any non-use or unavailability for use of any property or equipment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any act, failure to act or decision of the Insured or of any third 
party related to any such change of year, date or time; 
and any provision in this Policy concerning any duty of Insurers to investigate or defend claims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ims so excluded. 
AVN 2000A 14.03.01 
59 
ASBESTOS EXCLUSION CLAUSE 
This Policy does not cover any claims of any kind whatsoev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ing to,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sequence of: 
(1)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asbestos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any 
material or product containing, or alleged to contain, asbestos; or 
(2) any obligation, request, demand, order, or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hat any Insured or others test for, monitor, clean up, remove, contain, treat, neutr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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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against or in any other way respond to the actual, alleged or threatened 
presence of asbestos or any material or product containing, or alleged to contain, 
asbestos.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claim caused by or resulting in a crash fire 
explosion or collision or a recorded in-flight emergency causing abnormal Spacecraft operation.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Policy, Insurers will have no duty to investigate, 
defend or pay defence costs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excluded in whole or in part under 
paragraphs (1) or (2) hereof. 
2488AGM00003 
(Amended for Spacecraft) 
60 
DATE RECOGNITION LIMITED COVERAGE CLAUSE 
WHEREAS the Policy of which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includes the Date Recognition 
Exclusion Clause (Clause AVN 2000A), it is hereb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subject to all 
terms and provisions of this Endorsement, Clause AVN 2000A shall not apply to any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and (if so required by the Policy) shall pay 
(including costs awarded against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ccidental bodily injury, fatal or otherwise, or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caused by 
a spacecraft and/or launch vehicle accident occurring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arising out of a risk insured under the Policy; 
PROVIDED THAT: 
1. Coverage provided pursuant to this Endorsement shall be subject to all terms, 
conditions, limitations, warranties, exclusions and cancellation provisions of the Policy 
(except as specifically provided herein), and nothing in this Endorsement extends 
coverage beyond that which is provided by the Policy. 
2. Nothing in this Endorsement shall provide any coverage in respect of loss of use of any 
property unless it arises out of physical damage to or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in the 
accident giving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e Policy. 
3. The Insured agrees that it has an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n writing to the Insurer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y material facts relating to the Date Recognition Conformity of the 
Insured’s operations, equipment and products. 
AVN 2003A 21.3.01 
(Applicable to spacecraft liability) 
61 
SANCTIONS AND EMBARGO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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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in the Policy the following shall apply: 
1. If, by virtue of any law or regulation which is applicable to an Insurer at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r becomes applicable at any time thereafter, providing coverage to the Insured is or 
would be unlawful because it breaches an embargo or sanction, that Insurer shall provide no 
coverage and have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nor provide any defence to the Insured or make any 
payment of defence costs or provide any form of security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to the extent 
that it would be in breach of such law or regulation. 
2. In circumstances where it is lawful for an Insurer to provide coverage under the Policy, but the 
payment of a valid and otherwise collectable claim may breach an embargo or sanction, then 
the Insurer will take all reasonable measures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authorisation to make 
such payment. 
3. In the event of any law or regulation becoming applicabl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which will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an Insurer to provide coverag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 then both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ancel its participation on this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the Policy provided that in respect of 
cancellation by the Insurer a minimum of 30 days notice in writing be given.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by either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r, the Insurer shall retain the pro rata proportion 
of the premium for the period that the Policy has been in force. However,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curred claims at the effective date of cancellation exceed the earned or pro rata premium (as 
applicable) due to the Insurer,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more specific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relating to the return of premium, any return premium shall be subject to mutual agreement. 
Notice of cancellation by the Insurer shall be effective even though the Insurer makes no 
payment or tender of return premium. 
AVN111 01.10.10 
62 
PERSONAL INJURY EXTENSION 
The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legal liability for damages 
awarded to any person arising out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offences committed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but only where such offences are commit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part of the Insured’s aviation 
operations or interests for which other coverage is granted by the Policy: 
1. False arrest, restrain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2. Malicious prosecution. 
3. Wrongful entry, eviction or other invasion of the right of private occupancy. 
4. Inadvertent discri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withholding or refusal of transportation except with 
respect to over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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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publication or utterance of a libel or slander or of other defamatory or disparaging material in 
violation of an individual's right of privacy except publication or utterance in the course of or related 
to advertising, broadcasting or telecast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6. Incidental medical malpractice error or mistake by a physician, surgeon, nurse, medical technician 
or other person performing medical services but only for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in the provis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relief.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exclusions shall apply to this extension: 
a.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by agreement under any contract unless such liability would have 
attached to the Insure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greement, 
b.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wilful violation of penal statute or ordinance committed by or with the 
knowledge or consent of the Insured, 
c.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offence 5 above, 
i. if the first injurious publication or utterance of the same or similar material was made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insurance 
ii. if such publication or utterance was made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false nature thereof, 
d.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ast, present or potential employment of any person by 
the Insure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applicable to this extension shall be USD25,000,000 in the aggregat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being within the overall Policy limit and not in addition thereto.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AVN 60A 24.12.2004 
63 
AGGREGATE STOP CLAUSE 
With respect to any coverage which is subject to an aggregate limit hereunder the Insurers shall not be 
obligated to defend any suit nor to pay any costs or expenses after the applicable aggregate limit of 
liability has been exhausted and in this event the Insured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take over control of 
proceedings from the Insurers. 
GLOBAL 134 
01.12.09 
All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remain unchanged. 
Date: 19/03/2015 
64 
EMPLOYER’S LIABILITY 
WHEREAS the Insured carrying the Business / Project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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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ther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insurance by a Proposal and Declaration which shall 
be the basis of this Contract and is deemed to be incorporated herein has applied to 
Taiwa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hereinafter called the Company) for the 
insurance hereinafter contained and has paid or agreed to pay the premium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s consideration for such insurance. 
NOW THIS POLICY WITNESSETH that if any person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or 
apprenticeship with the Insured shall sustain death or bodily injury caused by an 
accid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by the Insured in the Business / Project. 
The Company will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herein or endorsed hereon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liability at law for damages 
and claimant’s costs and expenses in respect of such injury and will in addition pay all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with its written consent. 
The Company will also pay the Solicitor’s fee incurred with its prior written consent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at proceedings in any Court of Summary Jurisdiction arising 
out of any alleged breach of a statutory duty resulting in bodily injury which may be the 
subject of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In the event of the death of the Insured the Company will indemnify the Insured’s legal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in respect of 
liabilit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provided that such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shall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Insured observe, comply, fulfil and b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in so far as they can apply. 
CONDITIONS 
1. This Policy and the Schedule shall be read together as one contract and any word 
or expression to which a specific meaning has been attached in any part of this 
Policy or of the Schedule shall bear such specific meaning wherever it may appear. 
2. In the event of any occurrence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for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d shall as soon as possible give written notice there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 limits set out by Legislation to the Company with full 
particulars. If the notice period is not stipulated by legislation for a particular 
occurrence then notice of the occurrence shall be given to the Company within ten 
(10) days of the Insured having knowledge of the same. Every letter claim writ 
summons and process shall be notified or forwarded to the Company immediately 
on receipt. Notice shall also be given in writing to the Company immediately the 
Insured shall have knowledge of any impending prosecution inquest or fatal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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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nection with any occurrence as aforesaid. 
65 
3. No admission, offer, promise of payment or indemnity shall be made or give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ompany which shall be 
entitled if it so desires to take over and conduct in the Insured’s name the defence 
or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to prosecute in the name of the Insured for its own 
benefit any claim for indemnity of damages or otherwise and shall have full 
discretion in the conduct of any proceedings and in the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and 
the Insured shall give all such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as the Company may 
require. 
4. The Insured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precautions to prevent accidents to every 
employee in his employment and shall comply with all statutory obligations and 
requirements. 
5. The first premium and all renewal premiums that may be accepted are to be 
regulated by the amount of wages, salaries, and other earnings paid by the Insured 
to employees during each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Name of every employee 
together with the amount of wages, salaries and other earnings shall be properly 
recorded and the Insured shall at all times allow the Company to inspect such 
records and shall supply the Company with a correct account of all such wages, 
salaries and other earnings paid during any Period of Insurance within one month 
from the expiry date of such Period of Insurance. If the amount so paid shall differ 
from the amount on which premium has been paid, the difference in premium shall 
be met by a further proportionate payment to the Company or by a refund by the 
Company as the case may be. 
6. If at the time any claim arises under this Policy there be any other insurance 
covering the same loss, damage or liability,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or contribute to the charge of any such claim and costs and expens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7. The Company may cancel this Policy by giving ten (10) days’ notice by registered 
letter to the Insured at his last known address and in such event the Premium shall 
be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Condition 5. 
8. The due observance and fulfilment of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ndorsements of this Policy in so far as they relate to be done or complied with by 
the Insured and the truth of the statements and answers in the said Proposal shall 
be conditions precedent to any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to make any payment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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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licy. 
9. The Company shall be liable only for an amount in excess of the benefits to be paid 
under compulsory social insurance and the Insured must first file claims to soci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for indemnity in case of injury to his employees. 
EXCEPTIONS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under this policy in respect of 
66 
(1) any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which attaches by virtue of an agreement but which would 
not have attache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greement. 
(2)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by willful or incited act committed by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related to the coverage under this Policy. 
(3)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to the Insured’s full-time or part-time business operatives 
not described in this Policy. 
(4) any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5)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a) in the event of death or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disease of employees of 
whatsoever nature, or 
b) arising from willful or unlawful act committed by employees. 
(6)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by war of warlike operation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rebellion, usurped power or military requisition. 
(7)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ioniz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SPECIAL AGREEMENTS 
1. Payment of loss, if any, must be first made under social insurance, and any amount 
in excess of the benefits to be paid thereunder will then be paid hereunder up to 
such limits as stated below. 
2. The Company will only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liable to pay in respect of accidental death of or bodily injury 
to any employee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in the Insured's employment. 
Limit of Indemnity 

Bodily Injury or Death ： NT$5,000,000 any one person 

NT$50,000,000 any one accident 
NT$80,000,000 aggregate during Period of Insurance 

Deductible ： NT$300,000 each and every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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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 二、 就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不負給付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其損失非屬本附加條款之損失，不在此限。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辦理。 臺灣產物Y2K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電腦系統年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論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論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電腦系統：本附加條款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保管箱、金庫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驗儀器設備等。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信用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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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其保險金額係以實損實賠(FIRST LOSS INSURANCE)為基礎，保險期間內每一次保險事故發生時，以實際損失賠付，不受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比例分攤之限制，但保險期間內累計之賠償金額仍以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其保險金額係以實損實賠(FIRST LOSS INSURANCE)為基礎，保險期間內每一次保險事故發生時，以實際損失賠付，不受主保險契約比例分攤之限制，但保險期間內累計之賠償金額仍以保險金額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農業機械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不保事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貼「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農業機械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辦理。 臺灣產物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約定： 

1、 本附加條款係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預估全年承包工程合約總價款為新台幣＿＿＿＿元整。被保險人須於每一工程開工前，事先通知本公司並提供工程合約（包括施工地點、名稱、金額及期間），以為理賠依據。 

2、 最低預收保險費，係由本公司按被保險人預估全年工程金額新台幣＿＿＿＿元乘以總費率＿＿%之＿＿%計算，即新台幣＿＿＿＿元，保單生效時收取。 

3、 保險期間屆滿時，由本公司按全年實際工程總金額乘以總費率計算出實際應收保險費，實際應收保險費超過全年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被保險人於保單屆期時補繳之，但本公司全年實收保險費不得低於最低預收保險費。 

4、 本保險單所承保之工程僅限於保險期間內發包施工者，但不限在此期間內完工；而承保之工程其完工期限不得超過本保險單保險期間屆滿日＿＿個月，如可能超過時應於完工前＿＿個月通知本公司延長保險期限。 

5、 本保險單於保險期間內所載之任何一項工程，若其工程造價超過新台幣＿＿＿＿元整，另行議定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牴觸時以附加保險之條款為準，未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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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公司「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所承包之工程其施工處所內因路面坑洞致第三人體傷或死亡及第三人財物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亦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 第二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50A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公司加保拆除清理費用條款（以下稱本附加條款）。雙方約定如下： 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重置工作所增加之拆除或清理費用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元整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元整為限。被保險人應負擔自負額為新台幣＿＿＿＿＿＿元整。   第二條、條款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及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10A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在本保險契約所載地址範圍內，保險標的物由原置存處所遷移至其他置存處所，因被保險人之疏忽未事先通知本公司，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該遷移之保險標的物仍負賠償責任，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動產之保險金額＿＿＿＿＿＿為限，但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元。被保險人應於知悉遷移事實後，立即通知本公司，必要時自遷移日起調整保險金額或保險費。   第二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及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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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11加保錯誤、遺漏與敘述錯誤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權益不因下列事由而受影響： 一、被保險人對保險利益、危險或承保之財產非故意之遺漏、錯誤、不正確之評價或不正確之敘述。 二、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對保險利益、危險或承保財產之改變而未通知。 三、被保險人取得保險利益或財產或危險增加而未通知。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知悉上述錯誤、遺漏或延遲未通知時，應於＿＿日內通知本公司，否財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賠償限額 保險公司對因前述之事由所致之賠償責任，每一意外事故賠償以新台幣＿＿＿＿＿＿元整為限，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之賠償限額則以新台幣＿＿＿＿＿＿元整為限。   第三條、條款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及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F12加保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小額賠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時，若其損失金額未達新台幣＿＿＿＿＿＿以上者，不適用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且對未受損之保險標的物無需進行特別盤點或鑑價。   第二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及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非經＿＿＿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惟屬保險期間加長或變更內容係有利於＿＿＿者，不在此限。  



 

第 299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二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65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 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065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範圍應包含因管理或使用工區範圍內之施工機具及領有公路行車執照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第二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080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080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對於依據聯合國決議有 關制裁、禁令或限制之國家；或經歐盟、英國或美國法令規章或貿易制裁之國家，不提 供保險保障，亦不負保險理賠及任何利益給付之責任。  第二條  不保事項 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 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或為抵制罷工而資方鎖廠所致保險標的之毀損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對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以新臺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以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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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元為限。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臺幣      元整或賠償金額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前述保險標的物在任何一次連續   小時內所遭受毀損滅失時，視為一次事故辦理，適用一次自負額之約定。 第四條 名詞定義 罷工、停工、暴動及民眾騷擾之定義如下： (一) 任何個人與他人共同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停工有關）。但不包括主保險契約共同不保事項中第四、五、八款所列之不保事項。 (二) 治安當局為鎮壓或企圖鎮壓前述擾亂公共安寧或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任何合法之行動。 (三) 治安當局為預防或企圖預防前述擾亂公共安寧行為或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任何合法之行動。 (四) 任何罷工者或遭資方鎖廠之勞工為擴大罷工或抵制資方鎖廠之故意行為。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1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1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危險事故所致保險標的毀損滅失時，被保險人為修復毀損滅失之保險標的所生之合理額外空運費用，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以新臺幣        元為限。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毀損滅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額外空運費用之百分之    或新臺幣       元整，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2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2 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設置於地下之機械設備因洪水、漲水、土崩、岩崩、地陷、土石流或橫坑、廊道、隧道之崩塌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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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內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以新臺幣      元為限。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損失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臺幣      元整，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地下機械設備遭被保險人棄置後所發生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3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3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供應商、承包商或維修商依法規或條例或依契約或協議應負責之實質毀損滅失，直接所致承保業務中斷或干擾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4地震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4 地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造成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實質毀損滅失，直接所致承保業務之中斷或干擾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保險標的物發生財物損失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致被保險人所有之原料、在製品或製成品或操作介質之惡化直接造成營業中斷期間延長，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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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7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7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利益包括補償期間內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營業中斷或干擾所生之下列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項目 說明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所負賠償責任，以下列兩者之一為限： 一、總賠償金額：新臺幣        元整 二、每日賠償金額：新臺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不適用損失分擔約定。 第三條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毀損滅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損失之百分之    或新臺幣       元整，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8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8 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公共電力、給水或瓦斯無法供應，直接造成承保業務之中斷或干擾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倘被保險人之營運中斷或干擾係因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失效時，對於因該中斷或干擾所致之每一次營業毛利損失，本公司僅就供應失效時間持續達 24 小時以上者負賠償之責。但以最大補償期間為限。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造成中斷或干擾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非因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無法預見之實質毀損滅失所採取之配給措施。 二、 由於氣候或氣象條件所致之供水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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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三、 被保險人之工廠發生之騷亂，縱因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失效所致者亦同，但受損標的物在主保險契約承保在內者，不在此限。 四、 被保險人之工廠在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恢復供應後，生產仍中斷或受干擾者，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海外製造之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滅失時，因進口或出口限制、海關規定、貨幣限制，或其他由政府或當局所制定之法規導致修復或重置延遲所致承保利益之任何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補償期間以不超過四星期為限，並受最大補償期間之限制。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10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0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下列載明之供應商營業處所因發生火災、閃電雷擊、爆炸、倒塌、航空器或其墜落物所致之毀損滅失，因而無法將機器、設備或貨品送逹被保險人時，因前述機器、設備或貨品單件或多件延遲送逹，直接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供應商名稱 存放設備及貨品之營業處所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11擴大 第一條 承保範圍 



 

第 30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顧客範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1擴大顧客範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下列載明之顧客營業處所發生火災、閃電雷擊、爆炸、倒塌、航空器或其墜落物所致之毀損滅失，因而無法收受機器、設備或貨品時，因前述機器、設備或貨品單件或多件延遲收受，直接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顧客名稱 存放設備及貨品之營業處所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以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同型態或同設計之同性質保險標的，因設計、規劃、規格、材料、鑄造或工藝上之缺陷、瑕疵、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扣除自負額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但對第六次及其以後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二次   % 

第三次   % 

第四次   % 

第五次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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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受影響部分之每年折舊率計算折舊，如製造商未訂折舊率，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之        ，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潤滑油及冷卻劑毀損滅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所負賠償責任依照製造商所訂平均使用年限之折舊予以折減。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輸送帶及鍊條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受影響部分之每年折舊率折減，如製造商未訂折舊率，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之    ，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電線及非電力纜線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受影響部分之每年折舊率折減，如製造商未訂折舊率，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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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之    ，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A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A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電力機械發生部分毀損滅失而必須重繞電力線圈及/或重新電鍍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為重繞電力線圈及重新電鍍之每年折舊率折減，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之    ，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汽缸襯（套）、汽缸蓋包括附屬品及活塞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受影響部分之每年折舊率折減，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之    ，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發生保險事故，如該組件之使用年限較氣渦輪機為短者，本公司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折舊。 第二條 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按下列方式計算： 一、以與發生保險事故組件相同運轉(工作)時間之已使用年限(expired life 簡稱 EL)，以及製造商所發布最新規格組件之正常使用年限 (normal life expectancy簡稱 NLE)，按(1 - EL/NLE)公式乘上前述安裝在廠內組件之重置成本計算，亦即： (1 - EL ) x 安裝在廠內組件之重置成本 N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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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EL：與發生保險事故組件相同運轉(工作)時間之已使用年限(expired life 簡稱 EL) *NLE：製造商所發布最新規格組件之正常使用年限 (normal life expectancy 簡稱 NLE)  二、於製造商所訂任何組件之正常使用年限與實際使用經驗不一致時，被保險人及保險人雙方同意以協議方式決定組件之實際使用年限，取代製造商之正常使用年限。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9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9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每年自費就被保險潛水泵及深井泵安排檢修，並將檢修報告送交本公司，被保險人未遵守前述約定者，本公司對於潛水泵及深井泵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述之檢修與檢驗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第二條  不保事項 下列各款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沙石侵蝕作用。 二、無水操作。 三、水井倒塌。 四、管線或鋼筋牆毀損。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壓印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就承受高應力部分進行檢修，並請專家或專業廠商做非破壞性檢驗。前述之檢修與檢驗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保險標的物下一次檢修日期應由專家或專業廠商決定，但非經本公司同意，檢修及檢驗日期間隔不得超過    個月。 被保險人就本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檢修與檢驗報告，應提供予本公司參考。 無論本附加條款是否開始生效，本條第二項所述檢修與檢驗期限規定，適用於保險標的自第一次啟用後所進行之檢修與檢驗，或者最近對該設備承受高應力部分所進行之檢修與檢驗。 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應檢修而未檢修部分所遭受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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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1A 1000KW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1A 1000KW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依照本條第三項約定之期限，就處於完全暴露在外部分進行檢修。前述之檢修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被保險人就本條前項規定所為之檢修與檢驗報告，應提供予本公司參考。 非經本公司同意，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  年但運作時間已達     小時者，應優先進行檢修一次。 無論本附加條款是否開始生效，本條第三項所述檢修期限規定，適用於保險標的物自第一次啟用後所進行之檢修，或者最近對該電動馬達所進行之檢修。 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應檢修而未檢修部分所遭受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依照本條第二項所要求之條件，就整體渦輪機組或其零件處於完全暴露在外部分進行檢修。被保險人對前述之檢修應事前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非經本公司事前同意，保險標的物應於以下規定期限內進行檢修: 一、 汽輪機與汽渦輪發電機組：凡主要以連續負載之方式運作，並以具現代化技術標準可全面掌控其運轉狀態之綜合儀器設備運作者，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  年，但其運作時間已達    小時者，應即進行檢修。 二、 汽輪機與汽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之運轉方式不符合本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訂之條件者，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  年，但其運作時間已達     小時者，應即進行檢修。 三、 水輪機與水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應依照製造商使用規範所建議之時間進行檢修，但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 四、 氣輪機與氣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應依照製造商使用規範所建議之時間進行檢修。 保險標的之運轉方式遇有重大變化時，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本公司，由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共同決定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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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保險標的物若未於本條第二項所訂之期限内進行檢修，則本公司僅對非因應檢修而未檢修所生損害之部分予以賠償，但如進行該檢修而應發生之拆解，重組或其他類似之費用則不在賠償範圍之内。拆解，重組或其他因進行該檢修所應發生之費用應視爲進行該檢修之一部分。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及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73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3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每年自行負擔費用，對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於不逾法令所要求期限內進行檢查，被保險人亦應自行負擔費用，應主管機關之要求或者製造商之建議進行檢修。前述所為之檢查或檢修，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並提供報告予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該檢查或檢修。 無論本附加條款是否開始生效，前項規定之檢查及檢修期限，適用於保險標的物自第一次啟用後，或者前次對保險標的物所進行之檢查與檢修。 本條第一項所規定檢查或檢修之間隔期間，於取得檢查員或主管機關一致同意，本公司亦認定無危險之虞後，得應被保險人之請求展延之。 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就已檢修部分，檢查出因環境因素影響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74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4 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年度保險金額係由一年度內被保險人製成品單位數乘以每單位約定價格後所得之金額。 主保險契約第廿九條第二項應返還之保險費，應依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製成品單位數計算之。 本公司應負之賠償金額，按每單位約定價格乘以若無損失發生時被保險人應可生產之製成品單位數後所得之金額。 本公司於製成品之製造已不受影響或補償期間限制結束前十二個月內，所製造實際製成品單位數之毀損滅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但經核算結果，計算保險金額之製成品單位數少於若無損失發生時被保險人應製造之製成品單位數時，本公司得按比例賠償之。 本公司僅就發生於最大補償期間內，超過與被保險人約定時間自負額所生損失，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自負額 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承保範圍內毀損滅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損失之百分之       或新臺幣               元整，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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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業中斷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 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排煙道淨化設備發生毀損滅失，有關其橡膠及塑膠襯砌或塑膠設備部分包括清理費用，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按排煙道淨化設備及其影響部分之剩餘使用年限對正常預期使用年限之比例，計算損失金額之賠償額度。 排煙道淨化設備觸媒之毀損滅失包括清理費用，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必須按觸媒使用紀錄所顯示之剩餘存量對正常預期耐用年限存量之比例，計算損失金額之賠償額度。 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標的物保固期間結束前，每年檢查保險標的物之橡膠及塑膠襯砌或塑膠設備使用狀況，並適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參與。 被保險人對本條前項規定所為之檢查結果，應至少包含保險標的物之以下各項內容做成報告，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襯砌及塑膠設備之狀況。 二、設備缺陷或損害所在位置及程度之陳述。 三、設備應保養及維修所在位置之陳述。 四、採用變更材質之資料。 第二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橡膠、塑膠襯砌、塑膠設備或觸媒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連續不斷操作。 二、設計、規劃、規格、材料或工藝上之缺陷、瑕疵、錯誤或遺漏。 三、進行被覆之缺陷、瑕疵、錯誤或遺漏。 四、保險標的物支撐結構之鏽蝕。 第三條 名詞定義 觸媒之耗損係指觸媒正常預期使用年限存量之耗損已達 10%以上程度而言。 第四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對觸媒之毀損滅失之百分之      或依照本保險單自負額表所定金額，取二者其中較大者為準，本公司僅對超過之部分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其他各項毀損滅失依據保險明細表所列自負額，亦不負賠償之責任。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 第一條 賠償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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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JP16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17 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第一條 代位求償權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J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同意放棄對之代位求償權。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19 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指定公證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如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選定________為災損之保險公證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25共保附加條款 第一條 共保比例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25共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係由下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保，各按承保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有關承保及理賠事項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比例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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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29債權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優先給付債權人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29債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優先給付，但以其對保險標的物持有之債權範圍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JP34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J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倘保險標的物增加之保險金額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 以內者，自動納入承保範圍。但被保險人應於一個月內將增加之保險項目及金額書面送達本公司，並依照原保險費率就增加之保險金額加繳保險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第一條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工作所增加之拆除或清理費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元整。 本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約定保險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時，各該受損標的物之保險金額自動恢復，但被保險人應交付自保險標的物回復原狀之日起計算至保險契約到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64A 輸配電線路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電線及非電力纜線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受影響部分之每年折舊率折減，如製造商未訂折舊率，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之＿＿＿＿，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第三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第一條 指定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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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為本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逕付受益人。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F66暫時遷(外)移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保險標的物因清理、改裝、修復或相類似之目的，暫時遷移並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保險標的物地址以外之可關閉處所，發生保險事故遭受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金額以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____為限，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_________元整。 保險標的物在運輸途中或展覽會場內不適用本條款。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及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F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 F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本公司對於在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致本保險契約所載處所內之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而直接導致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及恢復營業所生之費用，依本附加保險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料（Raw Stock）：係指被保險人用以製造為製成品之材料。 二、在製品（Stock in Process）：係指在本保險契約載明之處所內已投入製造過程中，但尚未成為成品之加工中原料。 三、成品（Finished Stock）：係指為被保險人所製造完成，並依通常營業過程已可供包裝、運送或出售之產品。 四、商品（Merchandise）：係指為被保險人所儲存以備出售之貨物，但非被保險人製造之產 品。 五、營業毛利：係指營業收入總額減去營業成本總額（詳保險金額估算表）。 六、持續費用（Continuing Expenses）：係指於營業中斷期間必須繼續支付的費用。 七、非持續費用（Non-Continuing Expenses）：係指於營業中斷期間不必繼續支付的費用。 八、營業淨損（Net Loss）：係指持續費用加非持續費用合計大於營業毛利時。 九、連續工作天（Consecutive Working Days）：係指被保險人於正常營業情況下之實際工作日數之總和。 



 

第 31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三條   保險金額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就實際需求，選擇下列其中一種，約定保險金額，並詳填於保險金額估 算表，或列明如下： 一、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 二、持續費用。 三、其他:_______________。 保險金額：__________。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亦得就前項有關費用部分之直接人工成本，選擇全年投保或不投保。 第二項營業毛利及費用之計算應以十二個月為基礎。 於決定營業毛利及費用時，應考量未發生損失時之營業經驗及其將來可能之營業趨勢。  第四條   共保百分比 被保險人投保時，得依其預估營業中斷期間及最大的可能損失，約定共保百分比(___％)，調整保險金額。  第五條   賠償損失範圍 第一條所稱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Actual Loss Sustained），於： 一、投保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者，係指營業中斷期間內，所減少之營業毛利扣除中斷期間 不必繼續支付之各項非持續費用後之餘額。 二、投保持續費用者，係指營業中斷期間內，所支付之持續費用；但如有營業淨損時，該持 續費用須扣除營業淨損之金額。 第一項營業中斷期間之計算，係自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時起，至被保險人以最大努力最快速度重建完成、修復或重置該保險標的物之日止；該營業中斷期間雖延至本保險契約到期日以後，亦不受限制。  第六條   自負額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自負額為＿＿＿＿個連續工作天（Consecutive Working Days）之損失，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凡自損失或保險事故發生時起算，其確定營業中斷期間不超過＿＿＿＿個連續工作天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而確定營業中斷期間超過＿＿＿＿個連續工作天者，本公司僅就超過自負額之損失部分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恢復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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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被保險人以下列方法恢復營業減少因營業中斷所致之損失，於計算損失金額時，應將該減少 之金額自損失金額內扣除： 一、利用保險標的物（無論本附加保險載明之保險標的物是否已遭受毀損），以恢復全部或部 分營業。 二、利用本附加保險所載地點之其他財產或其他地點之財產以恢復全部或部分營業。 三、利用本附加保險所載地點或其他地點之原料、在製品或成品，以恢復全部或部分營業。 四、利用本附加保險所載地點或其他地點之商品，以恢復全部或部分營業。   第八條   恢復營業所生之費用 本公司對於下列費用亦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因採取第七條所列方式儘速恢復營業以減輕營業中斷損失所生之必要且合理之 額外費用；但不包括滅火費用。 二、被保險人補充成品以減輕營業中斷損失所發生之額外費用。 前項費用之總和不得超過其因而所減少之營業中斷損失，且不受本附加保險第十一條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之限制。但該項費用與營業中斷之賠償金額之合計，以不超過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為限。  第九條   不保之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其他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政府命令之拆除或焚毀所增加之營業中斷損失。 三、受毀損之保險標的物於重建、修復或重置期間，因遭受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他人之惡意破壞行為或恐怖主義份子之破壞行動所增加之損失；即使本附加保險已承保附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保險及恐怖主義保險時亦同。 四、由於租賃權之終止、特許權逾期失效、契約或訂貨單遭解除、取消所致之損失。但該終 止、失效、解除或取消係因本附加保險承保之營業中斷所致者，則本公司仍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理賠文件之提供 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需予理賠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儘速提供過去年度之財務報表、營業計劃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等，以利本公司進行損失之理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前項義務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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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十一條   營業中斷損失之理賠 投保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者之理賠： 一、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倘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低於營業毛利扣除非持續費用後乘約定共保百分比所得金額者，本公司僅按該保險金額對營業毛利扣除非持續費用後乘約定共保百分比所得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但以不超過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倘本附加險之保險金額超過營業毛利扣除非持續費用後乘共保百分比所得之金額者，本公司按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負賠償責任，但以不超過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為限。 三、理賠計算式：                                       保險金額 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 ｘ   ───────────────────                       （營業毛利-非持續費用）ｘ 約定共保百分比 四、本項第一、二、三款之營業毛利及非持續費用應與保險金額估算表所列投保項目一致。其計算係自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之日開始起算，在未來十二個月期間內，若未發生損失時，經考量營業經驗及趨勢後，而可預期達成之營業毛利或可預期發生之非持續費用。 投保持續費用者之理賠： 一、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倘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低於持續費用乘約定共保百分比所得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對持續費用乘約定共保百分比所得金額之比例負賠償之責，但以不超過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倘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超過持續費用乘約定共保百分比所得金額者，本公司按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負賠償之責，但以不超過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為限。   三、理賠計算式：                                     保險金額 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 ｘ   ─────────────────                            持續費用 ｘ 約定共保百分比 四、本項第一、二、三款之持續費用應與保險金額估算表所列投保項目一致，其計算係自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之日開始起算，在未來十二個月期間內，若未發生損失時，經考量營業經驗及趨勢後，而可預期發生之持續費用。但如營業淨損時，該持續費用須扣除營業淨損之金額。計算第一、二項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時，應考量被保險人之營業經驗及趨勢。  第十二條   其他保險 本附加保險所承保在內之損失，若另有其他保險契約同時承保時，本公司賠償責任以不超過 本附加保險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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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十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保險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保險 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且涉及過失傷害、過失重傷害、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因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第三條 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依據要保人選擇之保險金額計收保險費，應與主保險契約同時起保或退保，不得中途加保或單獨退保。  第四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依本公司要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律師費用收據正本。 三、刑事傳票。 四、其他刑事訴訟文書。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C02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 AC02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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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且涉及過失傷害、過失重傷害、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因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第三條 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依據要保人選擇之保險金額計收保險費，應與主保險契約同時起保或退保，不得中途加保或單獨退保。  第四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依本公司要求應檢具下列文件：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律師費用收據正本。 三、刑事傳票。 四、其他刑事訴訟文書。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M01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M01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理賠之責： 一、該第三人死亡時，前往喪家所支出之奠儀金費用。 二、該第三人受傷醫療者，前往探視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一、每一個人：新臺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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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二、每一事故：新臺幣     元。 三、保險期間內：新臺幣     元。  第三條、理賠金額 對於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規定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規定計算理賠金額： 一、奠儀金費用： 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二、醫療慰問金費用： 被害第三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門診治療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給付保險金；被害第三人住院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給付保險金。但每一個人每一事故最高給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四條 合併給付之限制 本附加條款所載「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區分為每一個人、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同一事故支付同一被害第三人「奠儀金費用」與「醫療慰問金費用」時，本公司以其合計金額給付之，但最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同一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 本公司合計最高給付以「每一事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理賠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給付以「保險期間內」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 保險金之申領 被保險人得採下列方式申領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若已先支付本附加條款承保之費用時，得憑被害第三人之住院證明或相關支付證據，向本公司申領保險金。 二、由本公司理賠人員陪同前往喪家或醫院，見證其支付事實。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M02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或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 M02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理賠之責： 一、該第三人死亡時，前往喪家所支出之奠儀金費用。 二、該第三人受傷醫療者，前往探視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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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一、每一個人：新臺幣     元。 二、每一事故：新臺幣     元。 三、保險期間內：新臺幣     元。  第三條、理賠金額 對於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規定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規定計算理賠金額： 一、奠儀金費用： 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二、醫療慰問金費用： 被害第三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門診治療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給付保險金；被害第三人住院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給付保險金。但每一個人每一事故最高給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四條 合併給付之限制 本附加條款所載「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區分為每一個人、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同一事故支付同一被害第三人「奠儀金費用」與「醫療慰問金費用」時，本公司以其合計金額給付之，但最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同一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 本公司合計最高給付以「每一事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理賠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給付以「保險期間內」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 保險金之申領 被保險人得採下列方式申領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若已先支付本附加條款承保之費用時，得憑被害第三人之住院證明或相關支付證據，向本公司申領保險金。 二、由本公司理賠人員陪同前往喪家或醫院，見證其支付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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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M03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或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 M03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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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或不影響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逐年辦理續保。  第二條 續保約定 經本公司依書面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且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前或雙方約定之期限內繳交續保保險費，本公司應製發續保年度之保險單及保險費收據，作為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續保約定之憑證。  第三條 續保約定之終止 要保人於加保本附加條款後，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辦理終止續保之約定。本公司於接獲終止通知後，不再辦理次年度主保險契約之續保。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相關條款約定辦理。 臺灣產物 045H 經濟部水利署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壬式)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約定： 一、 保險期間內，如因故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人應依照機關(即受益人)通知辦理。 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機關(即受益人)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定作人者，不在此限。 二、保險人履行賠償責任辦理理賠時，應將發生損失之日期、位置、項目、數量、金額及 理賠金額等明細資料通知定作人。 三、在保險期限內之工程如變更契約致減少契約價金時應辦理減保，依第九條規定辦理投 保其保險費之減少按附表四規定計算。廠商應於接到機關正式函文通知後三日內向保 險人辦理減保手續。 四、在保險期限內之工程如解除或終止契約時，應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得退扣除已到期 (按減少保險天數與投保天數之比例計算)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為本保險實際 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兩項合計不得高於保費之 20％)，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 人。廠商應於接到機關通知(以函件或工地現場備忘錄)解除或終止契約後，三日內向 保險人辦理完成終止契約手續。 五、保險期間工程發生災害後，如機關認為該損失之工程項目其施工條件、背景等因災害 因素而改變，必須變更工法施工或無須依原契約立即辦理修復時，保險人應依已施作 部份屬保險契約內之投保標的物給予理賠。 六、工程發生災害時，有關出險通知，得由被保險人或工程執行機關(水利署所屬機關)或 廠商，通知保險人即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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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七、廠商依契約及本注意事項之規定投保營造工程保險，其保險費支付方式，由廠商採一 式支付方式先行支付，若保險人同意廠商以票據支付時，其票據到期日，應於保險契 約生效前。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TFMI Comprehensive Machinery Insurance Policy No.：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s made between 1. the insuring par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2. the ins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insuring party has submitted to the insurer a proposal requesting insurance cover to be provided un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the proposal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insurer. The insuranc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s only in respect of and subject to the wording of those sections to which the schedule has been completed and which have been signed and dated by the insurer.  Subject to the insuring party having paid the agreed premium to the insurer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warrantie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herein or endorsed hereon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forming par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ection 1.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compulsory) □ yes  Section 2.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 yes        □ no  The insuring party acknowledges that it has ensured and shall continue to ensure that all parties named as insured in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disclose to it all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be provided to the insurer and shall at all times comply with any obligations which are placed upon the insured by any provis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due observance and fulfillment of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sofar as they relate to anything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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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done or complied with by the insuring party and the insured and the truth of the statements and answers give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in the proposal as well as any statements in the schedules to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li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insurer.  No alteration of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which may be agreed as between the insuring party and the insurer   shall require the agreement or consent of any other party constituting the insured under any sectio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be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aiwan, R.O.C.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be English  In witness whereof, the duly authorized agent of the insurer signs this agreement on its behalf.  Date :                                         Insur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not be effective unless signed above and dated by the insurer. No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be effective unless the schedule is both signed and dated by the insurer.  Definit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   The terms -written in italics- used i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unless they are defined differently in any section hereof or the context so requires.   Act of default means a deliberate ac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ctual consequences of such an act were anticipated or not or a reckless failure to take the reasonably necessary precautions which a prudent insured would take to prevent loss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or any deliberate act of material non-disclosure or breach of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ct(s) of God means an occurrence due to natural causes, directly and exclusively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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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human intervention and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or if foreseen, could not have been resisted by any amount of human care or skill.   Actual value means the cost which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to any item or part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would be necessary to replace it with one of the same age and capacity and similar make and quality, inclusive of all materials, wages, freight, customs, duties and due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means any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the insured may decide to take out  in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Consequential loss means any financial loss of any kind or description whatsoever, including loss of profit, loss of opportunity, losses due to delay, lack of performance, loss of contract or penalties.   Deductible means the amount to be deducted from any payment otherwise to be made by the insurer to the insured.   Insured means all the parties named as the insured in a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if the context so requires any one of them.   Insurer means the party named as such i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surer’s agent means an individual, firm or company appointed by the insurer to act on its behalf.   Insured party(ies) means the individual, firm, company, corporation or joint venture specified as an insured i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suring party means the individual, firm, company, corporation, joint venture or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named as such i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has enter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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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on behalf of itself and any other party named as an insured in any section i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means the language in which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take place.   Malfunction means the failure of a data processing system, software program or built-in microprocessor to function properly or the production of wrong results.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means any change in the nature, exposure, location, execu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that a reasonably prudent insurer would consider material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risk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New replacement value means the costs which would be incurred to replace the property insured at the premises with new items of similar kind and qualit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Period of insurance means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cover is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Policy of insurance means the proposal, the definitions, the conditions, the exclusions, the schedule and the section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Premises means the location(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Premium means the premium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Premium rate means the rate referred to as such in the schedule agreed between the insuring party and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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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Property insured means the property insured a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Proposal means the written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the insurer by the insuring party seeking insurance cover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Representatives means the directors, officers or any other individuals that have the authority to exercise administrative or executive control over the execution of a contract or over an operation or business.   Schedule means the schedule to the section(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 which reference is made to it.   Section means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cluding the schedule thereto   Sum(s) insured means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cover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any particular item of property insured or interest insured or the total amount of insurance cover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as the context may require.   Terrorism means an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nd/or the threat thereof, of any person or group(s) of persons, whether acting alone or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s) or government(s), committed for political, religious, ideological, or ethnic purposes or reasons including the intention to influence any government and/or to put the public, or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in fear.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        1.1.1.1.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insurer sha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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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respect of any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or aggravated by  1.1.1.1.1.1.1.1.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utiny, conspiracy, strike, lockout, riot, civil commo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confiscation, nationalization, commandeering, requisition or destruction or damage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de jure or de facto or by any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1.2.1.2.1.2.1.2. the acts of any person or persons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with activities directed towards the overthrowing or influencing of any government de jure or de facto by force or violence;  1.3.1.3.1.3.1.3. any act of terrorism;  1.4.1.4.1.4.1.4. ionizing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nuclear waste or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1.5.1.5.1.5.1.5.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wise hazardous or contaminating properties of any nuclear installation, reactor or other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1.6.1.6.1.6.1.6.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any other similar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1.7.1.7.1.7.1.7. an act of default committed by the insured or its representatives.  In any action, suit or other proceeding in which the insurer alleges that by reason of the provisions of exclusions 1.1, 1.2 and 1.3 above any loss or damage is not covered by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is covered shall be upon the insured.  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        1. Payment of 1. Payment of 1. Payment of 1. Payment of premiumpremiumpremiumpremium    1. 1. 1. 1.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3 the payment of the premium by the premium insuring party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insurer’s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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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towards any insured party under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1.2.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or any insured party in respect of any occurrence happening prior to receipt of the premium.       2. 2. 2. 2. Reasonable Reasonable Reasonable Reasonable PrecautionsPrecautionsPrecautionsPrecautions    2.1.2.1.2.1.2.1. The insured shall take at his own expense all reasonable precautions and comply with all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insurer, to prevent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or any liability arising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nd manufacturers recommendations.         3. Multiple insured 3. Multiple insured 3. Multiple insured 3. Multiple insured clauseclauseclauseclause    3.1.3.1.3.1.3.1. If in any section the insured comprises more than one party each operating a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entity,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in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pply as if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of these parties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insurer’s overall liability towards the parties that constitute the insured in any section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insured and any limits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o that section.  3.2.3.2.3.2.3.2. Any payment made by the insurer to any insured party as a result of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shall reduce, by the amount of that payment, the insurer’s liability towards all insured parties that constitute the insured arising from that occurrenc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4. Act of default4. Act of default4. Act of default4. Act of default    4.1.4.1.4.1.4.1. In the event of an act of default being committed by an insured party or its representatives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amount to the insured party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4.2.4.2.4.2.4.2. An act of default committed by one insured party or its representatives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entitlement to indemnity of any other insured party that has not itself (and whose representatives have not) committed an act of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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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4.3. 4.3. 4.3. 4.3. In the event of the insurer refusing to indemnify an insured party as a result of any act of default no other insured party shall be entitled to indemnity in respect of the same loss or damage by assuming the rights or obligations of the insured party whose claim for indemnity the insurer has refused or is entitled to refuse.  4.4.4.4.4.4.4.4. In the event of an act of default the insurer shall be entitled to claim from the insured party any loss or damage it may have suffer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sums it may have paid to any other insured party as a result of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insured party or its representatives committing an act of default.         5. Subrogation5. Subrogation5. Subrogation5. Subrogation        5.1. 5.1. 5.1. 5.1. The insurer shall waive its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ll insured parties provided no act of default committed by any insured party or its representatives has caused any loss or damage to any other insured party.  5.2.5.2.5.2.5.2. The insured shall at the insurer.s expense do and concur in doing and permit to be done all actions that may be necessary or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in the interest of any rights or remedies or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relief or indemnity to which the insurer is or would become entitled or which is or would be subrogated to him upon indemnification or rectification of any loss or damag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action is or becomes necessary or required before or after the insured’s indemnification by the insurer.         6. Risk inspections6. Risk inspections6. Risk inspections6. Risk inspections    6.1.6.1.6.1.6.1. The insurer or the insurer’s agent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inspect and examine the property insured at any reasonable time and the in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 or the insurer’s agent with all relevant details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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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7. Material change 7. Material change 7. Material change 7. Material change in the riskin the riskin the riskin the risk        7.1.7.1.7.1.7.1. As soon as is reasonably possible, any party named as the insured in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notify the insuring party of any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of which it is aware or ought reasonably to be aware and shall take or cause to be taken at its own expense any additional precautions that may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loss or damage occurring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as a result of such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7.2. 7.2. 7.2. 7.2.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insurer in writing upon receipt of any notice from the insured.     7.3. 7.3. 7.3. 7.3.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which would not have resulted had there not been a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unless the insurer has agreed to the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in which case the scope of cover and premium shall, if necessary, be adjusted by the insurer to reflect the material change in risk.             8. Claims 8. Claims 8. Claims 8. Claims notification and notification and notification and notification and the insuthe insuthe insuthe insured’s red’s red’s red’s obligations obligations obligations obligations following an following an following an following an occurrenceoccurrenceoccurrenceoccurrence    
8.1.8.1.8.1.8.1. In the event of any occurrence which might give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insured shall     8.1.1. 8.1.1. 8.1.1. 8.1.1. notify the insurer in writing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indicating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8.1.2.8.1.2.8.1.2.8.1.2. take all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minimizing loss or damage;     8.1.3.8.1.3.8.1.3.8.1.3.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8.1.4.8.1.4.8.1.4.8.1.4. do and concur in doing and permit to be done all such things as may be practicable to establish the cause and exte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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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8.1.5.8.1.5.8.1.5.8.1.5. preserve all parts affected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by the insurer’s agent as long as the insurer may require;     8.1.6.8.1.6.8.1.6.8.1.6. inform the police authorities of loss or damage due to fire, theft or burglary or actions by any malicious person and render all reasonable assistance to the police authorities;     8.1.7.8.1.7.8.1.7.8.1.7. furnish an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that the insurer may require together with, if required,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of the truth of the claim.  8.2.8.2.8.2.8.2. If the insured or anyone acting on its behalf hinders or obstructs the insurer in any way or does not comply with any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the insurer may make following the notification of any loss or damage, all benefits claimed under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be forfeited.  8.3.8.3.8.3.8.3. The insurer shall reimburse the in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its duties in relation to clauses 8.1.2 and 8.1.3 above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under any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8.4.8.4.8.4.8.4. Upon notifying the insurer the insured may repair any minor damage or replace any part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that have sustained minor damage. In all other cases the insurer’s agent sha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inspect the loss or damage before any repairs are effected and if the insurer’s agent does not carry out the inspection within a period of time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in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proceed with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8.5.8.5.8.5.8.5.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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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of any lost or damaged part or part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hall cease if such part or parts are not repaired or repla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tandards.         9. Fraudulent 9. Fraudulent 9. Fraudulent 9. Fraudulent claimsclaimsclaimsclaims        9.1.9.1.9.1.9.1. If an insured party makes any claim that is fraudulent or any false declaration or statement in support there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 party making such a claim shall become void an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hereunder to that party.  9.2.9.2.9.2.9.2.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any return of premium in the event that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is treated as void.         10. Disclaimer of 10. Disclaimer of 10. Disclaimer of 10. Disclaimer of liabilityliabilityliabilityliability        10.1.10.1.10.1.10.1. If the insurer disclaims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and if conciliation is not commenced within three months of such a disclaimer, all benefits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 respect of that claim shall be forfeited.         11. Other 11. Other 11. Other 11. Other insurancesinsurancesinsurancesinsurances        11.1.11.1.11.1.11.1. If at the time any claim is mad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re is any other insurance covering the same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more than the rateable proportion of any claim for such loss or damage.         12. Entire 12. Entire 12. Entire 12. Entire agreementagreementagreementagreement    12.1.12.1.12.1.12.1.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shall form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ing party and any party claiming as an insured and supersedes and replaces all prior communications, representations, warranties, undertaking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arties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13. Dispute 13. Dispute 13. Dispute 13. Dispute ResolutionResolutionResolutionResolution        13.1.13.1.13.1.13.1. If any dispute arises as to the insurer’s liability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either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r may give notice to the other that it wishes the dispute to be referred to concili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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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and subject to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Rules of Conciliation or any modification thereof that is in force at that time.  13.2.13.2.13.2.13.2. If the matter cannot be resolved by conciliation either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r may, within 28 days of either party deciding that the conciliation has failed, require that the matter shall finally be settled under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by a panel of 3 (three) arbitra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ules.         14. Termination of 14. Termination of 14. Termination of 14. Termination of PolicyPolicyPolicyPolicy    14.1.14.1.14.1.14.1.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may be terminat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suring party at any time or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surer at any time subject to the insured being given 30 days. notice to that effect, and in either case the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to repay on demand a rate able proportion of the premium for the unexpired period from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less any reasonable inspection charges the insurer may have incurred for the time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has been in force. Section 1 Section 1 Section 1 Section 1 ----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1. Indemnification1. Indemnification1. Indemnification1. Indemnification    1.1.1.1.1.1.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any sudden physical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which the insured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foreseen and which occurs at the premises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due to any cause not specifically excluded and which results in property insured needing to be repaired or replaced.     1.2.1.2.1.2.1.2. The indemnity for each item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set opposite thereto or any limit of indemnity that may be applicable.   2. Property insured2. Property insured2. Property insured2. Property insured    2.1.2.1.2.1.2.1.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all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installations,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buildings including contents, stock, goods in process, owned, operated, or hel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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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unless specifically excluded in this section.   3. Additional 3. Additional 3. Additional 3.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insurance coverinsurance coverinsurance cover    If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will be provided subject to the terms contained herein:  3.1. Capital3.1. Capital3.1. Capital3.1. Capital    additionsadditionsadditionsadditions     3.1.1.3.1.1.3.1.1.3.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3.1.1.1.3.1.1.1.3.1.1.1.3.1.1.1. any buildings, machinery and other equipment acquired or operated by or held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after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not included in the schedule;  3.1.1.2.3.1.1.2.3.1.1.2.3.1.1.2. any additions or extensions to property insured whi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after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capital additions”.  3.1.2.3.1.2.3.1.2.3.1.2. Any increase in the new replacement value as a result of such capital additi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sum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1.3. 3.1.3. 3.1.3. 3.1.3. Thi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is also subject to the insuring party advising the insurer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particulars of any such capital additions and the payment of any additional premium the insurer may require.   3.2. Expediting expenses3.2. Expediting expenses3.2. Expediting expenses3.2. Expediting expenses        3.2.1. 3.2.1. 3.2.1. 3.2.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up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reasonable extra cos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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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overtime, night-work, work on public holidays, express freight (except airfreight) incurred to rectif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3.3. Fire3.3. Fire3.3. Fire3.3. Fire----fighting expensesfighting expensesfighting expensesfighting expenses        3.3.1.3.3.1.3.3.1.3.3.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fire-fighting expenses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to prevent or minimize the extent of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indemnifiabl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cluding the cost of materials expended, costs incurred in refilling fire-extinguishing appliances and replacing used sprinkler heads, wages of personnel specifically engaged for such tasks and all fire-fighting costs claimed against the insured from a public authority or public fire brigad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amount payable under thi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3.2.3.3.2.3.3.2.3.3.2. Payment by insurers of any amount under thi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costs incurred as insurers may reasonably require.      3.4. Hazardous substances3.4. Hazardous substances3.4. Hazardous substances3.4. Hazardous substances        3.4.1.3.4.1.3.4.1.3.4.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the additional expenses incurred for cleanup, repair, replacement or disposal of any damaged, contaminated or polluted property insured following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subject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5. Professional fees3.5. Professional fees3.5. Professional fees3.5. Professional fees        3.5.1.3.5.1.3.5.1.3.5.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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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fees and related costs necessarily incurred to reinstate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but not for preparing claims.  3.5.2.3.5.2.3.5.2.3.5.2. The amount payable for such fees shall not exceed those authorized under the scales of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or bodies regulating such charges or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whichever is the lower.      3.6. Removal of debris3.6. Removal of debris3.6. Removal of debris3.6. Removal of debris        3.6.1.3.6.1.3.6.1.3.6.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up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the costs and expenses necessarily incurred to remove and dispose of debris, to dismantle, demolish, shore or prop up property insured in any circumstances giving rise to indemnifiable loss or damage under this section.     4. Sum insured4. Sum insured4. Sum insured4. Sum insured     4.1.4.1.4.1.4.1. It is a requiremen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the sum(s)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he new replacement value of such property.     4.2.4.2.4.2.4.2. In the event of any indemnific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the sum insured shall be automatically reinstated.         5. Premium5. Premium5. Premium5. Premium        5.1.5.1.5.1.5.1. A deposit premium shall be paid at the inception of this section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total sum insured by the premium rate.     5.2.5.2.5.2.5.2.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sum insured is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he premium shall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for the remain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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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6. Period of 6. Period of 6. Period of 6. Period of insuranceinsuranceinsuranceinsurance        6.1.6.1.6.1.6.1. Unless agreed otherwise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one year from the inception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6.2.6.2.6.2.6.2. Inception and expiry shall both take effect as of 12 noon on the date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6.3.6.3.6.3.6.3.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renewed automatically for one further year unless the insurer or the insuring party give 30 days.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such termination to take effect on the expiry date.         7. Temporary 7. Temporary 7. Temporary 7. Temporary removalremovalremovalremoval        7.1.7.1.7.1.7.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other than stock and or goods in process and or finished goods, and or raw materials and or supplies if insured hereby) temporarily removed for cleaning, renovation, repair or maintenance to any other location whilst in transit thereto or there from by road, rail or inland waterway.         8. Deductible8. Deductible8. Deductible8. Deductible        8.1.8.1.8.1.8.1.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items of property insure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respective deductibl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provided that if more than one item is lost or damaged as a result of any one occurrence, the insured shall not be called upon to bear more than the highest single deductible applicable to any lost or damaged item.  8.2.8.2.8.2.8.2.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is section arising during any one period of s consecutive hours caused by acts of God of the same type covered by this sect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caused by a single occurrence and shall therefore be subject to one deductible.  8.3.8.3.8.3.8.3.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foregoing the commencement of any such 72-hour period shall be decided upon by an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sured, it 



 

第 33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being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re shall be no overlapping of any two or more such 72-hour periods in the event of damage occurring over a more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9. Exclusions9. Exclusions9. Exclusions9. Exclusions        The following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section: 9.1. Property excluded9.1. Property excluded9.1. Property excluded9.1. Property excluded    9.1.1.9.1.1.9.1.1.9.1.1. propert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constructed or erected;  9.1.2.9.1.2.9.1.2.9.1.2.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prior to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 acceptance tests;  9.1.3.9.1.3.9.1.3.9.1.3. goods in process if loss or damage arises from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e, testing, repairing, cleaning, restoring, alteration, renovation or servicing;  9.1.4.9.1.4.9.1.4.9.1.4. motor vehicles licensed for public roads, railway locomotives, rolling stock, floating equipment, ships, vessels, aircraft, spacecraft;  9.1.5. 9.1.5. 9.1.5. 9.1.5. money, stamps, deeds, evidence of debt or title, works of art, rare books, jewellery, precious metals, precious stones and gems, securities, valuable documents;  9.1.6.9.1.6.9.1.6.9.1.6. land, including topsoil, backfill, drainage and culverts, roads, runways, railway lines, dams, reservoirs, water, canals, drilling rigs, wells, pipeline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tunnels, bridges, docks, piers, wharves, any property underground, offshore property;  9.1.7.9.1.7.9.1.7.9.1.7. flora and fauna;  9.1.8.9.1.8.9.1.8.9.1.8. all property on the premises of nuclear pow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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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9.1.9.9.1.9.9.1.9.9.1.9. nuclear reactors, reactor buildings and plant and equipment therein on any premises other than nuclear power stations;  9.1.10.9.1.10.9.1.10.9.1.10. all property on any premi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emises referred to above) used or having been used for  9.1.10.1.9.1.10.1.9.1.10.1.9.1.10.1. the generation of nuclear energy or  9.1.10.2.9.1.10.2.9.1.10.2.9.1.10.2. the production, use or storage of nuclear material;  9.1.11.9.1.11.9.1.11.9.1.11.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which has been transferred into the possession of others, under leasing or rental agreements, hire, purchase, credit or other suspensive sale agreements.          9.2. Perils excluded9.2. Perils excluded9.2. Perils excluded9.2. Perils exclude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9.2.1.9.2.1.9.2.1.9.2.1. any faults or defects existing at the time of commencemen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of which the insured or his representatives were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been awar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such faults or defects were known to the insurer or not;  9.2.2.9.2.2.9.2.2.9.2.2. release, discharge, or dispersal of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s, contaminants or pollutants, proximate or remote, except as specified under item 3.4 of this section;  9.2.3.9.2.3.9.2.3.9.2.3. lack of incoming suppl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lectricity, fuel, water, gas, steam or refrigerant.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9.2.4.9.2.4.9.2.4.9.2.4. loss or damage for which a manufacturer, supplier, contracto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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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repairer is responsible either by law or ordinance or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9.2.5.9.2.5.9.2.5.9.2.5. any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replacement or repair due to enforcement of any ordinance or law;  9.2.6.9.2.6.9.2.6.9.2.6. wear and tear, rust, corrosion, erosion, cavitation, boiler scale, incrustation, deterioration, settling, gradual cracking, gradually developing deformation or distortion, gradual deterioration due to atmospheric conditions or due to other causes, but this exclusion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items immediately affected and shall not exclude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to other part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as a consequence thereof;  9.2.7.9.2.7.9.2.7.9.2.7. loss or disappearance which is discovered only during an inventory or stocktaking or which is not traceable to a specific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otherwise indemnifiable under this section;  9.2.8.9.2.8.9.2.8.9.2.8. shrinkage, evaporation, loss of weight, consequences of exposure to light, change in flavour, cooler, texture or finish affecting raw material, goods in process or finished goods unless such change in condition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otherwise indemnifiable under this section;  9.2.9.9.2.9.9.2.9.9.2.9. loss or damage attributable to extremes or changes of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or to non-existing, non-functionable or inadequate heating, air-conditioning or cooling equipment including operating error, condensation, excessive moisture, dampness, seepage, disease, deterioration, decay, mildew, mould, fungus, wet or dry rot, insect larvae or vermin of any kind, infestation unless resulting from a cause not otherwise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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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9.2.10.9.2.10.9.2.10.9.2.10. any malfunction of hardware, software or embedded chips as well as any loss, damage, destruction, distortion, erasure, corruption or alter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puter virus, worms, Trojan Horses); but this shall not exclude liability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other part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as a consequence thereof;  9.2.11.9.2.11.9.2.11.9.2.11. costs arising from false or unauthorized programming, punching, labelling or inserting, inadvertent cancelling of information or discarding of data media and from loss of information caused by magnetic fields;  9.29.29.29.2.12. .12. .12. .12. costs of maintenance, upgrade or improvement, normal upkeep;  9.2.13.9.2.13.9.2.13.9.2.13. consequential loss or any costs to reduce it  9.2.14.9.2.14.9.2.14.9.2.14. loss of or damage to hired equipment for which the lessor is responsible either by law or ordinance or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9.2.15.9.2.15.9.2.15.9.2.15. any costs rendered necessary to replace, repair or rectify property insured which is defective due to any fault, defect, error or omission in design, plan, specification, material, manufacture or workmanship, but should property insured . other than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containing any such defect become lost or damaged, the costs excluded are those which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curred to replace, repair or rectify the original defect if such defect had been discovered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covered for losses resulting from any of the causes mentioned in thi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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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10. Conditions for 10. Conditions for 10. Conditions for 10. Conditions for loss settlementloss settlementloss settlementloss settlement    10.1.10.1.10.1.10.1. In the event of any loss or damage the basis of loss settlement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s follows:     10.1.1.10.1.1.10.1.1.10.1.1. for stock, goods in process, finished goods, raw materials and supplies the costs required to replace the damaged material at the same premises by material of a similar kind and quality to that immediately before the loss;     10.1.2. 10.1.2. 10.1.2. 10.1.2. for plans, drawings, records, data and programs for electronic and electromechanical data-processing equipment the cost of reproducing the same from duplicates or from originals;     11110.1.3.0.1.3.0.1.3.0.1.3. for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older than 5 years to be calculated from the date of manufacture and for mobile equipment of any age:     10.1.3.1.10.1.3.1.10.1.3.1.10.1.3.1. for damage which can be repaired the costs necessarily incurred to restore the damaged item to its former state of serviceability plus the cost of dismantling and re-erection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ng the repairs as well as ordinary freight to and from a repair shop, customs duties and dues, if an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expens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um insured. If the repairs are carried out at a workshop owned by the insured,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cost of materials and wages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s plus a reasonable percentage to cover overhead charges.  No deduction shall be made for depreciation in respect of parts replaced.     10.1.3.2.10.1.3.2.10.1.3.2.10.1.3.2. If the cost of repairs equals or exceeds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damaged property immediately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at property shall be regarded as a total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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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10.1.3.3.10.1.3.3.10.1.3.3.10.1.3.3. In the event of a total loss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occurrence, including charges for ordinary freight, cost of erection and customs duties, if any, provided such expens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um insured.     10.1.3.4.10.1.3.4.10.1.3.4.10.1.3.4. The insurer shall also pay any reasonable costs to dismantle damaged equipment.     10.1.4.10.1.4.10.1.4.10.1.4. for all other property the new replacement value or the cost of restoring the property to a condition equal to but no better or more extensive than its condition when new, whichever is the lower.     10.2. 10.2. 10.2. 10.2. If,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sum insured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required to be insured, then the amount recoverable by the insur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reduced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bears to the amount required to be insured.     10.3.10.3.10.3.10.3. The costs of any alterations, additions, improvements or overhauls shall not be recoverabl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10.4. 10.4. 10.4. 10.4. The cost of any provisional repairs shall be borne by the insurer if such repairs constitute part of the final repairs and do not increase the total cost of repairs.     10.5.10.5.10.5.10.5. The amount payable by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provisions shall be reduced by the value of any salvage.             11. Preventive 11. Preventive 11. Preventive 11. Preventive maintenancemaintenancemaintenancemaintenance        11.1.11.1.11.1.11.1.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any plant, machinery or    equipment forming property insured is main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ppliers or manufactur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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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such plant, machinery or equipment.  11.2.11.2.11.2.11.2. Such maintenance shall include safety checks, preventive maintenance, rectification of loss or damage or faults arising from normal operation or wear and tear as well as from ageing, and shall also include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components, modules or parts.  Section 2 Section 2 Section 2 Section 2 ----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1. Indemnification1. Indemnification1. Indemnification1. Indemnification        1.1. 1.1. 1.1. 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a loss of the interest insured unless specifically excluded if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suffers loss or damage indemnifiable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or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demnifiable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bu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 deductible, thereby causing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1.2.1.2.1.2.1.2. The indemnity for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shall be in respect of:     1.2.1.1.2.1.1.2.1.1.2.1. gross profit, the loss actually sustain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resulting from a reduction in turnover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or     1.2.2.1.2.2.1.2.2.1.2.2.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the amount actually not earn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resulting from a reduction in turnover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1.3.1.3.1.3.1.3. The indemnity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insured for the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2. Sum insured2. Sum insured2. Sum insured2. Sum insured    2.1.2.1.2.1.2.1. The sum insured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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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2.1.1. 2.1.1. 2.1.1. 2.1.1. the annual gross profit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or     2.1.2. 2.1.2. 2.1.2. 2.1.2. the annual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2.2.2.2.2.2.2.2. Should the indemnity period exceed twelve months, the gross profit or the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shall be the pro rata amount for that period.         3. Period of 3. Period of 3. Period of 3. Period of insuranceinsuranceinsuranceinsurance    3.1.3.1.3.1.3.1.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the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2. Should at any tim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3.2.1.3.2.1.3.2.1.3.2.1. the business be wound up or carried on by a liquidator or receiver or administrator or be permanently discontinued,     3.2.2.3.2.2.3.2.2.3.2.2. the insured’s interest cease otherwise than by death,  then the cover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cease on the respective date unless specifically agreed by the insurer in writing.         4. Indemnity period4. Indemnity period4. Indemnity period4. Indemnity period    4.1.4.1.4.1.4.1. The indemnity period shall be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interest insured is affected by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and not exceeding the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5. Premium5. Premium5. Premium5. Premium    5.1.5.1.5.1.5.1. A deposit premium shall be paid at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sum insured by the premium rate.     5.2.5.2.5.2.5.2. If the insured declares at the latest six months after the expiry of any period of insurance that the gross profit earned during the accounting period of twelve months most closely concurrent with any period of insuranc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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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certified by the insured’s auditors, was less than the sum insured thereon, a pro rata return of premium not exceeding one-third of the premium paid on such sum insured for such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made in respect of the difference.     5.3.5.3.5.3.5.3. If any loss or damage has occurred giving rise to any payment under this section then the amount of any such payment before application of the time excess or monetary deductible shall be added to the gross profit as certified by the insured’s auditors and any return of premium shall b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sum and the sum insured.         6. Time excess and 6. Time excess and 6. Time excess and 6. Time excess and monetary deductiblemonetary deductiblemonetary deductiblemonetary deductible        6.1.6.1.6.1.6.1. In any on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average daily value of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sustain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by the number of day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as the time excess or for the amount of any monetary deductibl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whichever is higher.         7. Exclusions7. Exclusions7. Exclusions7. Exclusions    The following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section:     7.1.7.1.7.1.7.1.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due to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resulting from     7.1.1.7.1.1.7.1.1.7.1.1. loss or damage covered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by way of endorsement, unless expressly specified as covered in the schedule;     7.1.2. 7.1.2. 7.1.2. 7.1.2.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or tsunami, unless expressly specified as covered in the schedule;     7.1.3. 7.1.3. 7.1.3. 7.1.3. an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public authority;     7.1.4. 7.1.4. 7.1.4. 7.1.4. consequential loss which occurs after the date when the items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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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destroyed or damaged are in operating condition again and the business insured could have been resumed;     7.1.5.7.1.5.7.1.5.7.1.5. loss or damage due to abnormal conditi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ulting from testing, intentional overloading or experiments;     7.1.6.7.1.6.7.1.6.7.1.6. shortage, destruction, deterioration of or damage to raw materials, semi-finished or finished products or other materials required for proper operation, even if the consequence of material damage to an item indicated in the list of property insured is involved, unless agreed by endorsement;     7.1.7. 7.1.7. 7.1.7. 7.1.7. erasure, loss, distortion or corruption of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systems or other records or software programs unless resulting from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indemnifiable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7.2. 7.2. 7.2. 7.2. the amount of any fines or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for late or non-completion of orders, or for penalties of whatever nature.          8. Claims notifica8. Claims notifica8. Claims notifica8. Claims notifica----    tion and the tion and the tion and the tion and the insured’s special insured’s special insured’s special insured’s special obligations obligations obligations obligations following an following an following an following an occurrenceoccurrenceoccurrenceoccurrence        
8.1.8.1.8.1.8.1. The insured shall be obliged to keep for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complete    records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 inventories, production and balance sheets for the three preceding years. All records shall be held in safe keeping and, as a precaution against their being simultaneously    destroyed, the insured shall keep separate sets of such records.     8.2.8.2.8.2.8.2. In the event of any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which might cause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8.2.1.8.2.1.8.2.1.8.2.1. the insured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insurer and send it written confirmation thereof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of the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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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8.2.2.8.2.2.8.2.2.8.2.2.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r’s agents shall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the premises to establish the possible cause and exte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its effect on the interest insured, to examine the possibilities for minimizing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and if necessary to make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voidance or minimization of such interruption or interference;  8.2.3.8.2.3.8.2.3.8.2.3.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r’s agen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enter any building where the loss has happened and may take possession of or require that any of the damaged property insured be rendered to them and may keep possession of and deal with such damaged property insured for all reasonable purposes and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This condition shall be evidence of the leave and licence of the insured to the insurer so to do.  8.3. 8.3. 8.3. 8.3. If the insured or anyone acting on his behalf hinders or obstructs the insurer in any way or does not comply with any recommendations the insurer may make pursuant to clause 8.2.2 above, all benefits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forfeited.     8.4.8.4.8.4.8.4. In the event of a claim being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the insured shall at his own expense deliver to the insurer not later than thirty days after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or within such further periods as the insurer may allow in writing a written statement setting forth particulars of the claim.  8.5.8.5.8.5.8.5. The insured shall at his own expense produce and furnish to the insurer such books of account and other business books or other evidence as may reasonably be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or verifying the claim together with, if required,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of the truth of the claim and of any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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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9. Conditions for9. Conditions for9. Conditions for9. Conditions for loss settlementloss settlementloss settlementloss settlement    In the event of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the basis    of loss settlement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s follows:     9.1.9.1.9.1.9.1. Loss of gross profit  9.1.1.9.1.1.9.1.1.9.1.1. In respect of loss of gross profit,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with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actual turnover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falls short of the turnover which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had the loss or damage not occurred.     9.1.2.9.1.2.9.1.2.9.1.2. If the annual sum insured hereunder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by the annual turnover or, if the indemnity period exceeds twelve months, the turnover calculated for the equivalent period, the amount payable shall be reduced proportionately.     9.2.9.2.9.2.9.2.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9.2.1. 9.2.1. 9.2.1. 9.2.1. In respect of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percentage by which the actual turnover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falls short of the turnover which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by the amount of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incurred during the interruption or interference.     9.2.2.9.2.2.9.2.2.9.2.2. If the sum insured hereunder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by the annual turnover or, if the indemnity period exceeds twelve months, the pro rata turnover for that period, the amount payable shall be reduced proportionately.     9.3. 9.3. 9.3. 9.3.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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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9.3.1.9.3.1.9.3.1.9.3.1. In respect of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dditional expenditure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voiding or diminishing the reduction in turnover which, without such expenditure, would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after expiry of the time excess.     9.3.2. 9.3.2. 9.3.2. 9.3.2. The indemnity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thereby avoided.  9.4.9.4.9.4.9.4. Calculation of rate of gross profit and annual turnover     9.4.1.9.4.1.9.4.1.9.4.1. In calculat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and annual turnov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9.4.1.1.9.4.1.1.9.4.1.1.9.4.1.1. the trend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9.4.1.2. 9.4.1.2. 9.4.1.2. 9.4.1.2. the results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during the financial year preceding the date of the loss or damage or, in the eve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occurring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the turnover during the following financial year;     9.4.1.3.9.4.1.3.9.4.1.3.9.4.1.3. any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business insur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loss or damage or which would have affected the business insured had the loss or damage not occurred;     9.4.1.4. 9.4.1.4. 9.4.1.4. 9.4.1.4. any benefits from deferred sales or from increased production and/or profits as a consequence of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which the insured may receive during a period of six month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re-commissioning of insured plant and/or machinery after a loss or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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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9.4.1.5.9.4.1.5.9.4.1.5.9.4.1.5. allowance for the time spent on any overhauls, inspections or modification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period the business insured was affected by any interruption or interference;     9.4.1.6.9.4.1.6.9.4.1.6.9.4.1.6. any money paid or payable in respect of goods which are sold or services which are rendered elsewhere than at the premis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either by the insured or by another party acting on his behalf;     9.4.1.7.9.4.1.7.9.4.1.7.9.4.1.7. any amount sav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in respect of any charges and expenses of the business payable out of the gross profit that may cease or be reduced in consequence of loss or damage.  9.4.2. 9.4.2. 9.4.2. 9.4.2. The final figures shall represent as closely as may be deemed reasonable the results which the business insured would have achieved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10. Payment of 10. Payment of 10. Payment of 10. Payment of     indemnityindemnityindemnityindemnity    10.1.10.1.10.1.10.1. Subject to clause 10.3 below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insured any amount    due under this section one month after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due.     10.210.210.210.2. . . . The insured may, one month after the insurer has been duly notified of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and has acknowledged its liability, claim as advance payment(s) the minimum amount(s) the insurer agrees are payable.     10.3.10.3.10.3.10.3. The insurer shall be entitled to postpone payment beyond the period set out in 10.1 above if  10.3.1.10.3.1.10.3.1.10.3.1. there are doubts as to the insured’s right to receive payment, in which case payment shall not become due until such time as the necessary proof is furnish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r accepts liability; 



 

第 352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10.3.2. 10.3.2. 10.3.2. 10.3.2. as a result of any loss or damage or any interference with or interruption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police 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initiated against the insured, in which case payment will not become due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such investigations, provided always that if the insured is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for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insurance cover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void.     10.4. 10.4. 10.4. 10.4.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interest on indemnity withheld other than interest for default.         11. Definitions11. Definitions11. Definitions11. Definitions            Annual turnoverAnnual turnoverAnnual turnoverAnnual turnover    means the turnover which,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during the twelve months preceding either the date when the business insured is no longer affected or when the indemnity period ends, whichever is the earlier.      Business insuredBusiness insuredBusiness insuredBusiness insured    means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o this section.      Debt service Debt service Debt service Debt service chargeschargeschargescharges    means the amount of the annual payment(s) of interest and if specified the principal on borrowings due by the insured.      Gross profitGross profitGross profitGross profit    means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value of the turnover and the value of the closing stock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opening stock and the amount of the specified working expenses. The value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stocks shall b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ured’s normal accounting methods, due provisions being made for depreciation.      Increased cost of Increased cost of Increased cost of Increased cost of means the additional expenditure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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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WorkingWorkingWorkingWorking    sole purpose of avoiding or diminishing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which, without such expenditure, would have taken place.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insuredinsuredinsuredinsured    means either the gross profit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or the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Monetary Monetary Monetary Monetary deductibledeductibledeductibledeductible    means the amount to be deducted from any payment otherwise to be made by the insurer.      Maximum indemnity Maximum indemnity Maximum indemnity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PeriodPeriodPeriod    means the maximum period(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which cover is afforded for the interest insured by this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section.      Rate of gross Rate of gross Rate of gross Rate of gross profitprofitprofitprofit    means the percentage of gross profit which,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would have been earned on the annual turnover.      Specified standing Specified standing Specified standing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ChargesChargesCharges    means any fixed cost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which continue to be payable in full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Specified working Specified working Specified working Specified working ExpensesExpensesExpensesExpenses    means any costs incurre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goods, raw materials or auxiliaries as well as for supplies unless required for the upkeep of operations and any costs for packaging, carriage, freight, intermediate storage, turnover tax, purchase tax, licence fees and royalties, insofar as such costs are dependent on turnover.      TurnoverTurnoverTurnoverTurnover    means the amount of money (less discounts allowed) paid or payable to the insured fo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sold, delivered or rend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THE SCHEDULETHE SCHEDULETHE SCHEDULETH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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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Line of business Policy No. Currency     Insured contract(s) location(s)1  Name： Address：   Description    1If more than one location is insured, the name, address and description have to be listed on a separate sheet Business insured Type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Name and address of insurer Name and address of insuring party Name Name   Address Address    Period of insurance  Inception date Expiry date Place of jurisdiction      Section  Total sum insured  Total deposit premium Section 1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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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Total    Section1 Section1 Section1 Section1 ----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Type of cover Cover provided Sum Insured Limit of indemnity Basic Cover Property Insured  
-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buildings  
- stock, goods in process, finished goods, raw material, supplies  
- other contents and other property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s1 Capital additions   Expediting expenses Fire-fighting expenses  Hazardous substances Professional fees Removal of debris  

  
Acts of God 2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tsunami, Hurricane, cyclone, typhoon    Total sum insured for the location       1 A right to indemnification can only be derived for coverage for which the table has been duty completed  2 If no limit is specified cover shall be granted up to the total sum insured  Deductible in respect of Deductible each and every loss Natural hazards Other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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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The following endorsement are attached to and form par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Premium rate (applied to the total sum insured for this location)：   ‰ Deposit Premium for this location： Section2 Section2 Section2 Section2 ----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Interest insured in of loss or damage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Sum insured  Premium rate Premium Gross profit including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or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including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 Debt service charge  - Other charge 
   

 Limits of indemnity and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months) Limit of indemnity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Interest insured  Earthquake1, tsunami, volcanic eruption  Maximum demand charge1  Additional expenditure1 Decontamination1   
1 If endor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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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Deductible in respect of  Time excess (working days) Monetary deductible  Interest insured  Earthquake1, tsunami, volcanic eruption  Maximum demand charge  Additional expenditure1  Decontamination1   
1 If endorsed   The following endorsement are attached to and form par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Loss of the interest insured caused by loss or damage covered by the way of endorsement under section 1 are covered under this section： Premium rate for section 2：  ‰ Deposit Premium for this location：   

TFMI JP56A Strike,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1. Indemnification 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resulting from strike, lock-out,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1.2 The limit of indemnity for any on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provided by this endorsement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specified below. 
1.3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f this endorsement shall not exceed twice the limit of indemnity for any one occurrence. 
2. Deductible 2.1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deductible specified below. 

2.2 All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arising during any one period of 168 consecutive hour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caused by a single occurrence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one deductible. 
3. Cancellation 3.1 This special extension of cover may at any time be cancelled by the insurer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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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notice to that effect being given by registered post at the insuring party’s last known address. 
4. Definitions 4.1 Strike, lock-out,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shall mean : 

4.1.1 the act of any person taking part together with others in any disturbance of the public peace (whether in connection with a strike or lock-out or not), otherwise not being an occurrence excluded in clause 1.2 under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4.1.2 the action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in suppressing or attempting to suppress any such disturbance or in minimiz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such disturbance. 
4.1.3 the willful act of any striker or locked-out worker performed in furtherance of a strike or in resistance to a lock-out. 
4.1.4 the action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in preventing or attempting to prevent any such act or in minimiz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such act. Limit of indemnity : Deductible : 

TFMI JP57A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1. Indemnification 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reasonable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incurred to rectify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1.2 The indemnity provided by this endorsement shall not exce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below.  
2. Deductible 2.1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deductible specific below .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  Deductible : % of the extra costs, minimum 

TFMI JP58A Automatic 
Reinstatement of Sum Insured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shall be maintained in force during the whol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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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period for the total Sum Insured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nd will not reduce by the amount of any claims subject to nil additional premium and terms, conditions to be agreed by Insurers.    TFMI JP59A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ll costs rendered necessary by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plan or specification and should Damage occur to any por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containing any of the said defects the cost of replacement or rectification which is hereby excluded is that cost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curred if replacement or rectifica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had been put in hand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said Damag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olicy and not merely this exclus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any por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damaged solely by virtue of the existing of any defect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plan or specification.    TFMI JP60A Inland Transit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ccidental physical loss of or accidental physical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while said property is being transported on any land vehicle (includ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to the plant or temporary off-site storage facilities, other than during ocean marine or air transit, provided that  a. said property owned, or is in the custody, care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b. the transits insurance hereunder shall only indemnify the Insured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is not recoverable under any other insurance, and  c. such land transit and inland waterways only and for materials procured within the Taiwan island and shall take place and end within the county in which the plant is located. :  Limit of Indemnity Limit of Indemnity Limit of Indemnity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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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61A Offsite Storage(A)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whilst it is situated elsewhere than at the site for the purposes of storage, repair, modification, treatment or further work of construction subject to a sublimit of ______________ any one occurrence and sublimit of ______________ in Policy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62A Plans and Document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accidental physical loss or accidental physical damage as indemnifi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plans, drawings, files, documents, manuscripts, or computer system records forming part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include the cost of labor and computer time expended in re-producing such property, including any expenses incurred in produc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on, but shall not include any loss suffered by the Insured due to the distortion or no-availability of such information.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Insurer limit of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is Clause is a maximum of  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and ___________ Policy Period Aggregate which is addition to the Sum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TFMI JP63A Reinstatement/Replacement Value (Applicable to building, machinery, plant and all other property and contents; 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under Basis of Settlement).  The basis upon which the amount payable is to be calculated shall be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of the Damaged interest at the time of its reinstatement,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nd subject also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Limit(s) or Sub-Limit(s) of Liability of this Polic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nsurance under this memorandum “reinstatement” shall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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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a. Where property is lost or destroyed : in the case of a building, the rebuilding thereof or in the case of property other than a building, the replacement thereof by similar property : in either case in a condition equal to, but not better or more extensive than, its condition when new.  b. Where property is destroyed : the repair of the damag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amaged portion of the property to a conditio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but not better or more extensive than, its condition when new.  Provisions (i) The work of rebuilding, replacing or restoring as the case may be (which may be carried out upon any other site(s) and in any manner suitabl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sured, but subject to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not being thereby increased), must be commenced and carried out with reasonable dispatch, failing which the Insur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greater than the indemnity value of the Damaged Interest at the time of the happening of the damage.  (ii) When any Interest to which this memorandum applies is Damaged in part only,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representing the cost which the Insurer(s) could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pay for reinstatement if such property had been wholly destroyed. (iii) No payment beyond the amou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if this memorandum had not been incorporated herein shall be made until a sum equal to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shall have been actually incurred; provided that where the Insured reinstates or replaces any lost or destroyed property at a cost which is less than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as defined) but greater than the value of such property at the time of the happening of its loss or destruction, then the cost so incur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iv) All other Industrial Special Risks and/or Fire and Named Perils insurance covering the property eff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shall be on a similar reinstatement basis.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the event of a Business Interruption loss occurring which is insured by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re allowed to inspect the books, financial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ess the claim. However,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e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re only allowed to inspect the books, financial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only from that entity (or entities) lodging a claim and/or those entities which a party to the claim, and not from other entities, unaffected by loss, who are also named as Insured’s under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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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TFMI JP64A Temporary Repair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Following indemnifiable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the Insurers agree to meet the costs of such Temporary Repair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allow reinstatement works to commence or to allow work to continue on undamaged portion(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TFMI JP65A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within this insurance or any endorsement thereto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excludes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to all above ground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including wire, cables, poles, pylons, standards, towers, other supporting structures and any equipment of any type which may be attendant to such installations of any descrip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mission or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al power, telephone or telegraph signals, and all communication signals whether video or visual.  This exclusion applies to all equipment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on or within ________ from insured premises.  This exclusion applies to both physical loss and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and all business interruption, consequential loss, and/or other contingent losses related to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TFMI JP66A Other interest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resp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rtners and all other parties to this project are hereby not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rights exist. TFMI JP67A Earthquake Indemnificatio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section” shall be extended to cover a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resulting from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directly caused by an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as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and attributable to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and tsunami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s). TFMI JP68A Customers’ Extensio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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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v) Indemnification 1.1 In the event that any of the customers specified below are unable to accept machinery or equipment or 

goods to the insured due to loss or damage at their premises specified below resulting from fire, lightning, explosion, 

collapse, aircraft or things dropped therefrom,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under 

the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section” of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has occurred directly as a result of the delay 

caused to the insured by the late acceptance of one or more of this machinery, equipment or goods. 

 

Customer Equipment/goods Premises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TFMI JP69A Prevention of Acces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ir loss as insured by this Section resulting from delays to or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 consequence of damage to property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lant arising from and Insured Eve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covered hereunder and which shall prevent or hinder the use of the plant or access thereto, whether or not the premises or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therein shall be damaged at the plant.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subject to _______ radius TFMI JP70A  TFMI WHEREAS Reinsurer has accepted a ............. % share reinsuring .................... (the "Reinsured") und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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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Reinsurance Proceeds Agreement(Cut Through)(The "Agreement") reinsurance agreement dated .................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in respect of insurance policy no. ........................ (the "insurance policy")  1. Reinsurer agrees hereby,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to pay direct to ...................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under the insurance policy the amount due from Reinsurer in respect of the claim under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a. the claim properly falls under the insurance policy,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this Agreement; and  b. ALL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s 1.1 to 1.7 are satisfied.  1.1 The Reinsured is declared insolvent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1.2 Re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but not the duty, at any time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the investigation,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no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may appoint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on its behalf for such purpose and any settlement agreed by Reinsurer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Reinsured.  1.3 In the event that Reinsurer elects not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the investigation,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the Reinsured'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must have complied with th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in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either admitted the claim as to liability and quantum or been required to make payment by a nonappealable arbitration award or unappealed court decision.  1.4 The Reinsured'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and the Liquidation Court where necessary provides Reinsurer with written irrevocable instructions to make direct payment to .............. and written irrevocable confirmation that such payment will relieve Reinsurer of any and all liability towards the Reinsured and it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with respect to the payment amount.  1.5 Reinsurer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of the Reinsured in respect of the payment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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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1.6 Upon request by Reinsurer, the Reinsured'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must prove to Reinsurer 's satisfaction and at its own expense that the instructions to make direct payment and/or the payment itself will not violate any law or regulation of any relevant jurisdiction or any relevant currency or exchange regulation.    1.7 Before making direct payment to ................., Re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educt from such payment any amounts due by the Reinsured to Reinsurer under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or any other agreement between Reinsurer and the Reinsured.  2.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apply to loss payments already made by Reinsurer to the Reinsured prior to the Reinsured being declared insolvent.  3. Any direct payment by Reinsurer to ..... shall be in the currency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4. 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its formation and validity, the applicable law shall be that as provided for in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The jurisdiction, or seat of arbitration and arbitration procedure, as applicable, shall also be that as provided for in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signed by:                                                                   signed by:  date:                                                                          date: TFMI JP71A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the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of any party claiming to be indemnified as an Insured or Additional Insured hereunder, the Insurers shall not be relieved hereby of the payment of any claim hereunder because of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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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TFMI JP72A Breach of Condition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conditions and warranties of this Policy shall apply individually to each of the risks and not collectively to them. Thus a breach of any Condition or Warranty shall void the Section only in respect of the risks to which that breach applied and does not affect the Section in respect of the other risks. TFMI JP73A Cancellation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Policy can only be cancell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rs in the event of non-payment of Premium by the Insured and Insurers shall provide _____ (___) days’ notice given in writing to the Insured at their last known address prior to such cancellation taking effect; and the premium hereon shall be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Insurers receiving or retaining pro-rata premium net of all commissions. Noti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duly received in the course of post if sent by pre-paid letter post properly addressed. Cancellation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expiry of 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days from midnight of the day on which notice of cancellation is insured by the Insurers but shall not apply to any transit insurance which shall have been declared or attached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act terms and conditions before the cancellation becomes effective. TFMI JP74A Change in Risk / Errors & Omission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Insured shall not be prejudiced by an unintentional and/or inadvertent omission error or incorrect description of the risk, interests or property provided notice is given to the Insurer(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upon discovery of such error or omission and agreement made to pay any additional premium that may be reasonably required by the Insurers. TFMI JP75A Claims Preparation Cost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Policy covers the actual cost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f reasonable fee payable to the Insured’s accountants, architects, auditors, engineers, lawyers or other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st of using the Insured’s employees, for producing and certifying any particulars or details contained in the Insured’s books or documents, or such other proofs,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as may be required by Insurers for the purposes of investigating or verifying any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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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Sub-Limited to NT$__________ in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TFMI JP76A 72 Hours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All Insured losses which occur during a period of seventy-two(72) consecutive hours caused by: (vi) Earthquake, earth tremor, seaquake, tidal wave or any other loss from seismic activity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vii) Volcanic eruption (viii) Hurricane, typhoon, tornado, windstorm, wind driven water or other wind perils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ix) Flood, Tsunami.  Shall be deemed a single loss occurren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urance Any such event which continues for a period exceeding seventy-two(72) consecutive hours shall be deemed two (2) or more event.  The Insured may choose the date and time when each loss period of seventy-two(72) hours hall commence provided that : 1. This is not earlier than the first recorded loss sustained by the Insured.  2.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falls within the period of this insurance.  No two (2) or more periods of seventy –two(72) hours shall overlap. TFMI JP77A Payment On Account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progress payments on account of any loss recoverable under this policy will be made to the Insured at such stag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if desired by the Insured and on production of an interim report by the loss adjuster (if appointed) provided that such payments are deducted from the finally agreed claim settlement figures.  TFMI JP78A Nominated Loss Adjuster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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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In the even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Named Insured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Company is authorized to appoint one from the following loss adjuster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subject to the Named Insured’s agreement. Approved Loss Adjus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FMI JP79A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1. It is noted and agreed that if the Insured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comprises more than one insured party each operating a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entity then (save as provided in this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cover hereunder shall apply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o the same extent as if individual policies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such insured party provided that the total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to all of the insured parties collectively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insured and limits of indemnity including any inner limits set by memorandum or endorsement stated in the policy.  2.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any payment or payments by Insurers to any one or more such Insured Parties shall reduce to the extent of that payment Insurers liability to all such parties arising from any one event giving to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and (if applicable) in the aggregate.  3.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that the insured parties will at all times preserve and enforce the various contractual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y the insured parties and the contractual remedies of such parties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4.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surers shall be entitled to avoid liability to or (as may be appropriate) claim damages from any of the insured parties in circumstances of fraud, misrepresentation, non-disclosure or breach of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committed by that insured party each referred to in this clause as a Vitiating Act.  5. It is however agreed that (save as provided in this Multiple Insured’s Clause) a Vitiating Act committed by one insured party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right to indemnity of any other insured party who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and who has not committed a Vitiating Act.  6. Insurers hereby agree to waive all rights of subrogation which they may have or acquire against any insure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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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except where the rights of subrogation or recourse are acquired in consequence or otherwise following a Vitiating Act in which circumstances Insurers may enforce such rights notwithstanding the continuing or former status of the vitiating party as an Insured. TFMI JP80A Waiver of Subrogation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Notwithstanding any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herein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Upon the payment of any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of the Insured arising out of such claim against any person or corporation whatsoever except that the Insurers hereby waive all rights which they may have acquired by a payment of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o recover the amount so paid from any person or corporation with whom the Insured, prior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loss or damage, shall have agreed to waive their rights to recovery in respect of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may be caused by such person or corporation. TFMI JP81A Loss Payee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agreed that any party whom the Insured give instructions to include hereunder as a Loss  Payee,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Policy as a Loss Payee, for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 but only so far as any losses which may be recoverable under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clauses of this Policy. Loss Payee: TFMI JP82A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 Clause This Policy extends, subject to the Sub Limit,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s to include property located in Situation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i) belonging to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which is acquired by the Insured during the currency of this Policy;   (ii) acquired by the Insured or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assumed responsibility prior to any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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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Subject to the Insured declaring details of such acquisition within ninety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Provided the business of the new acquisition shall be similar to the Business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n such an event this Policy shall be an excess policy and pay only in excess of the amount payable under any more particular polic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memorandum a controlling interest shall in the case of a company, mean the acquisition of shares carrying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50%) of votes capable of being cast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ordinary shareholders in such company.      The limit of liability hereunder is NT$___________________.- per occurrence   or   NT$___________________.- per site. TFMI JP83A Business Interruption for Solar PV Project Clause Subject always to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this Section of this Policy indemnifies the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1) Loss of Gross Revenue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business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caused by an Insured Event for which Underwriters are liable or where payment would have been made or liability admitted but for (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or an excess or other amount of the loss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responsible)  or  (b)  a  recovery  being  made  under  a manufacturer's or contractor's warranty or agree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payment or admission of liability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under Section 4 of this Policy.  and/or   2)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to be assessed as to that amount of increased cost and/or additional expense which is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to reduce or avert the loss insured by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bu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total amount tha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paid under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is thereb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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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     In the even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Insurers hereon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actual loss sustained  by  the  Insured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such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but  not exceeding   the   Gross   -Revenue   (including   tax   credits   or   similar   incentives),   less non-continuing costs which do not necessarily continue during the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except for depreciation and/or amortization), for only such length of time as would be required with the exercise of due diligence and dispatch to rebuild, repair, or replace such part of the property as has been lost or damaged, commencing with the date of such loss or damage, and ending on the date of resumption or normal operation or the expiry of the Indemnity Period, whichever the earlier. TFMI JP84A Architects, Surveyors & Professional Engineers Fee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ny Architect’s Surveyors’, Consulting Engineers’, or other legal or other professional fees all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r for which they are responsib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pair, replacement, or reinstatement of reworking of specification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but not in respect of any improvement or extension to the Property, Subject to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detailed below.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85A Escalation Clause(A)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any increase in the Sum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provided that such increases shall not exceed _____% of the Total Insured Value stated in the Schedule subject to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to be payabl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o the contrary, the provision of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to the Sum Insured declared at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each Period of Insurance. TFMI JP86A Fire Fighting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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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Expense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 cost of :  a. Refilling any fire extinguishment appliances or systems and replacing used sprinkler heads  b. Fire brigade charges and other extinguishing expenses for which the Insured may be assured, all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following :  (i) Loss or damage by a peril not otherwise excluded; or (ii) Deployment thereof to prevent damage by a peril not otherwise excluded; or (iii) Accidental discharge of the systems or call out.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87A Co-Insurance Clause The terms “ Insurer(s) “ wherever it appears in this policy shall mean the Companies named below.  The liability of the companies as follows shall in no case exceed in respect of any insured item the sum insured thereon or in all the total sum insured. The liability of each company named below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percentage set against its name of such amounts as may become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Any notice given verbally or in writing by the Insured to the Leading Company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given to the other coinsurer als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icy No.: Share：   % Premi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TFMI JP88A Capital Addition Clause -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ance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extend to include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to an amount not exceeding ___ of the electronic equipment. The insured agrees to supply the company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each quarterly period a statement showing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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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on values under this policy at the expiration of this policy, the premium shall be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as determined from the said statements. TFMI JP89A Expediting Expen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As a result of direct physical loss of or physical damage to the Property an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exclusion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ty the Insured against expediting expenses (defined a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asonable extra cost of express freight (including airfreight) and other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emporary equipment, rental and cost of additional wages for overtime labour, night work and work on public holiday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any Property Insured, following loss or damage; Subject to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detailed below.  Limit of Indemnity ：____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90A Removal of Debri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direct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Insured against and occurring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Policy, an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the Insurers will pay  a.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costs to remove debri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herein from the premise of the Insured; or the Project Site.  b. Cost of clean-up made necessary as a result of such direct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c. Cost of dismantling and/or demolishing, shoring up, propping, fencing or other protection required as a result of such direct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d. Cost of cleaning and/or clearing drains, gutters or sewers, the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or for which they are responsible;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Insurer limit of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is Clause is a maximum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an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icy Period Aggregate.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且涉及過失傷害、過失重傷害、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因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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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依據要保人選擇之保險金額計收保險費，應與主保險契約同時起保或退保，不得中途加保或單獨退保。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理賠申請理賠申請理賠申請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依本公司要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律師費用收據正本。 三、刑事傳票。 四、其他刑事訴訟文書。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條款之適用條款之適用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 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第一條：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承保範圍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採購契約，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履約保證金之情形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保本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與要保人訂定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相對人。 第三條：不保事項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採購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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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要保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採購有關廠商及其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不可歸責於要保人之事由。 第四條：保險期間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期間為自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簽訂採購契約之時起，至完成履約且驗收合格，符合發還履約保證金條件或經被保險人書面通知載明終止保證責任之時止。 前項保證責任之終止得為部分或全部。 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終止本保險契約。 第五條：採購契約之變更 採購契約如有變更時，本公司對變更後之契約仍負賠償責任。但對下列事項變更，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採購契約之當事人。 二、採購契約變更後，增加契約範圍之部分。 三、終止或解除採購契約後之重新採購。 第六條：賠償之請求 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要保人履約保證金之情形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賠償請求書，載明依採購契約規定不發還履約保證金之情形，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述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不於第一項所約定之期限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賠償方式 本公司於接獲前條賠償請求時，得選擇下列任一方式，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由本公司代洽經被保險人審核符合原招標文件所訂資格條件之其他廠商，就未完成部分完成履約。 二、以被保險人依照原採購契約發包方式及採購契約條件而就未完成部分重新採購之總金額超過原採購契約總金額扣除損失發生時實際已付要保人採購金額之差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要保人不履行採購契約所受之損失，包括利息、運費、違約金、稅捐、訴訟費及因重新採購所發生之費用等，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前兩項之賠償責任合計以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第八條：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被保證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條：放棄先行就要保人財產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要保人財產強制執行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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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十條：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保險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無住所地者，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未能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採購契約，致被保險人對採購預付款無法扣回而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保本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與要保人訂定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相對人。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對預付款不依採購契約規定，自應付之價款中扣回，或因其他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無法收回所致之損失。 二、採購契約所定預付款及其利息以外之任何損失。 第四條  保險期間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期間為自要保人領取採購預付款之時起，至被保險人依採購契約規定扣清或經被保險人書面通知載明終止保證責任之時止。 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終止本保險契約。 第五條：採購契約之變更 採購契約如有變更時，本公司之保證責任以變更後之契約為準。但對下列事項變更，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採購契約之當事人。 二、採購契約變更後，增加契約範圍之部分。 三、終止或解除採購契約之重新採購。 第六條  賠償之請求 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採購契約規定，有無法扣回預付款之情形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賠償請求書，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述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不於第一項所約定之期限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  賠償金額之計算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應扣除被保險人已扣抵或可扣抵及要保人已償還之預付款。 要保人不依採購契約規定返還預付款，致被保險人受有利息損失時，本公司自要保人領取該預付款之日起至被保險人領得還款之日止，加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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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息百分之五，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前兩項之賠償責任合計以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第八條  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被保證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條  放棄先行就要保人財產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要保人財產強制執行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第十條  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保險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無住所地者，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保固或養護責任，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保固保證金之情形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保本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與要保人訂定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相對人。 第三條 不保事項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依採購契約履行保固或養護責任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要保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採購有關廠商及其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不可歸責於要保人之事由。 第四條  保險期間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期間為自採購契約所訂保固或養護責任開始之時起，至採購契約所訂期限屆滿或經被保險人書面通知載明終止保證責任之時止。 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終止本保險契約。 第五條 賠償之請求 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要保人保固保證金之情形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賠償請求書，載明依採購契約規定不發還保固保證金之情形，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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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述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被保險人不於第一項所約定之期限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賠償金額之計算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被保險人自行或雇工代要保人依採購契約履行保固或養護工作所需費用為準，最高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第七條 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被保證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八條 放棄先行就要保人財產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要保人財產強制執行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第九條 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保險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無住所地者，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第一條：承保範圍 投標人於保險期間內，參加本保險單所載之工程（以下簡稱工程）投標，於得標後不依投標須知或其他有關投標規定與被保險人簽訂工程契約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不保事項 一、投標人因下列事項未能簽訂工程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二）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三）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 二、本公司對下列損失及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投標人不簽訂工程契約所致利息、租金或預期利潤之損失，及重新招標、催告履行或訴訟之有關費用。 第三條：保險期間 本保險單之保險期間為自工程投標之日起至投標人簽訂工程契約之日止。但如本保險單所載開標日期之標為廢標時，則本保險單之效力即行終止。 第四條：理賠事項 被保險人於投標人得標後，不依投標須知或其他有關投標規定簽訂工程契約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并檢具賠償申請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投標人之得標金額與該工程同次開標之次低得標金額或依原投標條件重新招標之得標金額之差額為準。但本公司最高賠償金額以本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第五條：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投標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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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六條：其他事項 一、本保險單之批單、批註暨工程投標須知或其他有關投標規定均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需經本公司簽批始生效力。 三、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第一條：承保範圍 承攬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單所載之工程契約（以下簡稱工程契約），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而承攬人依工程契約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不保事項 一、承攬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工程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承攬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工程有關廠商之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 二、本公司對承攬人不償還預付款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保險期間 本保險單之承保期間為自承攬人與被保險人簽訂工程契約之日起，至工程完工經被保險人驗收合格並報經有關機關核准之日或被保險人書面通知解除保證責任之日止，以兩日期中先屆期者為準。 前項所稱驗收係指工程合約所訂保固或稱養護期間開始前之驗收。 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逕行終止本保險單。 第四條：工程契約之變更 工程契約遇有變更時，本公司之保證責任以變更後之工程契約為準。但承攬人不履行契約應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而由被保險人按本保險單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就未完成部分重新發包時所為之變更不在此限。 第五條：發生不履行工程契約情事之通知 被保險人於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第六條：賠償方式 本公司於接獲前條通知後，得選擇下列任一方式，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由本公司代洽符合原投標資格並經被保險人同意之廠商依照原工程契約完成該工程。 二、由被保險人依照原工程契約發包方式及契約條件而就未完成部分重新發包。本公司按重新發包之總金額超過原工程契約總金額扣除實際已付承攬人工程費之差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致所受損失，包括利息、登記、運費、違約金、訂約費、稅捐、訴訟費及重新招標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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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公司對於前兩項之賠償責任合計以不超過本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第七條：賠償之請求 被保險人於知悉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時，應於六十日（如係依工程契約規定交付仲裁者，於裁定後三十日）或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期間內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一、賠償申請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其他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本公司應於損失金額確定後十五日內給付賠償金。 第八條：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承攬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條：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單所載之承攬人變更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但中途由工程契約保證人繼續承攬經被保險人同意并書面通知本公司者，本公司仍依本保險單約定對被保險人負保險之責。 第十條：放棄先行就承攬人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承攬人財產強制執行尚無結果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第一審管轄法院 倘因本保險而涉訟時，本公司同意以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一、本保險單之批單、批註暨工程契約均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需經本公司簽批始生效力。 三、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第一條：承保範圍 工程承攬人因不履行本保險單所載工程契約（以下稱工程契約），致被保險人對工程預付款無法扣回，而受有損失時，由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不保事項 一、被保險人對工程預付款不依工程契約規定，自應付之工程款中扣回，或因其他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無法收回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工程契約所訂工程預付款以外之任何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保險期間 本保險單之保險期間為自承攬人領取工程預付款時起，至被保險人依工程契約規定扣清或承攬人還清全部工程預付款時止。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逕行終止本保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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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第四條：工程預付款變更之通知 工程契約所載工程預付款事項遇有變更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通知義務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以原工程契約為準，其因變更所增加之損失及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章：發生不履行工程契約事故之通知 被保險人於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第六條：賠償之請求 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六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檢具賠償請求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應於損失金額確定十五日內給付賠償金。 第七條：賠償金額之計算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本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減被保險人已抵扣或可抵扣及承攬人已償還工程預付款之差額為限。 第八條：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承攬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條：放棄先行就承攬人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承攬人財產強制執行尚無結果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第十條：第一審管轄法院 倘因本保險而涉訟時，本公司同意以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其他事項 一、本保險單之批單、批註暨工程契約均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需經本公司簽批始生效力。 三、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第一條：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對於承攬人依本保險單所載工程契約（以下簡稱工程契約）規定領取之工程保留款，因不履行工程契約而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不保事項 一、承攬人依工程契約之規定應提供工程保固保證或投保保固保證保險者；不論提供或投保已否，本公司對於工程保固保證或保固保證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因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之任何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條：保險期間 本保險單之保險期間為自承攬人領取工程保留款之日起，至工程契約所訂保固或養護期滿之日或被保險人解除工程保留款保證責任之日止。并以兩者中孰先屆期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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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逕行終止本保險單。 第四條：工程保留款變更之通知 工程契約所載工程保留款事項遇有變更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通知義務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以原工程契約為準，其因變更所增加之損失及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發生不履行工程契約事故之通知 被保險人於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第六條：賠償之請求 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檢具賠償請求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第七條：賠償金額之計算 本公司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承攬人領取之工程保留款或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兩者中較低者為限。 第八條：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承攬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條：放棄先行就承攬人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承攬人財產強制執行尚無結果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第十條：第一審管轄法院 倘因本保險而涉訟時，本公司同意以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其他事項 一、本保險單之批單、批註暨工程契約均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需經本公司簽批始生效力。 三、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第一條：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對於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規定之保固或養護責任而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不保事項 承攬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保固或養護責任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承攬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工程有關廠商之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 第三條：保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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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契約條款    本保險單之保險期間為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或養護責任開始之日起，至工程契約所訂保固或養護期滿之日止。 於保險期間內，非經被保險人同意本公司不得逕行終止本保險單。 第四條：保固或養護責任變更之通知 工程契約所載有關保固或養護責任遇有變更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通知義務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仍以原工程契約為準，其因變更所增加之損失及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發生不履行工程契約事故之通知 被保險人於承攬人不履行保固或養護責任時，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第六條：賠償之請求 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六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檢具賠償請求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應於損失金額確定後十五日內給付賠償金。 第七條：賠償金額之計算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被保險人代承攬人依工程契約履行保固或養護工作所需費用為準，並以本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第八條：協助追償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向承攬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九條：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單所載之承攬人變更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即行終止。但中途由工程契約保證人繼續承攬並經被保險人書面通知本公司者，本公司仍依本保險單約定對被保險人負保險之責。 第十條：放棄先行就承攬人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主張 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險人未就承攬人財產強制執行尚無結果為由，拒絕履行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第一審管轄法院 倘因本保險而涉訟時，本公司同意以本保險單所載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一、本保險單之批單、批註暨工程契約均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份。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需經本公司簽批始生效力。 三、本保險單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G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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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3333        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 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一)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工程在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置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之施工機具設備或為進行修復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經約定承保者，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施工處所或毗鄰地區，於保險期間內，因營建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 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前項賠償責任，其受請求者為定作人時，本公司對定作人仍負賠償之責。但定作人應受本保險契約條款之拘束。被保險人因前項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依保險金額與超過金額之比例分攤。     

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特別不保事項： 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逾期罰款、罰金以及延滯完工、撤銷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2)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3)因材料材、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但因上述原因導致承保工程其他無缺陷部份之意外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4)保險標的之腐蝕、氧化、銹垢、變質或其他自然耗損。 

(5)文稿、證件、圖說、帳冊、憑證、貨幣及各種有價證券之毀損或滅失。 

(6)任何維護或保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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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用。 

(7)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保險標的之失落或短少。 

(8)家具、衣李、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之毀損或滅失。 

(9)下列財物之毀損或滅失： 

(a)各型船隻、航空器。 

(b)領有公路行車執照車輛之毀損或滅失，但在施工處所用作施工機具，經約定並載明於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10)施工機具設備之機械、電子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之損失。 

(三)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特別不保事項 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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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2)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之體傷、死亡或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施工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3)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所有、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 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施工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4)因所有、管理或使用下列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a)各型船隻、航空器、及其裝載之財物。 

  (b)領有公路行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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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照之車輛及其裝載之財物。但車輛經約定投保施工機具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5)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及其有關設施所致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施工前已取得上述設施位置圖及有關資料，並於施工中已盡相當注意者，為修理或置換受損設施所需費用不在此限。 

(6)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一)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安裝工程在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置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承保工程所需之施工機具設備或為進行修復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經約定承保者，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施工處所或毗鄰地區，於保險期間內，因安裝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責任，其受請求者為定作人時，本公司對定作人仍負賠償之責。但定作人應受本保險契約條款之拘束。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
共同不保事項 

(一)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各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1)戰爭(不論宣戢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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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及被保險人依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3)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4)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6)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7)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二)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特別不保事項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喪失品質保證或瑕疵擔保、違約金、逾期罰款、罰金以及延滯完工、撤銷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2)因工程規劃、設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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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3)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4)保險標的之腐蝕、氧化、鏽垢、變質或其他自然耗損。 

(5)文稿、證件、圖說、帳冊、憑證、貨幣及各種有價證券之毀損或滅失。 

(6)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7)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保險標的之失落或短少。 

(8)家具、衣李、辦公設備及事務機器之毀損或滅失。 

(9)下列財物之毀損或滅失： 

   (a)船隻、航空器。 

   (b)領有公路行車執照車輛。但在施工處所用作施工機具具設備，經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10)施工機具設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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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機械、電子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之損失。 

(二)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特別不保事項 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或其他財物所玫之賠償責任。 

(2)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之體傷、死亡或疾病所致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安裝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3)被保險人、定作人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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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處所內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所有、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但受僱人非在施工處所執行職務且與工程之設計、安裝或營建管理無關者，不在此限。 

(4)因所有、管理或使用下列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a)各型船隻、航空器及其裝載之財物。 

  (b)領有公路行車執照之車輛及其裝載之財物。但車輛經約定投保施工機具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5)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及其有關設施所致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施工前已取得上述設施位置圖及有關資料，並於施工中已盡相當注意者，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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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理或置換受損設施所需費用不在此限。 

(6)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依法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一)保險標的因本保險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於正常操作中發生爆炸或壓潰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二)保險標的因第一條所載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 傷、或死亡、或第三人之財物受有毀損或滅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保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宜接或間接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1)戰爭(不論宣戢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得經特別約定承保之。 

(3)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4)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6)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違法行為。 本保險第一條之承保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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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1)凡保險標的因滲漏、腐蝕、或燃料作用致物料磨損或耗損，零件起槽或破裂、自然耗損、裂痕、起泡、疊層及裂隙等瑕疵，蒸氣或給水管接頭之破裂或衰退，管件受熱膨出及變形，鑄鐵製造部份開裂。但上述瑕疵，破裂或衰退、膨出及變形因爆炸或壓潰所致者除外。 

(2)鍋爐、過熱器及節熱器內個別管件之衰退，但爆炸或壓潰所致者除外。 

(3)因工作停止所致之損失。 

(4)因任何試驗所致之毀損，但試驗壓力未超過檢查單位所准許之最高壓力者除外。 

(5)宜接或間接因火災、閃電、雷擊、拋擲或墜落物、偷竊、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土地坍塌陷落及其他自然災變所致之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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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本保險契約簽訂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知保險標的已發生本保險約定危險事故之毀損者。 本保險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 

(1)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因爆炸或壓潰所致之體傷或死亡所發生之賠償責任。 

(2)被保險人自有、代人保管或管理之財物因爆炸或壓潰引起之火災，或任何原因所致之毀損，但得經特別約定承保之。 

(3)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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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一)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原因發生不可預料及突發之事故，所致之損失，需予修理或重置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設計不當。 

(2)材料、材質或尺度之缺陷。 

(3)製造、裝配或安裝之缺陷。 

(4)操作不良，疏忽或怠工。 

(5)鍋爐缺水。 

(6)物理性爆炸、電器短路、電弧或因離心作用造成之撕裂。 

(7)不屬本保險契約特別載明為不保事項之任何其他原因。 

(二)對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需先負擔本保險單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同一次意外事故受損機械不止一項時，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自負額，應以該次事故受損機械中，各項機械自負額中最高者為準，並不逐項扣除。 

(三)本保險契約對在保險單所載之處所內之保險標的物，不論是否為使用中或為清理、修理、檢查或移動而所為之拆卸、搬動及重新裝配與安裝過程中之機械均可適用，但均限於已安裝完工經試車或負荷試驗合格並經正式操作者為限。 

(四)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乃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型式、規格、性能之新機械設備之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直接因閃電、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撲滅火災、或因上述原因所需之清理或拆除費用、化學性爆炸(但鍋爐爐膛內之氣體爆炸除外)、煙燻、積灰、積垢、竊盜或土崩、岩崩、地陷、洪水泛濫、淹水、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海潮、各種風暴(如：旋風、颶風、颱風等)等天然災害及各型舟車、航空器之碰撞等所引起之損失。 

 (二)皮帶、繩索、金屬線、鍊條、橡皮輪胎、模具或可替換之工具、蝕刻之滾筒、玻璃製品、陶瓷器、襯墊、油毛氈、篩、編織物及各種工作媒質(如潤滑油、燃料、觸媒劑)等之損夫。 

 (三)直接或間接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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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列原因所致之損夫： 

(1)戰爭(不論宣戢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3)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4)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四)保險標的物於本保險契約生效前已有而為被保險人或各該保險標的物之主管人員已知悉或應知之缺陷或瑕疵(不論本公司知悉與否)所致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之故意或違法行為所致之損失。 

 (六)機械供應廠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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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製造廠商依法或依合約規定應負責賠償之損失。 

 (七)保險標的物之磨損、孔蝕、沖蝕、腐蝕、銹蝕、鍋垢及其他耗損。 

 (八)保險事故發生後之任何附帶損失或責任。 在任何訴訟或公斷程序中，被保險人對保險事故主張不屬於本條第
(三)項至第(六)項所規定之不保事項時應負舉證之責任。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一) 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單載明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 

(1)戰爭(不論宣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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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三) 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者外，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購置新品之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四) 本保險單所載自負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 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     
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3)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4)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6)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二)本保險單第一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保險標的物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及因冷卻劑或其他流體凍結、潤滑不良、缺油或缺冷卻劑等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可替換之零件或配件如鑽、錐、刀具或其他切割之刀面、鋸條、模具、壓磨面或壓碎面、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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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皮帶、繩索、鋼纜、鏈條、輸送帶、電池、輪胎、電線、電纜、軟管、按期更換之接頭或襯墊等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所受之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3)燃料、觸媒、冷卻劑及潤滑油料之毀損或滅失。 

(4)因鍋爐或壓力容器內部蒸氣或流體壓力發生爆炸及內燃機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5)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重大疏忽將被保險標的置於臨海地區，任由海潮侵蝕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6)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於運輸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7)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銹垢、鍋垢、變質及其他耗損。 

(8)保險標的物從事任何試驗或與保險單所載工作項目無關之使用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第 400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9)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使用於地面之下或載浮於水上時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10)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標的物之瑕疵、缺或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11)保險標的物製造或供應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12)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13)清點或盤存時或例行檢修時發現之損失。 

(14)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罰鍰、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三)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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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2)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家屬所有、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 

(3)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4)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5)保險標的物因其本身及其裝載物之重量或震動所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之毀損或滅失。 

(6)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a)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b)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c)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d)基礎擋土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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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一)電子設備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電子設備在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電子設備中之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在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置換或其儲存資料需予重製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三)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電子設備中之電腦設備，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事故，受有毀損或滅失致作業全部或部分中斷，為繼續作業使用非本保險契約承保之替代設備所增加之租金、人事費及材料運費，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共同不保事項：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 

(1)戰爭 (不論宣戢與否)、類似戢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占等。 

(2)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3)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4)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毀壞。 

(5)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6)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二)電子設備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共同不保事項 

(1)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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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a)直接或間接因氣體、給水或電力供應不正常或中斷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b)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鏽垢、變質及自然耗損。 

(c)保險標的物未發生毀損滅失，為排除一般作業障礙所生之費用。 

(d)電腦病毒。 

(e)任何維護保養之費用及其置換之零件。 

(f)保險標的物製造商或供應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g)租借之保險標的物，其所有人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h)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及賠償責任。 

(i)消耗性或需定期更換之零組件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j)保險標的物外觀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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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瑕疪，如脫漆、刮痕、褪色等。但與本體同時受損者，不在此限。 

(2)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除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保者外，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a)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b)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淹水或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c)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3)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因下列事項所生費用: 

(a)程式設計、打卡或標記之錯誤。 

(b)不當之資料註銷或儲存體之廢棄。 

(c)磁場干擾所致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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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料喪失。 

(d)系統或程式之設計。 

(4)電腦額外費用險特別不保事項 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因下列事項所增加之費用： 

(a)政府對電腦設備之重置修復或操作所加之限制。 

(b)被保險人未及時支付受損電腦設備之修復或重置費用。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於保險期間內，因下列事故所致突發不可預料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建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火災、閃電、雷擊及爆炸。 

(二) 各型船隻、機動車輛及飛行器與其墜落物之碰撞。 

(三)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四) 風速達到蒲福氏風級表(The Beaufort Scale)八級以上之風災。 

(五) 洪水、漲水、淹水、浪潮。 

(六) 土崩、岩崩、土石流、地陷或土地移動。 

(七) 冰害、雪崩。 

(八) 第三人之惡意破壞行為。 被保險人為從事修復前項毀損或滅失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經約定承保者，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經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契約者不在此限。 

(三) 政治團體與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 政府或治安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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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故意。 

(七) 欠缺妥善維護或保養。 

(八) 恐怖主義行為。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一、農業機械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單載明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的農業機械，包括農耕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所謂農耕用機器設備，包括整地、插植、施肥、灌溉、排水、收穫、乾燥及其他供農耕使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以合於農委會規定之規格範圍為限。 二、農業機械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三、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者外，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購置新品之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四、本保險單所載自負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 

五、本保險單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本保險單第一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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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保險標的物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及因冷卻劑或其他流體凍結、潤滑不良、缺油或缺冷卻劑等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可替換之零件或配件如鑽、錐、刀具或其他切割之刀面、鋸條、模具、壓磨面或壓碎面、篩、皮帶、繩索、鋼纜、鏈條、輸送帶、電池、輪胎、電線、電纜、軟管、按期更換之接頭或襯墊等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所受之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三)燃料、觸媒、冷卻劑及潤滑油料之毀損或滅失。 

(四)因鍋爐或壓力容器內部蒸氣或流體壓力發生爆炸及內燃機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重大疏忽將被保險標的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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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臨海地區，任由海潮侵蝕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於運輸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七 )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銹垢、鍋垢、變質及其他耗損。 

(八)保險標的物從事任何試驗或與保險單所載工作項目無關之使用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九)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使用於地面之下，或載浮於水上時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十)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標的物之瑕疵、缺陷或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保險標的物製造或供應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十二)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十三)清點或盤存時或例行檢修時發現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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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失。 

(十四)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罰鍰、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十五)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七、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二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三)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四)保險標的物因其本身及其裝載物之重量或震動所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之毀損或滅失。 

(五)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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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任： 

1.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2.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3.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4.基礎擋土或支撐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一、農業機械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除本保險單載明除外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所承保的農業機械，包括農耕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所謂農耕用機器設備，包括整地、插植、施肥、灌溉、排水、收穫、乾燥及其他供農耕使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以合於農委會規定之規格範圍為限。 二、農業機械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物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上述意外事故，致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 三、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除另有約定者外，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機具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購置新品之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四、本保險單所載自負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之金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地震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 

 

五、本保險單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承保範圍均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 

(一)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 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四) 政府或治安當局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破壞。 

(五)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六)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六、本保險單第一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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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保險標的物機械性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失靈，及因冷卻劑或其他流體凍結、潤滑不良、缺油或缺冷卻劑等直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可替換之零件或配件如鑽、錐、刀具或其他切割之刀面、鋸條、模具、壓磨面或壓碎面、篩、皮帶、繩索、鋼纜、鏈條、輸送帶、電池、輪胎、電線、電纜、軟管、按期更換之接頭或襯墊等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所受之毀損或滅失不在此限。 

(三) 燃料、觸媒、冷卻劑及潤滑油料之毀損或滅失。 

(四) 因鍋爐或壓力容器內部蒸氣或流體壓力發生爆炸及內燃機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故意或重大疏忽將被保險標的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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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臨海地區，任由海潮侵蝕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於運輸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七) 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銹垢、鍋垢、變質及其他耗損。 

(八) 保險標的物從事任何試驗或與保險單所載工作項目無關之使用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九)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保險標的物使用於地面之下，或載浮於水上時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十)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標的物之瑕疵、缺陷或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保險標的物製造或供應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十二)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十三)清點或盤存時或例行檢修時發現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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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失。 

(十四)任何附帶損失，包括貶值、不能使用、違約金、罰鍰、延滯完工、撤消合約、或不履行合約等之損失。 七、本保險單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之體傷、死亡或疾病。 

(二) 被保險人、或與保險標的物所從事之工作有關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家屬所有、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 

(三) 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四)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允諾或要約所增加之賠償責任。 

(五) 保險標的物因其本身及其裝載物之重量或震動所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之毀損或滅



 

第 41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失。 

(六) 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外，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1.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2.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3.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4.基礎擋土或支撐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被保險農業機械，發生突發而不可 預料之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並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契約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 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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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 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四、因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所致者。 

 五、因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或詐欺、背信、侵占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者。  六、因被保險人受酒類或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之影響所致者。  七、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八、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下述原因，造成電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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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統設備無法正確處理、存取資料所致之賠 償請求，且無論該電腦系統設備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者，均同： 

 

(一) 無法正確辨識日期。  

(二) 無法處理確切日期或與處理確切日期有關之數值及其他任何資料，而進行讀取、儲存、記憶、操作、解讀、傳送、傳回或處理任何資料、訊息、指令或 指示等。 

(三) 無法正確操作安裝於電腦系統中與年序轉換有關之任何指令或邏輯運算，包括讀取、儲存、記憶、運算及其他相關資料之處理。  九、任何罰金、罰鍰、違約金或懲罰性賠償金。  十、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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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十一、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在執行職務之受僱人發生體傷、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害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所有、向人租借或自行使用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十三、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含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下簡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以外發生之意外事故。  十四、因損害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備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十五、因下列原因損害第三人土地、建築物、設施或其他財物所致之賠償責任： 

 

(一) 土地下陷、隆起、移動、震動或土砂崩坍陷落。  

(二) 地層軟弱或土砂流動。 

(三) 地下水增加或減少。 

(四) 基礎擋土或支撐



 

第 41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設施之薄弱或移動。  十六、被保險農業機械非用於從事農耕、搬運農產品或農用資材所致者。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一)財物損失保險： 本保險契約所載處所或暫時搬遷之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保險標的物突發且實質之毀損滅失，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明細表上所載每一項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不超過該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或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載明於本保險契約明細表內之趕急費用、滅火費用、危害物質處理費用、專業費用、殘餘物清除費用、暫時搬遷之損失，於賠償限額內亦負賠償責任。 

(二)營業中斷損失保險： 保險期間內因財物損失保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滅失，不論扣除自負額後本公司是否負賠償之責，而引起營業中斷或受干擾致承保利益遭受損失時，除另有約定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承保利益損失之賠償範圍如下： 

1.營業毛利：於補償期間內，因營業額減少而實際遭受之營業毛利損失，包括增加之額外營業費用，或 

2.列明之持續費用：於補償期間內，雖因營業額減少致無法獲得之金額，包括增加之額外營業費用。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不超過最大補償期間之保險金額。 

一、共同不保事項 財物損失保險及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除經特別約定載明承保外，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各項所致之毀損滅失： 

(一)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 、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等。 

(二)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三)為抵制罷工而資方鎖廠。 

(四)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惡意行為。 

(五)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國有化、充公或破壞。 

(六)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七)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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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八)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 

(九)任何硬體、軟體或嵌入晶片之功能失效，以及任何電子資料之喪失、受損、摧毀、失真、消磁、毀損或竄改。但因前述後果導致保險標的物其他部分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十)因錯誤或未授權程式設計、插入或標記、不當刪除資料、丟棄資料儲存體所致之費用或因磁場干擾使資料喪失所致之費用。 

 二、特別不保事項 

(一)財物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款： 

1.任何從屬損失。 

2.因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滅失。 

3.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但因上述原因導致保險標的物其他無缺陷部分之意外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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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損滅失，不在此限。 

4.保險標的物之腐蝕、氧化、銹垢、變質或其他自然耗損。但因上述原因導致保險標的物其他部分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5.寶石、藝術品、貴重金屬、文稿、證件、圖說、帳冊、憑證、貨幣、及各種有價證券之毀損滅失。 

6.任何維護或保養費用。 

7.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保險標的物之失落或短少。 

8.營造或安裝過程中之財物。 

9.未完成效能測試之機械、電氣及電子設備。 

10.土地（包括表土、回填土、排水系統、地下箱涵管道在內）、道路、跑道、鐵道、水庫、水壩、水路、渠道、運河、鑽掘設備、井、管線、輸配電線路、隧道、橋梁、船塢、碼頭、任何地下財物、離岸財物。 

11.機械供應廠商或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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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造廠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滅失。 

12.因法律或法令規定而增加之修理或置換費用。 

13.本保險契約訂立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已知之錯誤或瑕疵。 

14.毒害性或危害性物質、致污物或污染物之釋放、排放或散佈。 

15.電力、燃料、水、瓦斯、蒸汽或冷卻劑等持續性供料之短缺。 

(二)營業中斷損失保險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款： 

1.以附加條款在財物損失保險中加保之毀損滅失。但保險單明細表有特別記載者，不在此限。 

2.地震、火山爆發、海嘯。但以附加條款加保者，不在此限。 

3.直接或間接因測試、故意超載或試(實)驗發生不正常狀況所致之毀損滅失。 

4.原料、半成品、製成品或為正常營運所需材料之短缺、毀壞、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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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損壞。 

5.因任何違反契約約定，遲延交貨或未交貨所受之罰款或損害賠償，或任何原因所受之違約金。 

001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1.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2.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3.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 1.2.兩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2.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3.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1)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2)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3)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所謂恐怖主義係指運用暴力或任何恐怖行動及因而所生影響，以遂其推翻政府之目的。 

(4)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三、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1.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2.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3.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 1.2.兩項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1.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2.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3.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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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1)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2)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3)恐怖主義之破壞行為。所謂恐怖主義係指運用暴力或任何恐怖行動及因而所生影響，以遂其推翻政府之目的。 

(4)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三、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 負 額 新 台 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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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2加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投保保險契約第二條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並互為其所承保之第三人，但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損害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之財物(不論是否已投保)所致之賠償責任。 

2.社會保險或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不論是否已投保)。 所謂社會保險，指下列保險： 

(1).全民健康保險。 

(2).勞工保險。 

(3).公務人員保險。 

(4).軍人保險。 

(5).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6).農民健康保險。 

(7).學生團體保險。 

(8).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社會保險。 

3.被保險人間訂有承攬或委任契約者，其相互間之賠償責任。 

4.定作人與其他被保險人間之賠償責任。 二、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金額仍以保險契約所載為準，不因本條款而增加。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投保保險契約第二條營造
(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並互為其所承保之第三人，但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損害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之財物
(不論是否已投保)所致之賠償責任。 

2.社會保險或僱主意外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不論是否已投保)。 所謂社會保險，指下列保險： 

(1).全民健康保險。 

(2).勞工保險。 

(3).公務人員保險。 

(4).軍人保險。 

(5).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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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農民健康保險。 

(7).學生團體保險。 

(8).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社會保險。 

3.被保險人間訂有承攬或委任契約者，其相互間之賠償責任。 

4.定作人與其他被保險人間之賠償責任。 二、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金額仍以保險契約所載為準，不因本條款而增加。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3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意外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啟用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意外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啟用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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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4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啟用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啟用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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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005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否則本公司對因承保工程實際與預定進度偏離      天以上所致及因而擴大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否則本公司對因承保工程實際與預定進度偏離      天以上所致及因而擴大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05A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A 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並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完成，否則本公司對      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並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完成，否則本公司對      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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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006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所增加之加班、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空運及租船費。且本公司對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第四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第五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前項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基本條款第四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第五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規定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07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修復受損標的物所需空運費亦負賠償責任，但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且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保險期間內本公司累積賠償金額最高為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08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因地震所致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應提供相關圖說及計算書，證明承保工程已充分考慮耐震因素，並按主管機關或相關工程學會團體建議或制定之規範設計者，本公司始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同主保險契約 

009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地震、火山爆發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地震、火山爆發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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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10水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12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八級(含)以上風力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Beaufort Scale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八級(含)以上風力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Beaufort Scale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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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013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在下開處所儲存，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 

1.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於加鎖之安全圍籬或倉庫／房間內。 

2.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3.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4.倉庫、材料儲存或加工場所均應設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5.前項所載場所設施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財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儲存處所：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在下開處所儲存，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 

1.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於加鎖之安全圍籬或倉庫／房間內。 

2.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3.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4.倉庫、材料儲存或加工場所均應設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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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5.前項所載場所設施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財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儲存處所：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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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條款辦理。 

021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一、裝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裝卸物重量百分之卅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操作人員應持有合格執照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至解除期間，應停止任何裝卸作業，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裝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裝卸物重量百分之卅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操作人員應持有合格執照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至解除期間，應停止任何裝卸作業，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1.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2.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不固或不當。 

3.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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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4.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三、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1.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2.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不固或不當。 

3.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4.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三、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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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3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於保險期間內，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5.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於保險期間內，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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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5.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4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抽排水及泥砂清除所需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抽排水及泥砂清除所需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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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025共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係由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佔百分之      ，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佔百分之      共保，各按上述承保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有關承保及理賠事項由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        為本保險契約之共同被保險人，本公司對各被保險人分別就其保險利益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27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僅以貼附本保險契約後之明細表所載項目為限；第二條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僅以營建(安裝)上述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28抽水設備特約條款 施工處所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測記錄，維持隨時可用狀態，否則本公司對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施工處所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測記錄，維持隨時可用狀態，否則本公司對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
(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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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0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遇有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優先給付，但以其對保險標的物持有之債權利益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30受益人附加條款 茲約定，   為本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遇有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逕付受益人。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31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應將損失發生日期及賠償金額以書面通知定作人。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32施工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茲約定，本公司對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前之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茲約定，本公司對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前之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概不負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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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理。 

034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倘承保工程之承攬契約變更而增加價款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五以內者，經被保險人將變更金額電傳本公司後立即生效。但被保險人應於廿日內依照工程之原投保費率就增加之保險金額加繳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35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承保工程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本公司接獲被保險人通知後，應即派員並得會同公證公司趕赴現場會勘。除緊急搶修外，如未於四十八小時內勘查，則由被保險人自行拍照、清除及修復，本公司應依據被保險人提供之照片及實際修復費用資料，按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036自負額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承保工程性質包括一種以上者，應分別適用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不止一種性質之工程發生損害時，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自負額以其中最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100機械安裝及試車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部分約定如下： 一、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概以卅天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保險標的物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本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二、本公司對機械設備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保險契約對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部分約定如下： 一、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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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概以卅天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保險標的物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本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二、本公司對機械設備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1 隧道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2.超過原設計最小開挖線之超挖及其回填費用。 

3.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4.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者，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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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5.任何變更安全措施或支撐方法及材料所增加之費用。 

6.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7.開挖面擠壓變形致淨空不足所需之修挖補救費用。 

8.修理、調整或校正施工機具設備、推進管、環片或其他類似財物所需費用。 二、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隧道工程之自負額，分別適用於每一隧道之每一開挖工作面。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2.超過原設計最小開挖線之超挖及其回填費用。 

3.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4.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者，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5.任何變更安全措施或支撐方法及材料所增加之費用。 

6.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7.開挖面擠壓變形致淨空不足所需之修挖補救費用。 

8.修理、調整或校正施工機具設備、推進管、環片或其他類似財物所需費用。 二、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隧道工程之自負額，分別適用於每一隧道之每一開挖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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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3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4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二、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三、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者，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五、夯實不足引起之沉陷。 六、裂縫或滲漏。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一、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二、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三、抽排水設備發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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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者，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五、夯實不足引起之沉陷。 六、裂縫或滲漏。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5加保現有鄰近工作物附加條款 

一、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肇致下開工作物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該工作物於施工前狀況正常，且採取適當安全防範措施，施工前被保險人並已將其書面檢查報告提供本公司者為限。 

(工作物名稱)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肇因承保工程規劃設計之錯誤或遺漏所致毀損滅失。 

2.未損及工作物穩定或使用安全之裂縫。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肇致下開工作物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該工作物於施工前狀況正常，且採取適當安全防範措施，施工前被保險人並已將其書面檢查報告提供本公司者為限。 

(工作物名稱)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肇因承保工程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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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計之錯誤或遺漏所致毀損滅失。 

2.未損及工作物穩定或使用安全之裂縫。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6分段施工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對承保工程之填方、挖方、挖填方、溝渠或渠道採分段施工者，其同時施工中之總長度以不超過            公尺為限，否則本公司對上述工程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前項所述工程，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僅以前項約定總長度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被保險人對承保工程之填方、挖方、挖填方、溝渠或渠道採分段施工者，其同時施工中之總長度以不超過            公尺為限，否則本公司對上述工程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對於前項所述工程，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僅以前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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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定總長度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7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三、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儲存處所存放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各以新台幣        元為限，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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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三、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儲存處所存放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各以新台幣        元為限，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08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遇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工作完成後或工程停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其他機具設備則應設置在上述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遇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工作完成後或工程停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其他機具設備則應設置在上述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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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前項所稱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置放在河床外，並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河床。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所載財物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僅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同主保險契約 

110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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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1邊坡（坡面）工程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一、自坍方地區挖除超過原設計之已開挖土石方所需費用。 二、未適時採取應有之適當措施，致邊坡/坡面工程遭受毀損所需修復費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之責： 一、自坍方地區挖除超過原設計之已開挖土石方所需費用。 二、未適時採取應有之適當措施，致邊坡/坡面工程遭受毀損所需修復費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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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112消防附加條款 一、被保險人應採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移動式滅火設備，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 使用噴燈或氣炬。 

3. 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一、被保險人應採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
(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移動式滅火設備，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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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 使用噴燈或氣炬。 

3. 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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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
(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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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
(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2A裝修-裝潢消防附加條款 一、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依相關法令設置消防滅火系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堪用狀況。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 使用噴燈或氣炬。 

3. 熱瀝青之施工。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
一、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依相關法令設置消防滅火系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堪用狀況。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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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 使用噴燈或氣炬。 

3. 熱瀝青之施工。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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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
(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3管理費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例。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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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例。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4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所承保工程之結構物或其一部分暨機械設備，肇因於同一設計錯誤(經加費擴大承保者)、材料瑕疵或工藝品質不良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扣除自負額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但對第六次以上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次及第二次事故 100% 第三次事故      80% 第四次事故      60% 第五次事故      50%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所承保工程之結構物或其一部分暨機械設備，肇因於同一設計錯誤(經加費擴大承保者)、材料瑕疵或工藝品質不良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扣除自負額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但對第六次以上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次及第二次事故
 100% 第三次事故      

80% 第四次事故      

60% 第五次事故      

50%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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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5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導致承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1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直接因營建其他部分工程所致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117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管溝、管線或豎井淤積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      公尺範圍為限。 二、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或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三、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否則本公司對該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管溝、管線或豎井淤積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      公尺範圍為限。 二、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或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三、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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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否則本公司對該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18水井工程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水井工程，僅以因下列事故所致意外毀損滅失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颱風、洪水、淹水、坍方。 –噴井及噴口(CRATERING)。 –火災、爆炸。 –自流井或噴泉之水流。 –泥漿漏失。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井口崩塌，包括不正常壓力或膨脹性頁岩造成之套管壓潰。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承保事故之賠償金額，以至發生前條承保事故瞬間前，所放棄之完工部分已支出工料費為準，被保險人並應負擔自負額百分之十，但最低為新台幣       元。 三、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不包括： 

1.鑽架或其他鑽掘設備器材之毀損滅失。 

2.任何打撈費用。 

3.為恢復供水狀態而為之修理或洗井所需費用，包括井壁化學酸洗法或分離法等激井工作。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公司對於水井工程，僅以因下列事故所致意外毀損滅失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颱風、洪水、淹水、坍方。 –噴井及噴口
(CRATERING)。 –火災、爆炸。 –自流井或噴泉之水流。 –泥漿漏失。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井口崩塌，包括不正常壓力或膨脹性頁岩造成之套管壓潰。但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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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承保事故之賠償金額，以至發生前條承保事故瞬間前，所放棄之完工部分已支出工料費為準，被保險人並應負擔自負額百分之十，但最低為新台幣       元。 三、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不包括： 

1.鑽架或其他鑽掘設備器材之毀損滅失。 

2.任何打撈費用。 

3.為恢復供水狀態而為之修理或洗井所需費用，包括井壁化學酸洗法或分離法等激井工作。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19加保被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保險標的物：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但上開之財物以施工前狀況正常且已採適當安全防範措施者為限。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保險標的物，肇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
一、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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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擋土失敗之賠償責任，僅以其全部或部分倒塌所致者為限，未損及該財物之穩定(STABILITY)或使用者安全之外表損壞，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三、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2.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保險標的物：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但上開之財物以施工前狀況正常且已採適當安全防範措施者為限。 二、本公司對於前條保險標的物，肇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之賠償責任，僅以其全部或部分倒塌所致者為限，未損及該財物之穩定
(STABILITY)或使用者安全之外表損壞，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三、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2.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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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依基本條款辦理。 

121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生費用概不負賠償之責： 

1.樁或擋土牆單元(ELEMENTS)，因施工位置錯誤偏差；打設或拔除時之損壞或廢棄；打樁設備或套管阻塞損壞而防礙施工，所需置換或矯正。 

2.矯正板樁不連接或分離。 

3.材料之任何析出或滲漏。 

4.填補空隙(孔隙)或補充流失穩定液。 

5.樁或基礎單元未通過承載試驗或未達設計承載能力。 

6.恢復斷面或尺寸。 二、本條款不適用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被保險人主張毀損滅失為天災所致者應負舉證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生費用概不負賠償之責： 

1.樁或擋土牆單元
(ELEMENTS)，因施工位置錯誤偏差；打設或拔除時之損壞或廢棄；打樁設備或套管阻塞損壞而防礙施工，所需置換或矯正。 

2.矯正板樁不連接或分離。 

3.材料之任何析出或滲漏。 

4.填補空隙(孔隙)或補充流失穩定液。 

5.樁或基礎單元未通過承載試驗或未達設計承載能力。 

6.恢復斷面或尺寸。 二、本條款不適用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被保險人主張毀損滅失為天災所致者應負舉證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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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131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加繳保險費後，投保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附加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不論是否傾斜，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四、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條款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 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二二二、、、、    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茲經雙方同意，加繳保險費後，投保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附加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
(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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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至少每十天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條款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之規定條款。 

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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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發生裂縫，不論是否傾斜，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條款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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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至少每十天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條款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條款之約定事項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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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之規定條款。 

1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內所稱第三人建築物包括定作人所有者。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133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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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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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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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134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月卅一日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四、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月卅一日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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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四、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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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5臨時工程附加條款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136六級以下風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表--Beaufort Scale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表
--Beaufort Scale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第 470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137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抽排水費用不負賠償之責，但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為進行修理或置換所需者不在此限，而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於抽排水費用不負賠償之責，但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為進行修理或置換所需者不在此限，而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8 植生工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植生工程之植物、肥料、農藥及噴植土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植生工程之植物、肥料、農藥及噴植土之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39賠付部份植生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對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除應負擔原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外，應另自行負擔植生工程之植物、肥料、農藥及噴植土毀損滅失之百分之      之自負額。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1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坍、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運棄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坍、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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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運棄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41疏濬即抽排水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溝渠、管涵、溪道、河床或海床等水路及水池、埤塘、水庫或湖泊淤積之泥砂、土石、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溝渠、管涵、溪道、河床或海床等水路及水池、埤塘、水庫或湖泊淤積之泥砂、土石、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概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1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一、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1.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2.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3.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一、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1.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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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二、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損失次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2.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3.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二、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損失次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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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第二次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143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表
--Beaufort Scale為準) 

2.對河床、海床淤積土石、泥砂、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二、被保險人應配合工程進度逐步依序完成碼頭、海堤、護岸及防波堤工程之設計斷面，以保護工程安全，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其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前項所稱設計斷面得不包括超過海堤堤頂面部分之胸牆。 三、海上拖放沉箱之基礎拋石，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該拋石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四、遇有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安全措施，保護堤頭及未完成設計斷面部分之安全。施工機具設備、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即移置陸上安全處所，否則本公司對颱風所致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一、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之責： 

1.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風力分級係以蒲福氏風級表
--Beaufort Scale為準) 

2.對河床、海床淤積土石、泥砂、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二、被保險人應配合工程進度逐步依序完成碼頭、海堤、護岸及防波堤工程之設計斷面，以保護工程安全，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其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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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外事故，本公司對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前項所稱設計斷面得不包括超過海堤堤頂面部分之胸牆。 三、海上拖放沉箱之基礎拋石，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該拋石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四、遇有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安全措施，保護堤頭及未完成設計斷面部分之安全。施工機具設備、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即移置陸上安全處所，否則本公司對颱風所致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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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理，特此加批。 

1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損失次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以上    損失之 50%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200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或設計錯誤、材料瑕疵、鑄造缺陷、工藝品質不良導致安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20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一、自承保工程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開始日起    個月為承保工程之保證期間，本公司在該保證期間內僅對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因安裝錯誤、設計錯誤或材料、器材鑄造之瑕疵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但對意外事故發生前已發現之錯誤或缺陷所為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條款承保範圍不包括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及直接或間接因火災、爆炸、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自承保工程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開始日起    個月為承保工程之保證期間，本公司在該保證期間內僅對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因安裝錯誤、設計錯誤或材料、器材鑄造之瑕疵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但對意外事故發生前已發現之錯誤或缺陷所為之



 

第 476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條款承保範圍不包括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及直接或間接因火災、爆炸、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3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舊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安裝之機械設備倘非全新者，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一、歸因於以往之操作或使用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拆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契約已載明承保拆卸工程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非金屬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安裝之機械設備倘非全新者，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一、歸因於以往之操作或使用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拆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契約已載明承保拆卸工程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非金屬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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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之毀損或滅失。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4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A) 

自碳氫化合物引進安裝場(廠)內起：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自負額仍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 

    2.因管路過熱或破裂致重組設備(Reforming Units)之損失。 

    3.因過熱或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破裂致承保工程之損失。 

    4.未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或切斷安全裝置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或滅失。 

    5.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自碳氫化合物引進安裝場(廠)內起：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自負額仍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 

    2.因管路過熱或破裂致重組設備
(Reforming Units)之損失。 

    3.因過熱或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破裂致承保工程之損失。 

    4.未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或切斷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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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或滅失。 

    5.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5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B) 

自碳氫化合物引進安裝場(廠)內起：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自負額仍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因管路過熱或破裂致重組設備(Reforming Units)之損失。 

    2.因過熱或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破裂致承保工程之損失。 

    3.未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或切斷安全裝置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或滅失。 

    4.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本公司對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所致者為限。對觸媒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自碳氫化合物引進安裝場(廠)內起： 一、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自負額仍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 二、本公司對下列任何一項均不負賠償責任： 

    1.因管路過熱或破裂致重組設備
(Reforming Units)之損失。 

    2.因過熱或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破裂致承保工程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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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3.未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或切斷安全裝置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或滅失。 

    4.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賠償責任。 三、本公司對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所致者為限。對觸媒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06A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一、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施工處所應依相關法令設置消防滅火系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堪用狀況。 

 (二)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使用噴燈或氣炬。 

     3.熱瀝青之施工。 

一、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施工處所應依相關法令設置消防滅火系統，並定期檢測，保持堪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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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二)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使用噴燈或氣炬。 

     3.熱瀝青之施工。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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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
(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206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防附加條款 

一、被保險人應採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移動式滅火設備，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一、被保險人應採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責任： 

(一)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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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使用噴燈或氣炬。 

3.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移動式滅火設備，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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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1.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2.使用噴燈或氣炬。 

3.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
(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



 

第 48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二、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之責。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為準。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前條第
(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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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而發生之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207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三、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



 

第 486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三、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209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安裝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安裝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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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17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如管道或線路移動、破損、變形、土石泥砂或雜物淤塞、管溝沖蝕或坍陷等，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範圍僅以    公尺為限。 二、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否則本公司對該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如管道或線路移動、破損、變形、土石泥砂或雜物淤塞、管溝沖蝕或坍陷等，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範圍僅以    公尺為限。 二、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否則本公司對該項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22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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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概不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特此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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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300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於地面之下發生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同主保險契約 

30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載浮於水上時，發生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載浮於水上時，發生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2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依運送人提貨單或其他契約規定應由運送人負責者，本公司僅對超過運送人應負責部份，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對保險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偷竊、搶奪、強盜或震動。 

(二)未送達、未能提貨、裝載不良或運輸工具之載重過量。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依運送人提貨單或其他契約規定應由運送人負責者，本公司僅對超過運送人應負責部份，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對保險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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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不負賠償責任。 

(一)偷竊、搶奪、強盜或震動。 

(二)未送達、未能提貨、裝載不良或運輸工具之載重過量。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3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折舊率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八年以平均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高以重置價格之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同主保險契約 

304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對本保險單承保之水泥伴合車、幫浦車，僅限於在水泥拌合場或混凝土澆注處所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二、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所致之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一、本公司對本保險單承保之水泥伴合車、幫浦車，僅限於在水泥拌合場或混凝土澆注處所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二、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所致之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305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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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306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7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於地面之下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於地面之下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8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於湖泊、池沼、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臨近處所作業時，被保險人應於使用後或停工時，將保險標的物置放在安全高地，否則本公司對其因洪水、漲水、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於湖泊、池沼、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臨近處所作業時，被保險人應於使用後或停工時，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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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險標的物置放在安全高地，否則本公司對其因洪水、漲水、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09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浦馬達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幫浦(泵)、馬達及其有關零件、配件，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幫浦(泵)、馬達及其有關零件、配件，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310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1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A)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操作錯誤、技術不良、機械故障、失去平衡、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操作錯誤、技術不良、機械故障、失去平衡、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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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312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B)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發生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其損失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同主保險契約 

313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拖運及施救費用，本公司每一次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萬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 

同主保險契約 

401鍋爐保險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該標的物之重置價格。所謂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之新品價格，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倘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上述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402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本保險單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若同一次意外事故受損鍋爐或壓力容器不止一項並分別訂有自負額時，被保險人應逐項分別負擔其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403鍋爐保險鍋爐檢查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修復或重置時，被保險鍋爐或壓力容器獲有政府檢查單位或政府授權代檢單位發給之有效檢查合格證，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二、倘檢查合格證有效期限屆滿三個月內，被保險人已按規定申請複檢而能提出書面證明時，則該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仍負賠償責任。 三、保險標的物倘經複檢不合格而禁止使用者，本保險效力即行停止，俟修復完妥並再經檢查合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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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格後，即恢復保險效力。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 

404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發生本保險單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直接所致被保險人自有、代人保管或管理財物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501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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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o E  Eo  

P  ＝ Po (0.3 E  Eo + 0.7 L Lo ) 

S  ＝ 續保時之保險金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金額 

E  ＝ 續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Eo ＝ 起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P  ＝ 續保年度之保費 

Po ＝ 起保年度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以上各項指數以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數為準。 

同主保險契約 

502A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屬於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不論其投保與否。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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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屬於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不論其投保與否。 三、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502B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二、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第三人意外 責 任 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三、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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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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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五、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得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附加條款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二、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第三人意外 責 任 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三、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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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四、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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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本附加條款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五、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得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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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A)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同主保險契約 

512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B)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          區域內存放、使用或運輸過程包括裝卸中，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同主保險契約 

513機械保險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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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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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主保險契約 

515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任何附帶損失，如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尚未製成成品所節省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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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一)、(二)兩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三、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別計算。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任何附帶損失，如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尚未製成成品所節省之成本。 

(二)為被保險人所經銷者－以其重置價格為限，且不得超過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任何所節省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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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
(一)、(二)兩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三、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別計算。 四、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516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壓力管線(Penstock)止水閥、再昇抽水機(Relift Pumps)發生本保險單承保之危險事故而爆炸造成淹水或淤積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第 501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517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坍崩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坍崩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518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次，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上述標的物因砂之沖蝕、井之倒塌、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無水運轉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次，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上述標的物因砂之沖蝕、井之倒塌、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無水運轉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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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520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潤滑油或冷卻劑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其折舊率應參照製造廠商所訂標準及實際使用狀況計算。 

同主保險契約 

521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之輸送帶及鍊條，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但累計折舊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對輸送帶及鍊條之損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522機械保險金屬線及纜線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二、本公司對運送貨物之索道、纜線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本保險單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二、本公司對運送貨物之索道、纜線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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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照明燈泡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月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531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重繞線圈之費用，本公司按線圈及相關部份就其已使用時間扣除折舊後賠償之。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532機械保險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汽缸襯墊、汽缸頭、活塞及其附件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533機械保險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氣渦輪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其實際價值以重置價格乘以 (1-  EL  NLE )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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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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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主保險契約 

542機械保險壓印板(platen 

press)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壓之部份徹底檢修，並請專家作非破壞檢驗(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本公司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及檢驗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及檢驗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壓之部份徹底檢修，並請專家作非破壞檢驗
(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本公司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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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及檢驗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及檢驗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43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 750KW以上之 2極馬達或 1000 KW以上之 4極馬達，在操作 8000小時或起動 500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達則應在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一、本保險單承保 

750KW以上之2極馬達或 1000 KW以上之 4極馬達，在操作 8000小時或起動 500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達則應在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



 

第 505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44機械保險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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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三、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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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二、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徹底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三、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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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45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二、被保險人如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590機械保險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第五條第(二)項刪除並改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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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耐火磚、耐火材料、隔熱材料、保溫材料、皮帶、鍊條、輸送帶、壓碎面、磨碎面及其它高損耗或高折舊零組件之損失。 

3.玻璃、陶瓷、繩索、金屬線、毛毯、編織物、橡皮及其製造品之損失。 

4.各種工作媒質，如燃料、觸媒、潤滑油、冷卻劑之損失。 

同主保險契約 

60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濕度及煙霧之感應設施，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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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上述警鈴、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切斷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0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承保標的物之各種真空管(tube、valves)，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二、前條所稱真空管之實際價值，按其管齡、操作時間或次數，以其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1.(1)醫學診斷設備之固定陽極 X光管及無計數設備之旋轉型陽極 X光管(stationary anode x-ray 

tubes in single-tank setup and 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out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2)皮膚或近層放射性醫療之 X射線管(surface and close-range radio-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3)影像放大真空管(video amplifier tubes)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18 100 
<  20 90 
<  23 80 
<  26 70 
<  30 60 
<  34 50 
<  40 40 
<  46 30 
<  52 20 
<  60 10 
>  60 0 

2.醫學診斷設備附有鉛封計數器之旋轉型陽極 X射線管(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 Lead-sealed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操作次數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10,000 100 
<  12,000 90 
<  14,000 80 
<  16,000 70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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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  19,000 60 
<  22,000 50 
<  26,000 40 
<  30,000 30 
<  35,000 20 
<  40,000 10 
>  40,000 0 

3.深層醫療之 X射線管(deep 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400 18 100 
<    500 22 90 
<    600 26 80 
<    700 30 70 
<    800 35 60 
<    900 40 50 
<   1,000 45 40 
<   1,100 50 30 
<   1,200 55 20 
<   1,300 60 10 
>   1,300 60 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4.醫學診斷設備之其他真空管(valve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33 100 
<  36 90 
<  39 80 
<  42 70 
<  45 60 
<  48 50 
<  51 40 
<  54 30 
<  57 20 
<  60 10 
>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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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5.材料驗設備之 X射線管(X-ray tubes and valves for material testing equipment)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     300 6 100 
<     380 8 90 
<     460 10 80 
<     540 12 70 
<     620 14 60 
<     700 16 50 
<     780 18 40 
<     860 20 30 
>     860 20 2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6.電視設備之影像及檢波管(picture and pick up tubes) 使用滿 12個月後，電視設備影像及檢波管之實際價值依重置價格按月折舊百分之三，但最低實際價值為重置價格之百分之廿。 

7.其他各型真空管之實際價值，參照製造商或供應商之資料計算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60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 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五,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 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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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失之百分之廿五,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60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下列事項仍不負賠償責任： 一、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車輛內者，不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下列事項仍不負賠償責任： 一、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車輛內者，不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0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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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洪水、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保險標的物存放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者，被保險人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人員檢測記錄，保持隨時可用狀態。 

同主保險契約 

607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單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單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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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0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及天災所致者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火災或「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火災或「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時之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五年。 三、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 

620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理賠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四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恢復受損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所需重新置換或重製資料之費用，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系統或程式之重新設計費用。 倘喪失之資料無需重製或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後十二個月內未予重製者，本公司對重製資料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二)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金額仍依照原約定保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四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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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險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 

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恢復受損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所需重新置換或重製資料之費用，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系統或程式之重新設計費用。 倘喪失之資料無需重製或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後十二個月內未予重製者，本公司對重製資料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二)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金額仍依照原約定保險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 

62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五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三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繼續作業，開始使用與受損保險標的物相同或類似功能替代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之日起     個月補償期間內，實際發生之必要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本保險單電腦額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十五條改訂如下： 「遇有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三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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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外費用險明細表所載「員工加班費」改為「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之運費，負賠償責任，但以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 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其自使用替代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之日起      日內發生之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運費，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三)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以該損失金額依照原約定保險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賠償責任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繼續作業，開始使用與受損保險標的物相同或類似功能替代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之日起     個月補償期間內，實際發生之必要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本保險單電腦額外費用險明細表所載「員工加班費」改為「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之運費，負賠償責任，但以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 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其自使用替代電子資料處理設備之日起      日內發生之租借費用、員工人事費用、文件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運費，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三) 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仍恢復原額，繼續有效，但被保險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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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以該損失金額依照原約定保險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自損失發生之日起至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屆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63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直接因閃電、雷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行物體之碰撞或其墜落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直接因閃電、雷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行物體之碰撞或其墜落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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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3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絛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機械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或失靈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機械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或失靈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不在此限。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度、濕度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上述警鈴、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不在此限。 一、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裝有偵測溫度、濕



 

第 517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度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三、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上述警鈴、警示系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6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泥、油漆、土方、或其類似工作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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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油漆、土方、或其類似工作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37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特別零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或缺失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外來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 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數，以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1)附有高壓計時固定陽極 X光管 附有計數設備旋轉型陽極 X光管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次數(小於)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400 10,000 100 
 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2)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
(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特別零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或缺失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外來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 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數，以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1)附有高壓計時固定陽極 X光管 附有計數設備旋轉型陽極X光管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次數(小於)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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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55 30 
57 20 
60 1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本體損失險。 

 400 10,000
 100 
 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2)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55 30 
57 20 
60 1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本體損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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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氣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氣體、水電供應之中斷或不正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氣體、水電供應之中斷或不正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6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X光軟片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 X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公司對X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66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本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人，放棄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同主保險契約 

66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機器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對於已停止生產或無法購得零件者，其補償期間應按修理或置換市面現有類似功能型式之設備所需期間計算，但不得超過本保險單所附「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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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6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之國外製之機器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倘需自國外取得零件設備或聘僱專家致延遲修復者，其補償期間以 28天為限。但本公司之補償期間包括上述增加之期間，應不超過本保險單所附「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 

同主保險契約 

66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條承保範圍之適用，應以電子設備本體已投保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為要件。但實際承保之保險單「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範圍與本保險單第一條抵觸時，以本保險單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同主保險契約 

69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列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1.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滑、調整及更換零組件。 

2.機器功能衰退、老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理、矯正及更換零組件。 二、維護、保養之費用不屬於本保險單承保之範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一、本保險單承保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列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1.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滑、調整及更換零組件。 

2.機器功能衰退、老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理、矯正及更換零組件。 二、維護、保養之費用不屬於本保險單承保之範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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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不負給付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其損失非屬本附加條款之損失，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有關之約定與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依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辦理。 

茲經雙方約定，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不負給付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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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任，但被保險人證明其損失非屬本附加條款之損失，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有關之約定與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依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辦理。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論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論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論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論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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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臺灣產物 A00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之保險責任自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者為準。前述試車或負荷試驗之期間以卅天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於第一次試車或負荷試 本公司對機械設備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及因上述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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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驗開始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倘機械設備安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保險標的物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本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A01A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A)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直接受損範圍：係指已開挖段發生結構物倒塌或地盤坍塌之區段，以及因外來土石造成淤積之區段。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所有工作面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以每一次意外事故總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其賠償金額以修復承保標的至相當於毀損瞬間前之標準或狀況所需費用為限，最高賠償金額（包含拆除清理費用）為直接受損範圍原設計施工費的       ％或以每公尺        元計算，並以兩者金額較低者為準。 上述直接受損範圍的原設計施工費用以該受損區段內主要地盤類別之每公尺原有平均施工費推算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A)」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施工方法的改變或不可預期的地質狀況或障礙物所作的變更而發生之費用。 二、為改善或穩定地質狀況或為止水所需採取必要措施而發生之費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三、已開挖或超過原設計斷面的挖方移除及所需的空隙回填之費用。 四、抽排水費用。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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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五、抽排水系統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可避免之毀損或滅失所發生之費用。 六、放棄或復原隧道鑽掘機所發生之費用。 七、因開挖支撐或平衡土壓所用之皂土、穩定液、懸浮液或其他任何藥劑、媒介及物質之損失所發生之費用。 臺灣產物 A01B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B)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直接受損範圍：係指已開挖段發生結構物倒塌或地盤坍塌之區段，以及因外來土石造成淤積之區段。 自負額 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負擔隧道工程之自負額，分別適用於每一隧道之每一開挖工作面。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最高賠償金額（包含拆除清理費用）為直接受損範圍原設計施工費的       ％或以每公尺        元計算，並以兩者金額較低者為準。 上述直接受損範圍的原設計施工費用以該受損區段內主要地盤類別之每公尺原有平均施工費推算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
(B)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施工方法的改變或不可預期的地質狀況或障礙物所作的變更而發生之費用。 二、為改善或穩定地質狀況或為止水所需採取必要措施而發生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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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三、已開挖或超過原設計斷面的挖方移除及所需的空隙回填之費用。 四、抽排水費用。但為修復承保範圍之毀損或滅失所需者，不在此限。 五、抽排水系統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可避免之毀損或滅失所發生之費用。 六、放棄或復原隧道鑽掘機所發生之費用。 七、因開挖支撐或平衡土壓所用之皂土、穩定液、懸浮液或其他任何藥劑、媒介及物質之損失所發生之費用。 臺灣產物 A03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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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 A04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任何灌漿及藥液灌注費用，包括為營建承保工程所需者。但未超過毀損部分工程合約原設計數量，為修復毀損所為之襯砌灌漿不在此限。 二、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所需費用，包括水量超過預估數量所致者。 三、抽排水設備發生故障倘使用備用設備即可避免之毀損或滅失。 四、為排除地面或地下水增加之封密、防水或阻絕措施所需費用。 五、夯實不足引起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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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陷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六、裂縫或滲漏。 臺灣產物 A05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肇致下開結構物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該結構物於施工前狀況正常，且採取適當安全防範措施，施工前被保險人並已將其書面檢查報告提供本公司者為限。 

(結構物名稱)：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肇因承保工程規劃設計之錯誤或遺漏所致毀損滅失。 二、未損及工作物穩定或使用安全之裂縫。 

臺灣產物 A06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對承保工程之填方、挖方、挖填方、溝渠、渠道、道路或擋土牆，其同時施工中之總長度以不超過      公尺為限，否則本公司對施工中工程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責任，僅以上述約定總長度範圍內之毀損滅失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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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07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等，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    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各以新台幣        元為限，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8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工作完成後或工程停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其他機具設備則應設置在上述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係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二、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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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儲存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置放在河床外，並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河床。 本公司對於前條所載財物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僅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0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1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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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 自坍方地區挖除超過原設計之已開挖土石方所需費用。 二、 未適時採取應有之適當措施，致邊坡/坡面遭受毀損所需修復費用。 臺灣產物 A12A消防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消防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項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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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設備；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七、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 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2B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施工時應符合下列條件，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熱瀝青之施工。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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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四、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 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3管理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管理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4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所承保工程之結構物或其一部分暨機械設備，肇因於同一設計錯誤(經加費擴大承保者)、材料瑕疵或工藝品質不良原因所致承保工程其他無缺陷部分，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扣除自負額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但對第三次以上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次事故 100% 第二次事故 50%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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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15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導致承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直接因營建其他部分工程所致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舖設之管線等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及因管溝、管線或豎井等淤積堵塞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開挖部分長 度       公尺範圍為限。但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二、 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8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 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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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於水井工作，僅以因下列事故所致意外毀損滅失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 地震、火山爆發、海嘯。 二、 颱風、暴風雨、洪水、淹水、坍方。 三、 火災、爆炸。 四、 噴井(含水流、土石或氣體等之噴出)。 五、 自流井之水流。 六、 泥漿漏失。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七、 井體崩塌，包括不正常壓力或膨脹頁岩造成之套管壓潰。但以工程技術無法克服者為限。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因第一條事故受損之水井工作如有必要放棄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發生事故瞬間前之工料費為準，被保險人並應負擔自負額百分之十，但最低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一、 鑽架或其他鑽掘設備器材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打撈費用。 三、 為恢復供水狀態而為之修理或洗井所需費用，包括井壁化學酸洗法或分離法等激井工作。 

臺灣產物 A19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財物：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但上述之財物以施工前狀況正常且已採適當安全防範措施者為限。 本公司對於前項財物，肇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之賠償責任，僅以其全部或部分倒塌所致者為限，使用者安全之外表損壞或未損及該財物之穩定
(STABILITY)，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一、 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二、 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臺灣產物 A21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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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所生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一、 樁或擋土牆單元

(ELEMENTS)，因施工位置錯誤偏差；打設或拔除時之損壞或廢棄；打樁設備或套管阻塞損壞而防礙施工，所需置換或矯正。 二、 矯正板樁不連接或分離。 三、 材料之任何析出或滲漏。 四、 填補空隙(孔隙)或補充流失穩定液。 五、 樁或基礎單元未通過承載試驗或未達設計承載能力。 六、 恢復斷面或尺寸。 本附加條款不適用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被保險人主張毀損滅失為天災所致者應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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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A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A)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保險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保險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保險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賠償之先決條件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第 539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臺灣產物A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B)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保險
(B)」（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 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 屋。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建築物為巷道、防火巷或中庭隔離者，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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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此限。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臺灣產物 A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B)」內所稱第三人建築物包括定作人所有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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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33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三、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一、 五至十一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主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五月 六月 七、八、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倍    數 1.5 1.8 2.0 1.8 1.5 二、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第 542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34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三、 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一月卅日間，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四、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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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35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載之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倘臨時工程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臨時工程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五十或新台幣        元，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6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所載之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因六級(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風力分級係以蒲福風級表 – Beaufort Scale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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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37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抽排水費用不負賠償責任，但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為進行修理或置換所需者不在此限，而每一次意外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8 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植生材料如植物、種子、肥料、農藥及噴植土等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A39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對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除先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植生材料如植物、種子、肥料、農藥及噴植土等毀損滅失之百分之      之自負額。 倘植生材料以外其他承保工程之損失未超過該自負額，而與植生材料之損失合計超過時，被保險人除先負擔該自負額外，應再另行負擔超過部分之百分之      之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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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塌、坍方、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運棄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A41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A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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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賠償限額及自負額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43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但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賠償限額 一、 被保險人應配合工程進度逐步依序完成碼頭、海堤、護岸及防波堤工程之設計斷面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未完成之設計斷面部分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前項所稱設計斷面得不包括超過海堤堤頂面部分之胸牆。 二、 海上拖放沉箱之基礎拋石，長度合計不得超過      公尺，否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該拋石之賠償責任，僅以合計      公尺長度內之損失為限。 三、 遇有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被保險人應立即採取安全措施，保護堤頭及未完成設計斷面部分之安全。施工機具設備、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應即移置陸上安全處所，否則本公司對颱風所致之任何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四、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 承保工程因六級
(含)以下風力造成之海浪所致毀損或滅失。(風力分級係以蒲福風級表
--Beaufort Scale為準) 二、 對河床、海床淤積土石、泥砂、雜物或積水之清除、疏濬、挖方及抽排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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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A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損  失  次  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含)以上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0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因工程規劃、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遺漏，或因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等原因，導致安裝工程其他無上述缺陷部分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1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自承保工程契約所約定之保證期間開始日起    個月為承保工程之保證期間，本公司在該保證期間內僅對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因安裝錯誤、設計錯誤、材料瑕疵、器材瑕疵、規格不合或工藝品質不良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二十，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直接或間接因火災、爆炸或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對意外事故發生前已存在之錯誤或瑕疵所需之置換、修理及改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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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B03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保險金額 已使用過之機械設備，其保險金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安裝之機械設備倘為已使用過者，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毀損或滅失可歸因於以往之操作或使用。 二、因拆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本保險契約已載明承保拆卸工作者，不在此限。 三、任何非金屬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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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B04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試車期間，導入烴(Hydrocarbons)起，適用本附加條款之約定： 自負額 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除主保險契約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觸媒(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 二、 重組設備
(Reforming Units)因管路過熱或管路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 承保工程因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過熱或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 承保工程因切斷安全裝置或故意不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五、 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B05烴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觸煤(催化劑)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所致者為限。 自負額 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除主保險契約約定之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責任： 一、 重組設備
(Reforming Units)因管路過熱或管路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承保工程因放熱反應(Exothermic 

Reaction)造成過熱或破裂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第 550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三、 承保工程因切斷安全裝置或故意不按工程技術規範施工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四、 因上列各項損失所致之任何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B06A消防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消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配合工程進度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態。 倘承保工程包含機械設備之安裝時，為該機械設備之運轉所設計之各項消防設備最遲應於試車開始前裝設完畢，並維持隨時可使用狀態。 被保險人應指派適當數量之施工人員接受操作前述消防設備之完整訓練，並有適當數量人員可隨時擔任消防工作。 二、 拆除模板後應儘速按相關法令完成防火區隔。 各種管道之預留孔及開口應儘早封閉，最遲應於室內裝修開始施工前完成。 室內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等之裝置、施工或分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毯等之黏貼及擺設。 三、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室內裝修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四、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應採事先書面核准，未取得書面核准前不得進行。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 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 熱瀝青之施工。 上述工作之作業現場至少須指派曾受消防訓練人員一名，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五、 被保險人於施工處所應配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員)、工業安全技師、消防設備師(士)或防火管理人，處理相關之消防業務，並執行火災防阻訓練及工地消防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及對施工人員施以消防演練，至少半年一次。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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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六、 施工處所應作門禁管制及裝設火災警報系統；遇有火災應立即通知消防單位。 七、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四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6B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任何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施工處所應設置有效之消防設備，且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含未滿)至少應設置一具滅火器，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應定期檢測，以保持堪用狀況。 二、 廢棄物應定期清理；從事承保工程裝修工作之樓層，每日收工前應將可燃性廢棄物清除。 三、 從事任何產生火花或熱量之工作時，須指派工作人員，配備滅火設備監視應變，並於工作結束後立即對作業區域進行檢查。 前項所稱工作包括但不限於： 

(一) 研磨、切割、熔接或焊接。 

(二) 使用噴燈或氣炬。 

(三) 熱瀝青之施工。 四、 危險物品之存放處所，應與承保工程及第三款所載工作之施工位置保持至少三十公尺以上之距離或以防火牆隔離。 名詞定義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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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二、危險物品：係指內政部頒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稱之危險物及其他危險物。  賠償限額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每一儲存處所存放之價值不得超過新台幣         元，超過之部分應存放其他處所，否則本公司對該儲存處所內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僅按新台幣         元對全部存放價值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各儲存處所須相隔至少三十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視為同一儲存處所。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B07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規定，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等，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儲存處所及倉庫應互相間隔至少    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其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每一儲存處所內儲存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本附加條款第一條第一款所載其他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滅失每一次意外事故合計僅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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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B09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為安裝承保工程，致第三人農作物、養殖物、畜產及任何其他動植物受有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 B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確實執行下列安全措施，否則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部分或全部開挖之管溝及其內鋪設之管線等工程，因洪水、漲水或淹水及因管溝、管線或豎井等淤積堵塞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責任： 一、 管線置放定位後，應立即回填土方以防淹水發生位移；需壓力試驗部分應於完成試驗後立即回填。 二、 管道或線路端應備有可隨時使用之封塞設備，被保險人並應於收工後、假日或工作停頓時，將管端妥善封塞，以防管線進水或外物侵入。 每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之賠償責任僅以開挖部分長度      公尺範圍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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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B21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僅於被保險人對於承保工程之設計施工，已就上述風險採取充分安全防範措施，始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充分安全防範措施，指被保險人對施工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已依氣象／水文觀測資料，就發生頻率每廿年一次之降水、洪水、漲水或淹水災害，採取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應及時清除水道(不論是否經常有水)之阻塞物，保持水流暢通，否則對於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B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A)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二、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三、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房屋。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保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 自 負 額：新台幣                  元。 遇有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龜裂或倒塌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發生時，不論發生之次數多少，本公司僅就損失金額累計超過本附加保險所載自負額部份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本附加保險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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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需要於開工前對可能因施工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發生龜裂或安全設施移動、軟弱或其他異狀，可能導致本附加保險之賠償責任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並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臺灣產物B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B)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保險
(B)」（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保險之名詞定義如下： 四、 倒塌：係指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傾倒、嚴重位移或沉陷，已達無法修復之程度，或經建築主管機關或依建築法令視為危險建築物，不得繼續使用者。 五、 龜裂：係指建築物發生裂縫而未達上述「倒塌」程度者。 六、 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及 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並領有建築物所有權狀之房 屋。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



 

第 556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龜裂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倒塌責任 每一次事故                 保險期間最高責任           每一次事故損失百分之      但最少                      「一棟獨立建築物」之損害，不論發生次數之多少概視為一次事故，「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係本公司於保險期間內，對所有受損建築物之累積賠償責任。 建築物為巷道、防火巷或中庭隔離者，各視為「一棟獨立建築物」。但地下室為共同結構者，不在此限。 賠償方式 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依下列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一、建築物龜裂時，以其修理費用為限。 二、建築物倒塌時，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鑑定費用 對於本附加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須委任相關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或大地等技師公會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鄰房損害鑑定時，所需之必要鑑定費用，事先經由本公司同意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以本附加保險保險期間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龜裂責任或倒塌責任二擇一)百分之三為限，且最高不超過新台幣              元。 損害防阻義務 一、被保險人應視施工契約規定需要,於開工前對施工影響範圍內可能受損之第三人財物、土地或建築物進行現況調查完成書面報告，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二、被保險人應採取一切必要安全措施以防止鄰近建築物之龜裂或倒塌，各獨立建築物於開挖階段每七天至少進行一次下陷及傾斜觀測，經常派員檢查安全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鄰近建築物之觀測值達到行動值時，應依情況需要對承保工程及其鄰近建築物採取必要之安全加強措施，以防止災害發生或擴大，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確實履行本附加保險之約定事項並依照承保工程設計及規範施工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

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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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決條件。 
 本附加保險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保險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規定。 臺灣產物 B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B)」內所稱第三人建築物包括定作人所有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自負額及賠償限額 本公司對於竊盜所致毀損滅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按下列約定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對第三次以上竊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損  失  次  數 每一次事故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0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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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於地面之下發生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C01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載浮於水上時，發生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對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依運送人提貨單或其他契約規定應由運送人負責者，本公司僅對超過運送人應負責部份，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對保險標的物以車輛於陸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下列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偷竊、搶奪、強盜或震動。 二、未送達、未能提貨、裝載不良或運輸工具之載重過量。 臺灣產物C03A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新品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       年以平均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高以其新品重置價格之百分之       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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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C03B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折舊，依其新品重置價格，按耐用年數       年以        法計算，但折舊之金額最高以其新品重置價格之百分之       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4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水泥拌合車、幫浦車，僅限於在水泥拌合場或混凝土澆注處所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主保險契約第二條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水泥拌合車、幫浦車所致之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C05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6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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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C07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鑽頭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鑽桿及有關零件、配件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所負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於地面之下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 C08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於湖泊、沼澤、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鄰近處所作業時，被保險人應於使用後或停工時，將保險標的物置放在安全高地，否則本公司對其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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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C09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幫浦(泵)、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C10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C11起重吊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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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起重吊桿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操作錯誤、技術不良、機械故障、失去平衡、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蒲福風級表(The 

Beaufort Scale)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 C12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發生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其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13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拖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拖運及施救費用，本公司每一次事故之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萬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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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D01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保險金額應為該標的物之新品重置價格。 不足額保險 倘主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上述新品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新品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類似之新品價格，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D02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均應先行負擔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份負賠償責任；若同一次意外事故受損鍋爐或壓力容器不止一項並分別訂有自負額時，被保險人應逐項分別負擔其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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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D03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D04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鍋爐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發生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直接所致被保險人自有、代人保管或管理財物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鍋爐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01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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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o E  Eo  

P  ＝ Po (0.3 E  Eo + 0.7 L Lo ) 

S  ＝ 續保時之保險金額 

So ＝ 起保時之保險金額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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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E  ＝ 續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Eo ＝ 起保時各該類機械工業生產指數 

P  ＝ 續保年度之保費 

Po ＝ 起保年度之保費 

L  ＝ 續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Lo ＝ 起保時受雇員工平均薪資指數 以上各項指數以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最近月份之指數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02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被保險人所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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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產物 E02B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發生爆炸、壓潰、倒塌或離心力作用造成之撕裂致第三人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有賠償請求時，除本附加條款第二條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本附加條款第四條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本附加條款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上述人員家屬之體傷、疾病或死亡所致之賠償責任。 二、被保險人以契約或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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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一、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附加條款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 二、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所有受損財物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三、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主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如下： 第三人意外 責 任 險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新台幣元)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  特別約定 一、被保險人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對第三人承諾、要約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二、被保險人於被控訴或受有賠償請求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三、遇有本附加條款第三人意外責任險致被起訴或受有賠償請求時，為抗辯或進行和解所需之訴訟費用及必要開支，事先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本公司另行給付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者，其費用由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保險金額與超過金額之比例分攤。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任。但縱無該項契約或協議存在，亦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1可移動機械設備
(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主保險契約所載處所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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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取得報案證明。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12可移動機械設備
(含運送)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        區域內存放、使用或運輸過程包括裝卸中，因洪水、淹水、地震、土崩、岩崩、地陷、火災、偷竊、搶奪或強盜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因偷竊、搶奪、強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述明損失情況並取得報案證明。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3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部發生火災或內部發生化學性爆炸或直接因閃電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4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因其內燃機或氫冷發電機爆炸所致其本身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上述意外事故所致其他保險標的物之任何損失。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5加保儲存品損失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對任何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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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附加條款 投保本「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致明細表所載原料、半成品或製成品等儲存品自儲槽或容器中漏出所生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儲存品之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金額按下列規定計算： 一、 為被保險人所製造者－以其製造成本為限，且不得超過損失時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尚未製成成品所節省之成本。 二、 為被保險人所經銷者－以其新品重置價格為限，且不得超過可售得之價格，並應扣減任何所節省之成本。 三、 受損而可再使用者－以使其恢復至損失發生瞬間前之品質所需之成本為限，且不得高於前一、二兩項之規定。 以上各項賠款金額均應扣除儲存品之殘值。 不足額保險 儲存品遇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而其保險金額低於按前條計算之價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責任。若儲存品不止一項時，應逐項分別計算。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損失，如環境污染、清除漏出之儲存品或損害鄰近財物等，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E16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壓力管線(Penstock)、止水閥、再升抽水機(Relift Pumps)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危險事故而爆炸造成淹水或淤積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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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E17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在地面之下使用因洪水、淹水、土崩、岩崩、地陷、坍方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放棄施救上述機械設備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8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徹底檢修一次，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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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產物 E19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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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E20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潤滑油或冷卻劑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其折舊率應參照製造廠商所訂標準及實際使用狀況計算。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21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之輸送帶及鍊條，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但累計折舊超過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對輸送帶及鍊條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22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機械設備之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對於運送貨物之索道所使用的非傳輸電力之纜線發生之損失，仍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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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E23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照明燈泡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其照明燈泡之損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賠償金額 本附加條款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月不得低於百分之三，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31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所需重繞線圈之費用，本公司按線圈及相關部份就其已使用時間扣除折舊後賠償之。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32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機械設備，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汽缸襯墊、汽缸頭、活塞及其附件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發生損失時之新品重置價格扣除折舊後之實際價值為限。 前項折舊率為每年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但累計折舊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33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氣渦輪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其實際價值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 (1-  EL  NLE )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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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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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E42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每年就機器承受高應力之部份徹底檢修，並請專家做非破壞檢驗(non-destructive testing)。檢修及檢驗報告應提供本公司參考，並按專家建議之時間辦理下一次檢修及檢驗，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3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馬達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 750KW以上之二極馬達或 1000 KW以上之四極馬達，在操作 8000小時或起動 500次以上或距上次徹底檢修滿兩年，被保險人應即自行負擔費用徹底檢修，但新馬達則應在操作 2000小時或使用滿 1年即予徹底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4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渦輪機械，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以下約定之時間將渦輪機械徹底拆開檢修，檢修報告並應提供本公司參考。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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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一) 蒸汽渦輪及蒸汽渦輪發電機：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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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氣渦輪及氣渦輪發電機：按製造廠商使用規範建議之時間。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45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及壓力容器，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按有關法令規定及製造商之使用規範辦理檢查。檢查時發現之缺點，應立即修理改善。 被保險人如未遵守前項之約定，本公司對任何損失不負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縱按約定實施檢修亦無法避免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查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6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引起之爆炸或化學性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保險標的物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工作必須拆除其他財物時，本公司對其拆除及恢復原狀所需費用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以新台幣__________元為限。 承保標的物 一、本附加條款之建築物基本資料如下表: 建築物之名稱  建築物之地址  樓板總面積                      m2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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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建築物之用途  建築物之樓數(地上及地下) 地上    層，地下    層 建築物之完工年月          年      月 二、設置於本附加條款所載建築物之下列機械設備，均為保險標的物，無需逐一載明。 設備名稱 機械、機械設備或裝置 空調設備 暖氣機、冷凍機、冷却水塔、冷氣機、空調機、空氣幕裝置、送風機、附屬幫浦等。 電氣設備 變壓器、配電盤、控制監視盤、繼電器盤、繼電器、變流器、開關器、電容器、反應器、充電設備、不斷電系統、電池、碍子、碍管、保護裝置、開關器用空氣壓縮機、支撐架、母線、配線、照明用器具、緊急發電設備、送信/受信設備、電鐘裝置、電話交換機、天線設備、訊號裝置、避雷針裝置、接地裝置、導體、保全系統、防災中心設備、火災警報系統、警報裝置等。 給水、排水、衛生、消防設備 

(不含鍋爐) 給水設備、熱水供給設備、鍋爐附屬裝置、太陽能系統、衛生設備、飲用水設備、排水設備、深水井、污水處理設備、撒水設備、各種消防設備等。 昇降設備 電梯、電扶梯、貨梯等。 其他之設備 自動門設備、活動百葉門窗(SHUTTER)裝置、垃圾處理設備、塵埃燒却設備等。 附屬於上列各設備之配線、配管、管道設備。 通知之義務 保險金額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四條規定調整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E90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五條第(二)款刪除並改訂如下： 一、鑽、模具、刀具、夾具、鋸條、磨輪、蝕刻之滾筒及其他可替換工具之損失。 二、耐火磚、耐火材料、隔熱材料、保溫材料、皮帶、鍊條、輸送帶、壓碎面、磨碎面及其它高損耗或高折舊零組件之損失。 三、燈泡、玻璃、陶瓷、繩索、金屬線、纜線、毛毯、編織物、橡皮及其製造品之損失。 四、各種工作媒質，如燃料、觸媒、潤滑油、冷卻劑之損失。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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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2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各種真空管(tube & valves)，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 一、 本附加條款所稱真空管之實際價值，按其管齡、操作時間或次數，以其新品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一)  醫學診斷設備之固定陽極 X光管及無計數設備之旋轉型陽極 X光管(stationary anode x-ray 

tubes in single-tank setup and 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out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二)  皮膚或近層放射性醫療之 X射線管(surface and close-range radio-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三)  影像放大真空管(video amplifier tubes)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18 100 
<  20 90 
<  23 80 
<  26 70 
<  30 60 
<  34 50 
<  40 40 
<  46 30 
<  52 20 
<  60 10 
>  60 0 
 二、 醫學診斷設備附有鉛封計數器之旋轉型陽極 X射線管(rotating anode x-ray tubes with 

Lead-sealed exposure counter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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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操作次數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10,000 100 
<  12,000 90 
<  14,000 80 
<  16,000 70 
<  19,000 60 
<  22,000 50 
<  26,000 40 
<  30,000 30 
<  35,000 20 
<  40,000 10 
>  40,000 0 三、 深層醫療之 X射線管(deeptherapy x-ray tubes and valves)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400 18 100 
<  500 22 90 
<  600 26 80 
<  700 30 70 
<  800 35 60 
<  900 40 50 
<  1,000 45 40 
<  1,100 50 30 
<  1,200 55 20 
<  1,300 60 10 
>  1,300 60 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四、 醫學診斷設備之其他真空管(valves for diagnostic equipment)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33 100 
<  36 90 
<  39 80 
<  42 70 
<  45 60 
<  4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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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  51 40 
<  54 30 
<  57 20 
<  60 10 
>  60 0 五、 材料試驗設備之 X射線管(X-ray tubes and valves for material testing equipment) 操作時間(小時)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  300 6 100 
<  380 8 90 
<  460 10 80 
<  540 12 70 
<  620 14 60 
<  700 16 50 
<  780 18 40 
<  860 20 30 
>  860 20 20 上項操作時間及管齡之計算，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六、 電視設備之影像及檢波管(picture and pick up tubes) 使用滿 12個月後，電視設備影像及檢波管之實際價值依新品重置價格按月折舊百分之三，但最低實際價值為新品重置價格之百分之廿。 七、 其他各型真空管之實際價值，參照製造商或供應商之資料計算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3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竊盜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特別約定 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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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04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           在           地區範圍內，於使用、儲存或運送時，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共同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亦不負賠償之責： 一、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存於鎖閉之建築物或車輛內者，不在此限。 二、裝置或裝載於航空器或船隻時發生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 F05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特別約定 發生於連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八小時內之颱風，不論次數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理。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 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除適用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共同不保事項及特別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所致損失者亦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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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F06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淹水、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特別約定 保險標的物存放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者，被保險人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人員檢測記錄，保持隨時可用狀態。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 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7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三年。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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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F08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特別約定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自出廠日起算已逾三年。 三、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1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賠償責任： 一、 直接因閃電、雷擊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 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 直接或間接因化學性爆炸、煙燻或煙屑污染所致之毀損或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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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失。 四、 直接或間接因飛機、航空器或任何飛行物體之碰撞或其墜落之物體之撞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 F32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機械或電氣性損壞、故障、斷裂或失靈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F33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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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F34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空調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因空氣調節設備缺失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但主保險契約第一條承保之標的物並包括符合下列條件之空氣調節設備，不在此限。 一、 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定期維護保養，其間隔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二、 裝有偵測溫度、濕度及煙霧之感應設備，並能發出警鈴或警示訊號。 三、 裝有符合電子設備製造廠商要求或建議之電源自動切斷裝置。 四、 上述警鈴、警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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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統及電源自動斷電裝置，由其製造商或供應商每隔六個月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查並測試功能。 五、 操作時由曾受訓練之人員監視應變。 臺灣產物 F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搭設鷹架及梯架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F36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發生毀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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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滅失，為修理或置換所需任何圬工，包括石膏、灰泥、油漆、土方或其類似工作之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F37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附屬於電腦斷層掃描設備之真空管(Tubes,Valves)之賠償責任以其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實際價值按使用時間及次數，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一、 附有高壓計時固定陽極 X光管 附有計數設備旋轉型陽極 X光管 實際價值佔 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操作時間(小時) 操作時間(小時)  

400 10,000 100 
440 11,000 90 
480 12,000 80 
520 13,000 70 
600 15,000 60 
720 18,000 50 
840 21,000 40 
960 24,000 30 
1,080 27,000 20 
1,200 30,000 10 

 二、 穩壓真空管 管齡(月) 實際價值佔新品重置價格百分比 

36 100 
39 90 
41 80 
44 70 
47 60 
49 50 
52 40 
55 30 
57 20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電腦斷層掃描設備
(Computer Tomographs)因其個別零件或組件之衰退、失效或缺陷及因而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外來意外事故或該設備內部發生火災所致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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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60 1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61X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X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X光設備用軟片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但因軟片匣發生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 F62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同意使用主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人，放棄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陳舊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電子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對於已停止生產或無法購得零件者，其補償期間應按修理或置換市面現有類似功能型式之設備所需期間計算，但不得超過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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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F64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修復延遲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國外製造之電子設備，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倘需自國外取得零件設備或聘僱專家致延遲修復者，其補償期間以 28天為限。但本公司之補償期間包括上述增加之期間，應不超過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補償期間。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額外費用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租賃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條承保範圍之適用，應以電子設備本體已投保基本條款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為要件。但實際承保之主保險契約「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範圍與主保險契約第一條牴觸時，以主保險契約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及電腦額外費用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91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在保險期間內，應有訂明提供下列服務之有效保養維護合約： 一、 定期安全檢查及預防性維護保養，包括清潔、潤滑、調整及更換零組件。 二、 機器功能衰退、老化或正常使用下之故障、損壞或缺失之修理、矯正及零組件更換。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維護、保養之費用不屬於本保險契約承保之範圍。 

 

臺灣產物 P01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由於全部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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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 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一、二兩款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三)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臺灣產物 P03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意外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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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04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5A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    ，亦為主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否則本公司對因承保工程實際與預定進度偏離      天以上所致及因而擴大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5B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之施工進度表，如附件＿    ，亦為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應按該表施工，並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完成                            ，否則本公司對                             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6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所增加之加班、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亦負賠償責任，但不包括空運及租船費。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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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 本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前項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07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修復受損標的物所需之空運費亦負賠償責任。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空運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8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耐震設計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地震所致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應提供相關圖說及計算書，證明承保工程已充分考慮耐震因素，並按主管機關或相關工程學會團體建議或制定之規範設計，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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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09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地震、火山爆發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 P10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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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12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八級(含)以上風力所致之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風力分級係以蒲福風級—Beaufort 

Scale為準) 臺灣產物 P13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在下開處所儲存，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儲存處所：                                                                 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為申請保險理賠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於加鎖之安全圍籬或倉庫／房間內。 二、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四、 倉庫、材料儲存或加工場所均應設在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放材料組件直接或間接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五、 第四款所載場所設施應互相間隔至少卅公尺以上或以防火牆隔離，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所存財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或爆炸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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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防火牆：以內政部頒訂「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為準。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4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P15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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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16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同意放棄對       之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8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預付賠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經本公司理算後，其損失金額已確定部份，得先預付部份賠款予被保險人，惟該先行預付之賠款須於理算完成後由應賠付之金額中扣除。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如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選定        為災損之保險公證人。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0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保險契約保險費得分期交付。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需於保險責任開始之日起 

         日內交付，本公司同意先行交付保險單。 二、 分期繳費之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或兌現時，自通知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保險契約自寬限期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內發生保
同主保險契約 



 

第 594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險事故者，本公司仍負保險賠償責任，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仍應交付欠繳之保險費。 三、 倘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事故，賠款金額超過總保險費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先交付未到期之分期保險費，本公司始進行後續之賠款處理。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1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裝卸安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約定，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裝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裝卸物重量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 操作人員應持有合格執照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三、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至解除期間，應停止任何裝卸作業，並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廿，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二、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置之不固或不當。 三、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四、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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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23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三、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舶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四、本保險契約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五、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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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24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抽排水及泥砂清除所需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P25共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共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係由下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保，各按承保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有關承保及理賠事項由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比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為本保險契約之共同被保險人，本公司對各被保險人分別就其保險利益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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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27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僅以附貼於主保險契約之明細表所載項目為限；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二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僅以上述承保工程所致之賠償責任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8抽水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抽水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施工處所應設置適當有效之抽水設備(含備用設備)，並定期派合格技術人員檢測並保存記錄，維持隨時可用狀態，否則本公司對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債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優先給付            ，但以其對保險標的物持有之債權範圍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0受益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受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為本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逕付受益人。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1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應將損失發生日期及賠償金額以書面通知定作人。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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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32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中途投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本保險契約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前之任何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 P34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倘保險標的物增加之保險金額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    以內者，自動納入承保範圍。但被保險人應於一個月內將增加之保險項目及金額書面送達本公司，並依照原保險費率就增加之保險金額加繳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5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工程遇有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本公司接獲被保險人通知後，應即派員並得會同公證公司趕赴現場會勘。除緊急搶修外，如未於四十八小時內勘查，則由被保險人自行拍照、清除及修復，本公司應依據被保險人提供之照片及實際修復費用資料，按主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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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36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自負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工程性質包括一種以上者，應分別適用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不止一種性質之工程發生損害時，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自負額以其中最高者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0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工程因                           停工，保險效力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停止。俟工程復工時，被保險人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恢復保險效力。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1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主保險契約承保工程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恢復保險效力，原保險期間延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2A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加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延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2B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加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延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公司對承保標的發生或肇因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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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43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加(減)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所載日期變更為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4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本公司退還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自民國    年    月    日起終止。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5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加繳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後，本保險契約          之原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整，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增加為新台幣            元整，計加保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6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    之原保險金額新台幣     元整，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減少為新台幣     元整，計減保新台幣    元整。 基於前項事由，本公司退還被保險人保險費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7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更改為           。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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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48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定作人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定作人者，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9 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該損失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之專業技術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不足額保險 倘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主保險契約規定之保險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對專業技術費用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倘保險金額得細分者，應逐項分別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 

臺灣產物 P50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以後承保事故所致毀損或滅失之賠償責任，以保險金額扣除已賠償金額之餘額為限。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率按日數比例計算加繳保險費後，恢復原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及附加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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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51 網際網路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不含責任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網際網路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損失： 一、 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毀損滅失，或因原始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刪除、毀壞或變異所致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的任何改變而發生損失，以及因而導致營業中斷之損失。但直接因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直接「實質損失」所致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因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功能、可用度、使用範圍或存取能力之損傷而產生之毀損滅失，以及因而導致營業中斷之損失。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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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因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直接「實質損失」所致資料、軟體或電腦程式之功能、可用度、使用範圍或存取能力之損傷，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 P52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第二項承保之施工機具設備，其明細、保險金額及自負額如下表： 施工機具設備 保險金額 

(新台幣元)  自負額 

(新台幣元) 編號 名稱 廠牌 製造 年份 型式 引擎/ 製造號碼   

        施工機具設備之總保險金額：（新台幣元） 明細表所載之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金額低於主保險契約規定之施工機具設備新品重置價格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本公司僅依保險金額對應投保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外之區域。 二、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係指自走式或得藉其他牽引機械移動之施工機具設備。 三、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水流作用為輔之流動體。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施工機具設備操作者依法應由合格執照之人員擔任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否則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因人員操作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機具設備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施工機具設備於湖泊、池沼、水塘、水庫、河床、水道、海岸等地區或其臨近處所作業，遇有中央氣象局發佈陸上颱風警報、豪雨特報、大豪雨特報或超大豪雨特報期間時，被保險人應將可移動式施工機具設備存放於安全高地處，否則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因洪水、漲水、淹水、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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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責任。 

臺灣產物 P53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採取安全防護措施以防範意外事故之發生，否則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損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未妥當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 二、夜間未妥當設置反光或施工警告燈號，或於必要時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 三、施工設置之標誌、標線、號誌未經常維護管理，保持清晰完整及有效性能。 四、施工場所之周圍未設置適當之防護圍籬，並於明顯位置裝設警告標示。 五、工程完竣後，未立即撤除並將障礙物清除。 標誌、標線及號誌之定義、種類、作用、設置、設計、佈設、劃設、應用及妥適性等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為準。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4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機電設施（包含但不限於水電、消防、空調、升降梯等設施），直接或間接因雨水、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毀損滅失及因而所致之賠償責任，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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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55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吊卸物，於吊卸過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應遵守下列事項，否則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 吊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力應超過被吊卸物重量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定情況良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 吊卸機具設備之操作者依法應有合格執照之人員擔任或曾接受相關訓練領有結業證書者。 

 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應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之      ，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賠償限額 本附加條款對吊卸物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30A受益人附加條款
(甲式) 

保險期間保險單若有更改，應通知受益人。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40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甲式) 

未經定作人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A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乙式) 

未經甲方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B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丙式) 

保險期間非經受益人同意不得變更本保險單內容，惟屬保險期間加長 或變更內容係有利於受益人者，不在此限。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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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040C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丁式) 

未經       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41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一、應將        (招標機關)列為被保險人之一。 二、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所指之第三人包括但不限於        (招標機關)及其委託之監造人員。 三、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須先通知        (招標機關)， 

        (招標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        (招標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且三年內        (招標機關)並得拒絕接受其具保之保險單。 四、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        (招標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        (招標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五、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六、特別約定事項效力優於原條款。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1A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乙式) 

一、保險期間內，如因故必須變更被保險人（即承攬廠商）時，保險公司應依照定作人（即臺北市政府及        ）通知辦理變更。 二、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須先通知定作人，定作人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定作人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且爾後三年內定作人並得拒絕接受其具保之保險單。 三、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定作人同意不生效力。 四、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聲請自保險金中抵銷。 五、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所指之第三人包含但不限於定作人及定作人之受僱人、受任人、受委託之監造人員。 六、特約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43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甲式)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擴大包括業主、業主之員工、業主之代理人、設計師及監工。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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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043A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乙式)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應含廠商、分包廠商、        及其他任何人員，並包括鄰近財物險。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46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甲式) 

一、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貨物除外）的變動、增加或改良致實際現金價值增加者均予自動承保，惟以不超過各該項保險標的物金額百分之十為限。 二、被保險人應於每三個月後七天內將保險標的物實際現金價值通知本公司憑以計算保險費，如逾規定通知之日不為通知時，本公司即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作為該三個月之保險金額據以計算保險費。 三、保險標的物實際現金價值之增加幅度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十範圍時，被保險人得隨時通知本公司並申請辦理批加保險金額，未經被保險人申請辦理批改時，本公司對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各該項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十之增加部份不予自動承保。 四、本公司於簽發本保險契約時，以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計算全年應付保險費，被保險人應先交付之。保險期間屆滿時，如全年累計應付保險費超過已付保險費，被保險人應補交該超過部份之保險費。 五、保險事故發生需予理賠時，如保險標的物之實際現金價值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被保險人應補交該增加部份之保險費。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以該項保險標的物之實際現金價值超過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之部份計算之，該超過部份並以保險金額百分之十為限。 

(二)計算期間以自保險標的物實際現金價值超過保險金額之日至保險契約到期日止。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6A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乙式) 

本保險單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損失發生時，如損失發生當時之實際總價款超過預估之總價款，則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項下之保險金額亦自動加保其超出預估部份之金額，惟該自動加保之金額以不超過原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其他條件仍適用本保險單條款之規定。被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單到期後壹個月內，將實際總價款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作為調整保費之依據。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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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047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甲式) 

本保險單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即自動恢復各該受損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但理賠金額以不超過新台幣        元為限，被保險人並應就其理賠金額部份至保險單期滿日止，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計算加交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7A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約定保險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時，各該受損標的物之保險金額自動恢復，但被保險人應交付自保險標的物回復原狀之日起計算至保險契約到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48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因承保事故發生所致承保標的物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回復該毀損或滅失之標的物，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鑑定費用，或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法定之專業技術費用，本批單亦予承保在內，但本公司對於前項專業技術費用之賠償金額每一事故以損失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最高賠償金額以損失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批單承保範圍內。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49七十二小時單一事故附加條款(甲式) 

颱風、暴風、洪水、地震、土崩、岩崩及地陷所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視同一次事故辦理。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50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第一條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工作所增加之拆除或清理費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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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051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甲式) 

卸置於施工處所之包裝機器材料，被保險人必須檢查該包裝是否於運輸之途中已遭毀損之跡象。若有已遭毀損之跡象，被保險人應立刻打開包裝並檢查該機器材料是否遭毀損。若發現損失應立即通知貨物水險之保險公司。 但從機器材料的包裝上並無明顯的跡象顯示係由於運輸途中發生之毀損，且無法明顯知道該損失是在抵達工地之前或之後發生時，被保險人應立刻通知貨物水險與本保單之保險公司。該二家保險公司同意以 50%：50%共同賠負責任，且兩張保險單上之自負額亦對半適用。惟上述條款必須基於下列要件： 

(一)貨物水險保單必須包含前揭內容或協議，但貨物水險保單無前述內容或協議時，本公司僅就損失之 50%部分，依本保單相關規定賠付。 

(二)必須是發生本保單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1A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乙式)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致保險標的物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毀損或滅失，並於貨物水險保險契約效力終止後始發現者，經適當調查仍無法判定損失發生時間是在貨物水險保險契約終止之前或之後，若貨物水險保險契約之保險人同意負擔百分之五十之損失賠償責任，本公司亦同意負擔百分之五十之損失賠償責任。 本損失分攤責任之約定不影響本公司與貨物水險之保險人對損失分攤比例之最後約定。 若本保險契約與貨物水險保險契約各有不同自負額約定時，雙方保險人於賠償各自之百分之五十損失時，應扣除各自約定自負額之百分之五十。 本條款僅限於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物運抵承保處所時，對所有保險標的物及容器必需依實際情況儘速進行查驗是否有明顯破損，始得適用。 

 本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133A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
同主保險契約 



 

第 610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133B水利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前項所稱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三、工程契約規定施工中需拍照者，被保險人每月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並於四十八小時內通知本公司，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四、六至十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六   月 七   月 八、九、十月 倍    數    1.5      1.8          2.0 五、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23A加保鄰近財物附 一、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於保險期間內，在施工處所 同主保險契約 



 

第 611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加條款(甲式) 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二、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5.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三、本條款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元。 四、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P15A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3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要保人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定作人所有或交由被保險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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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三、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舶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四、本保險契約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損失險可承保財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論是否已投保)，及因而所致之任何附帶損失。 五、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 P49A 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該損失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之專業技術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爐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 

臺灣產物 P55A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吊卸物，於吊卸過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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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0D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戊式) 

茲約定：本保險單非經        同意，不得變更與終止，並對        及其員工放棄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遇有下列任一情事，本附加條款無效，仍按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一、 被保險人未即時進行重置工作並未於合理期間內完成。 二、 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而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與本附加條款不同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 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E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己式)    茲約定： 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提前終止，未經取得       事先同意者，不生效力。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直接因安裝其他部分工程所致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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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1A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 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一、二兩款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 一、 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三)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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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A34A橋樑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種工作處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三、 本公司對在河床預鑄場鑄造中之預力樑工程及置存在河床之預力樑、鋼樑，於五月一日至十一月卅日間，因洪水、漲水、淹水或土石流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四、 承保工程於施工時，被保險人每週至少應拍照一次存證。工程發生災害後，被保險人應立即拍攝顯示損毀部分之照片，保留現場，並於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本公司，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修復，並應提出定作人派駐工地監工主管簽章之施工進度表、施工估驗紀錄及材料進場、使用及儲存之完整資料，以供本公司理賠參考，否則本公司對無法查證部分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F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庚式) 保險期間內未經       同意之任何變更或終止，無效。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3 加保舊機器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非全新之保險標的物，一經開始試車或負荷試驗，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4 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承保範圍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55 保險金額自動異動附加條款(甲式) 保險期間內辦理加退保，僅提供應加退保之保險金額，不予加退費。 前述加退保之異動金額，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6 保險金額約定基礎附加條款(甲式) 

如遇保險事故發生時，需依被保險人提供之財產明細及所載「取得原價」為計算依據。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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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04A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    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C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保險附加保險(C)」（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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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臺灣產物 B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且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後，投保本「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十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



 

第 61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 牆 及 屋 外 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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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041B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丙式) 茲約定： 一、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應先通知機關，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三、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四、附加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8 台船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一、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須先通知招標機關，招標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招標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且三年內招標機關並得拒絕接受其具保之保險單。 二、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三、特約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A42A竊盜損失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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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C1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C1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不能修復而需予重置時，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其毀損瞬間時之新品重置價格為準，但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1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1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一)項及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十條第(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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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臺灣產物 1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乙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1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乙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為營建承保工程，因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九條第(一)項及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二章第十條第(一)項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理賠責任：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四、建築物於本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五、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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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理費用。 

臺灣產物 059 施工處所附加條款 

茲約定： 一、本保險單所載明之施工處所包括但不限於承保工程所座落之地點。 二、本保險單承保工程之施工處所如下列： 

同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1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何一次___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9 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F09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因氣體、給水或電力供應不正常或中斷引起之火災、煙燻或爆炸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314起重吊桿附加條款(C) 

茲特約定：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發生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_____元整或其損失百分之___，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本公司對每一次事故之賠償限額為新台幣____  元整。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22A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甲式) 

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自                                  至施工處所，於陸上運輸包括裝卸過程，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碰撞、傾覆、颱風、洪水、山崩、土崩、岩崩、地震或竊盜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條款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1.保險標的物之漏損，重量或容量之減少或自然耗損。 

2.保險標的物包裝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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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置之不固或不當。 

3.貨物裝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定。 

4.保險標的物之本質或固有瑕疵。 臺灣產物062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甲式) 本保險契約對承保之機械設備安裝工程部分，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試車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者為準。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63加保鄰近工程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本公司對於在本保險契約所載明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營建中之工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營建(安裝)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亦負賠償之責。 本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1.因天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2.因震動、土壤擾動、土壤支撐或安全支撐不足、地層移動或擋土失敗，損害土地、道路、建築物、工作物或其他財物所致毀損或滅失。 3.施工機具設備、各型機動車輛、船隻及飛行器之毀損或滅失。 4.工程保固期間內發生之毀損或滅失。 臺灣產物064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 一、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七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二、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八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三、「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其屬乙方事由所致者，其所增加保險費用概由乙方自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315機具損失賠償限額附加條款(甲式)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第一條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承保範圍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應按該標的物保險金額與重置價格之比例(保險金額/重置價格)分攤該意外事故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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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損失，本公司僅就前述理算金額扣除自負額部分負賠償責任，且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或新台幣     元為限；若發生事故後以國產零件替換修復者，則不受標的物保險金額與重置價格之比例分攤損失之限制，保險期間內之賠償金額仍以標的物保險金額為限。 臺灣產物316起重吊桿附加條款(D) 本保險單承保機具所附屬之吊桿、吊架或其延伸桿於操作使用時，直接因負荷過重、吊卸物鬆脫或八級以下風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但因機具傾覆所致者，不在此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34A 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甲式) 倘承保工程之承攬契約變更而增加價款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五以內者，經被保險人將變更金額電傳本公司後立即生效。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F10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F10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在本保險單所載地址範圍內，保險標的物由原置存處所遷移至其他置存處所，因被保險人之疏忽未事先通知本公司，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該遷移之保險標的物仍負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應於知悉遷移事實後，立即通知本公司，必要時自遷移日起調整保險金額或保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4A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44A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7 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甲式) 被保險人於損失發生前，對於受損保險標的物須負賠償責任的第三人拋棄代位求償權時，本保險的代位求償權利並不受影響。本公司同意對          拋棄是項代位求償權利。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2B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42B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6 高雄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保險公司為履行賠償責任所支付之保險金，應向工程主辦機關支付，但如依法應向工程主辦機關以外之人支付保險金，則應於支付保險金前，先行通知工程主辦機關，並由工程主辦機關斟酌事故善後處置情形，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及其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工程主辦機關或未依工程主辦機關之指示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未經工程主辦機關同意，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均不生效力。 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工程主辦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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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特約/附加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於下列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直接因被保險人安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承保工程，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不包括： 一、 依承保工程性質或施工方式為可預期之毀損滅失。 保險期間內採取損失預防或減輕措施所需費用。 臺灣產物 061A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一、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何一次     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均須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元或損失之百分之    ，並以較高者為準。 二、本保險契約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任何一次     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應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8 林務局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一、保險期間內，如因故必須變更被保險人(即廠商)時，保險公司應即依照定作人通知辦理變更。 二、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賠款前須先通知定作人，定作人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於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賠款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定作人時，爾後定作人得拒絕其承攬本處工程保險。 三、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定作人同意不生效力。 四、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聲請自賠償金額中抵銷。 五、保險期限以至驗收合格日止或本保險單所保險期間屆期之日終止，並以兩者之中先屆期為準。 六、特約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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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03A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P03A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    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下列事項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 承保工程意外毀損或滅失。 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3B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P03B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    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履行該責任所致下列事項亦負賠償責任，但不適用未經驗收即行接管、啟用或保險效力中斷者： 、 承保工程意外毀損或滅失。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施工處所因執行保固責任之職務發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1C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丁式) 一、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應先通知機關，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未依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二、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機關者，不在此限。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三、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四、特約或附加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承保標的物因發生保險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所生下列費用亦負賠償之責：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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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應分攤之消防費用。 耗用消防器材之費用。 本公司對上述費用之賠償，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元為限。 臺灣產物 064A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甲式) 一、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七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二、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八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七)「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1B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乙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本公司對直接因下列原因所致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 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行為(不論是否與罷工或歇業有關)。 二、 任何罷工者為擴大其罷工或被歇業之勞工為抵制歇業之故意行為。 三、 政府或治安當局為防止或鎮壓一、二兩款行為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一、 由於全部或部分停工或任何工作過程受延滯、阻礙或停頓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或賠償責任。 三、 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一) 政府或治安當局之命令所為之臨時或永久性扣押、沒收、徵用、充公。但於上述事故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二) 建築物臨時或永久被任何人非法佔用。但於佔用前已發生之毀損滅失不在此限。 (三) 恐怖主義者之行為。 (四)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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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亂。 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遵守下列約定為本公司對竊盜所致毀損滅失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集中置存設有安全圍籬之處所，整捲之電纜、電線及尚未裝設之衛浴設備、五金器材、機械或電子設備等，應置放於加鎖之倉庫/房間，並派專人管理。 二、派員駐守並經常巡視儲存處所，保留巡場紀錄。 三、遇有竊盜損失應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載有失竊清單之報案證明文件，並立即提供本公司施工日報表、失竊物進貨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及發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0 保險責任起迄附加條款(甲式)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至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仍然存在。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3B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丙式) 茲約定：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擴大包括               。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1 其他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保險事故發生後，若有賠償責任歸屬於               時，本保單應優先給付全部賠償；而另有其他保險時，由保險人自行協調追償。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2 財產損失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不包含無人看管時發生之毀損或滅失，但置於鎖閉之建築物內者不在此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G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辛式) 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公司應配合甲方或災損地點之權責單位時程排定災損會勘，於勘查後七日內確認災損理賠部分及需提供證明文件資料，並應於十四日內給予正式通知可否拆清復原，如未通知或延遲，而使甲方無法配合災損地點之權責單位要求復原工作，甲方有權自行拆清，其拆除工料部分由保險理賠全數負擔。 二、保險公司應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完成理賠。如未依前述時程辦理，保險公司應提出說明，待保險公司與甲方取得共識後，就可理賠之部分於十四日內完成理賠。 三、保險事故發生時，如甲方或甲方員工具有可歸責事由(不含違法部分)，保險公司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拋棄對甲方或甲方員工之代位求償權。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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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四、關於「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依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三章理賠事項第十條保險事故通知與應履行義務」相關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 073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本保險單之承保範圍，應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流、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火災、爆炸、破壞、竊盜、搶奪、強盜、罷工、暴動、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等事項所生之一切損害。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A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惟前述意外事故以             所致者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B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承保工程，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惟前述意外事故以               所致者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74保險期間展延附加條款(甲式) 本保險單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保險人得通知保險公司欲展延之日數，保險公司應依原保險條件按增加之日數計算加收保險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1A其他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如遇理賠發生為          應負之賠償責任時，則以本保單優先賠償，不與業主、定作人之大保單比例分攤。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作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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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第 631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B13管理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B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 期間內，本公司對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安裝工程財物損失 險之保險標的物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需予修復時，本公司 除賠償修復費用外，另行給付為進行修復所需百分之      之管 理費(不含稅捐利潤)，但不得超過承保工程編列管理費所占之比 例。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B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對第三人因土石泥砂崩塌、坍方、陷落或移動所需之清除、抽排水及運棄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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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B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施工損害第三人管線、管路、線路或其有關設施時，應按下列規定之百分比負擔自負額，但最低不得低於主保險契約所載之自負額： 損  失  次  數 自負額 第一次 損失之 20% 第二次 損失之 30% 第三次(含)以上 損失之 50%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76新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茲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單所載施工處所內，因管理或使用施工機具及領有公路行 車執照之車輛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約定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以超過汽車保險之賠償責任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 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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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責任。 二、 任何附帶損失，包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 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 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 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 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 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 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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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九、 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臺灣產物 073A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073A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加保下列事項： 一、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七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二、本公司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八條共同不保事項不包括(五)「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同主保險契約 

P34A Escalation Clause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actual reinstatement value of the Insured Property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 excess of the original Sum Insured then this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by the 
amount of such excess but not exceeding in all of the Estimated Final Contract Value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actual 
reinstatement value of 
the Insured Property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 excess of the 
original Sum Insured 
then this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by the amount of such 
excess but not exceeding 
in all of the Estimated 
Final Contract Value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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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P13A Off-Site Storage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or any Endorsements agreed upon and subject to the Insured having paid the agreed extra 
premium, Section 1 of the Policy shall be extended to cover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in 
offsite storage within the territorial limits as stated below. 
 

Territorial limits of：                

Limit of indemnity (any one occurrence)：                

Limit of indemnity (in aggregate) ：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or any Endorsements 
agreed upon and subject 
to the Insured having 
paid the agreed extra 
premium, Section 1 of 
the Policy shall be 
extended to cover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in offsite storage 
within the territorial 
limits as stated below. 

Territorial limits of：               

Limit of indemnity (any 

one occurrence)：            

Limit of indemnity (in 

aggregate) ：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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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P49B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該損失所需合理之建築師費用、鑑定費用、工程顧問費用及其他之專業技術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各項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被保險人為申請理賠時之理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不在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 

臺灣產物 P06A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置換所增加之加班、夜間或假日趕工費用及加急運費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002A Cross Liability Clause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Third Party Liability cover of the Policy shall apply to 
the insured parties named in the Schedule as if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party. The 
insurer’s tot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 shall not however exceed in the aggregate for any one 
accident or series of accident arising out of one even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It is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at 
otherwise subject to the 
terms, exclusions, 
provision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Third Party 
Liability cover of the 
Policy shall apply to the 
insured parties named in 
the Schedule as if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party. The 
insurer’s tota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 
shall not however 
exceed in the aggregate 
for any one accident or 
series of accident a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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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one event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ll other term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remain unchanged. 臺灣產物 P04B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行約定者外，自工程契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列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亦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為履行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故。 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F)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被保險人於施工前進行第三人建築物現況鑑定，並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F)」（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就被保險人為營建承保工程，因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九條第(一)款所載原因，致施工處所或其毗鄰地區之第三人建築物龜裂或倒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下列不保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保險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 一、拆除中、傾頹、朽壞或廢棄不再使用之建築物，已申請建築執照欲重建、改建之建築物，或承保工程開工前已為建築主管機關宣佈為危險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二、任何附帶損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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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括建築物貶值、耐用年限減少、不能使用、營業或租賃損失及搬遷費用等。 三、道路、花木、園景、圍牆及屋外地坪、游泳池、水溝、管線設施及廣告標語牌之毀損滅失。 四、傢俱、衣李、營業生財、器具設備或任何其他動產之毀損滅失。 五、建築物於本附加保險生效以前所發生之龜裂或倒塌所致賠償責任。  六、已為政府機關徵收並計劃拆除之建築物之損害所致賠償責任。 七、土壤或地質之改良與處理費用。 八、建築物之扶正費用及非工程性補償費用。 九、現況鑑定報告顯示傾斜率大於貳佰伍拾分之一之建築物。 臺灣產物 133C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之先決條件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造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水利署水利工程附加條款(A)」（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須遵行下列事項，為本公司賠償之先決條件：  一、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之儲存處所、倉庫、辦公室、宿舍、工寮及加工處所及其他各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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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種工作場所，均應設在施工處所內高於過去廿年紀錄最高水位或發生頻率廿年一次洪水位以上之高地。否則本公司對於上述設施及存放材料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概不負賠償之責。  二、 必須於河床置放或加工之工程材料、半成品組件及設備，均應依施工進度需要逐漸移置。遇有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概以三日內所需用量為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河床：係指現在或以往有河水流過之河槽或區域，築有堤防者指堤防內之區域。  第三條 自負額  一、五至十一月份間因洪水、漲水或淹水所致之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需負擔之自負額係按保險契約「自負額」欄所載金額，依事故發生月份按下表倍數計算之。  發生月份 五、六 七月 八、九、十、十一月 倍數 1.5 1.8 2.0 二、承保工程（含臨時工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毀損滅失，被保險人除應負擔本保險契約所載自負額（以下簡稱該自負額）外，對臨時工程應再另行負擔其損失之百分之五十。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40H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茲約定：未經_____同意之保險契約變更、終止、_____，無效。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317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同意： 一、保險金額含配件,放置於以下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公司對於保險單第一條所載機具綜合損失險，遇有損失時，本公司採實損實賠方式，不扣除折舊及不足額比例分攤；惟於道路行駛途中，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為保險金額之百分之_________，於此限額內扣除自負額後實損實賠之。  三、加保道路行駛途中責任：  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單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被保險標的之所有、使用、維護及保管，發生突發而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包含被保險車輛於行駛及運輸途中因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之責任），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或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保險單載明不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四、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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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保險單所承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保定作人鄰近財物，但不含被保險代定作人保管、管理或使用之財物。 

(二)本保險單承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加批除被保險人及其受僱人或家屬外視為第三人。 

(三)上述批加範圍之承保範圍之承保條件合併於第三人意外險內。  五、附加承保起吊物特約條款：  

(一)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單承保之保險標的物，於保險單所載之處所，直接因被保險人執行吊卸作業，發生意外事故，致吊卸中之起吊物發生毀損或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二)本款附加之起吊物，每一事故賠償限額為新台幣________元，保險期間內累積之最高賠償限額________元。  

(三)對於本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需先行負擔自負額新台幣________元。  

(四)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另有投保其他保險，或他人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列為被保險人或共同被保險人投保其他保險亦承保同一保險事故時，則由其他保險優先賠付，本公司僅就超過部分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070A保險責任開始與終止附加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本公司同意將本保單之保險責任之開始與終止(保險期間)修正如下：「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於施工處所後開始，經由營造或安裝或裝置或試車負荷試驗等過程，至整個承保工程經業主(定作人)最終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先屆至者為準，但工程期間若有部分工程已驗收時，對已驗收之工程，本保單效力仍繼續有效」。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條款適用於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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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damage： 

In consideration of payment of the Premium, and in reliance upon the statements in the Declarations and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limita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agree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up to the Sum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to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or to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ncluding Extra Expenses and other costs as described in paragraphs II to VII below. 
Coverage hereon is as per: 
-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 01.01.82 (CL252) 
-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IR) 01.01.82 (CL259) 
- Institute War Clauses (CARGO) (CL255) 
- Institute War Clauses (AIR CARGO) (CL258) 
-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CARGO) (CL256) 
-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AIR CARGO) (CL260) 
- Institut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Exclusion Clause (CL370) 
- Institute Cyber Attack Exclusion Clause (CL380)  
The insurance provided hereunder shall be primary and without right of contribution from any other 
insurance which may be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In case of difference in interpretation, in conditions or in limits between the various clauses of this 
Policy, the terms that are less restrictive to the Insured shall apply. 
In case of difference in interpreta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Policy Wording and this English Policy 
Wording,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COVER A: Assembly Integration and Test PHASE 
a) From Attachment of Risk at NSPO’s premises and during Assembly and/or Integration and/or Testing 
activities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while at NSPO’s premises 
and while at SSTL’s premises in Guildford, United Kingdom and while at the testing agencies premises, 
and 
b) During transits per any land, water or air conveyance, including connecting conveyance between the 
manufacturer’s, SSTL’s and testing agencies’ premises and vice-versa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ncluding packaging and/or incidental interests and/or similar interests 
declared hereon 
COVER B: TRANSIT PHASE 
During transit per any land, water or air conveyance, including connecting conveyance to and/or from 
launch site facilities of SpaceX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Material damage： 

1.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ny 
anti-satellite device, or 
device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device 
employing laser or 
directed energy beams. 
2.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confiscation, 
nationalization, seizure, 
restraint, detention, 
appropriation, 
requisition for title or 
use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or agent (whether secret 
or otherwise and/or 
whether civil, military or 
de facto)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or agency 
(whether secret or 
otherwise).   
3.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nuclear reaction, nuclear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f any 
nature, whether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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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including the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packaging and/or incidental interests and/or similar interests 
declared hereon. 
COVER C: PRE-LAUNCH PHASE 
During processing and/or launch campaign activities and/or handling and/or storage at the Space X 
launch site of th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mosat 7 Satellites, including the payloads, Ground Support 
Equipment and of any other Insured Property and up to Termination of Risk.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Insured’s legal obligation to pay for Bodily Injury and/or Property Damage to third 
parties caused by an occurrence and arising from the insured’s activities of the insured associated with 
the Insured’s ownership of Satellite. 
 
Employer's Liability 
any person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or apprenticeship with the Insured shall sustain bodily injury or 
disease cau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by the 
Insured in the business. 

loss or damage is direct 
or indirect, except for 
radiation naturally 
occurring in the space 
environment. 
4.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willful or intentional 
acts of the Insured 
designed to cause loss or 
failure of the Satellite;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ctions 
of any employees of the 
Insured while acting 
outside of their 
authorized 
responsibilities o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Insured. 
5. loss, damage or 
failure directly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an 
act of one or more 
persons, whether or not 
agents of a sovereign 
power, for political or 
terrorist purpose and 
whether the loss, 
damage or failure 
resulting there from is 
accidental or intentional.  
6. Institute Termination 
of Transit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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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ism) (JC 056) 
7. fines, penalties, 
liquidated damages or 
consequential losses 
other than those that are 
expressly covered 
herewith.  
8. Gross negligence of 
the assured if test 
procedures have not 
been documented and 
adhered to, with relevant 
'sign-offs'; or if work 
and/or lifting has been 
conducted without SSTL 
staff or NSPO 
representative in 
attendance. 
9. Error, omission or 
deficiency in design, 
latent defect, 
specifications or 
materials, unless a peril 
not otherwise excluded 
ensues and then only for 
loss by the ensuing peril 
resulting in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10. Wear, tear or gradual 
deterioration. 
11. Insolvency and 
financial default 
12. Lift-off or Launch of 
the launch vehicle or 
spacecraft(s) all a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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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described in 
Definition 7, Launch 
 
Third party liability 
1. to any obligation of any 
Insured to his employees 
or any obligation for 
which any Insured or 
anycarrier as his insurer 
may be liable to his own 
employees, under any 
worker's compensatio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death or 
disability benefits law, 
equal opportunity laws or 
under any similar law.to 
liability for Property 
Damage to the property 
owned, rented, leased or 
occupied by the Insured, 
or whilst in th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of 
the Insured. 
2.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the use of any vehicle 
on the road in such a 
manner as to require 
insurance or security 
under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road traffic or, 
in the absence of any 
applicable law, to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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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vehicle on the public 
highway. 
3.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any ships, vessels, 
craft or aircraft owned, 
chartered, used or 
operated by or on account 
of the Insured 
4. to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pursuant to a 
contract or agreement 
unless such liability 
would have attached to 
the Insure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contract 
or agreement. 
5.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any goods or 
products manufactured, 
constructed, altered, 
repaired, serviced, 
treated, sold, supplied or 
distributed by the 
Insured, after such goods 
or products have ceased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ed bu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supply, 
by the Insured, of food or 
drink at any pre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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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by the Insu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Activities. 
6. to claims mad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Satellite to 
provide its intended 
purpose. 
7. to liability for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wnership, operations or 
management of any of 
the telemetry, tracking 
and command centres of 
the Insured. 
8. to willful or intentional 
acts of the Insured. 
9. the cost of making 
good any faulty 
workmanship but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rising 
out of such faulty 
workmanship. 
10. to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launch activities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or for Property Damage 
to the Satellite or the 
launch vehicle. 
11. to claims arising out 
of in-orbit operation of 
the Satellite. 
12. to any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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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ing from an 
interrup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of the Spacecraft, 
whatever the cause, or  
13. to any claims made 
by any third party for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with any 
oth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whatsoever 
nature unless caused by 
or resulting in a crash fire 
explosion or collision or  
a recorded in-flight 
emergency causing 
abnormal Spacecraft 
operation. 
 
Employer's Liability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under this 
policy in respect of 
(1) any liability of the 
Insured which attaches 
by virtue of an 
agreement but which 
would not have attached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greement. 
(2)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by willful or 
incited act committed by 
the Insured or any other 
person rel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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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under this 
Policy. 
(3)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to the 
Insured’s full-time or 
part-time business 
operatives not described 
in this Policy. 
(4) any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Insured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5)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a)in the event of death or 
bodily injury resulting 
from disease of 
employees of 
whatsoever nature, or 
b) arising from willful or 

unlawful act 
committed by 
employees. 

(6)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by war of 
warlike operation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rebellion, usurped power 
or military requisition. 
(7) any liability of 
indemnity of whatsoever 
na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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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ing from or 
contributed to by 
ionizing radiations or 
contamination by 
radioactivity from any 
nuclear fuel. 
 臺灣產物 911 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約定，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不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所謂恐怖主義者之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本公司就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不負給付責任，但被保險人證明其損失非屬本附加條款之損失，不在此限。 本附加條款有關之約定與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牴觸時，悉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為準，其他未約定事項仍依基本條款、其他約定及簽批辦理。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為抑制、防止、鎮壓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亦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Y2K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電腦系統處理與年序或日期有關之資料發生錯亂，導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包括運作結果錯誤、運作中斷或不能運作，不論該電腦系統是否為被保險人所有或為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物，其所致電腦系統本體、電腦資料或任何其他財物全部或部份之直接或間接毀損滅失，以及因而所引起任何性質的附帶損失，或被保險人依法應負或以契約及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或因而所產生之任何費用或成本，不論損失發生或發現日，以及請求賠償日是在本保險契約生效日之前或之後，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本附加條款所稱電腦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其週邊設備、資料處理設備、資料儲存體或任何裝置有電子微晶片、積體電路或其他電子零組件之各種具有類似功能的機具、儀器或設備，諸如研究、設計、商業、工業、行政用電子資料處理設備、工廠生產或監控用自動控制設備、辦公用自動化設備、金融業自動存提款、跨行連線提款轉帳計息設備、衛星、雷達或無線電通訊設備、交通導航設備及電子醫療或實驗儀器設備及其他具類似功能之各項設備。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其保險金額係以實損實賠(FIRST LOSS 

INSURANCE)為基礎，保險期間內每一次保險事故發生時，以實際損失賠付，不受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之比例分攤之限制，但保險期間內累計之賠償金額仍以保險金額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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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其保險金額係以實損實賠 (FIRST LOSS 

INSURANCE)為基礎，保險期間內每一次保險事故發生時，以實際損失賠付，不受主保險契約比例分攤之限制，但保險期間內累計之賠償金額仍以保險金額為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貼「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 茲約定： 

1、 本附加條款係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預估全年承包工程合約總價款為新台幣＿＿＿＿元整。被保險人須於每一工程開工前，事先通知本公司並提供工程合約（包括施工地點、名稱、金額及期間），以為理賠依據。 

2、 最低預收保險費，係由本公司按被保險人預估全年工程金額新台幣＿＿＿＿元乘以總費率＿＿%之＿＿%計算，即新台幣＿＿＿＿元，保單生效時收取。 

3、 保險期間屆滿時，由本公司按全年實際工程總金額乘以總費率計算出實際應收保險費，實際應收保險費超過全年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被保險人於保單屆期時補繳之，但本公司全年實收保險費不得低於最低預收保險費。 

4、 本保險單所承保之工程僅限於保險期間內發包施工者，但不限在此期間內完工；而承保之工程其完工期限不得超過本保險單保險期間屆滿日＿＿個月，如可能超過時應於完工前＿＿個月通知本公司延長保險期限。 5、 本保險單於保險期間內所載之任何一項工程，若其工程造價超過新台幣＿＿＿＿元整，另行議定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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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公司「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所承包之工程其施工處所內因路面坑洞致第三人體傷或死亡及第三人財物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亦屬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0A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於要保人投保本公司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公司加保拆除清理費用條款（以下稱本附加條款）。雙方約定如下： 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或重置工作所增加之拆除或清理費用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元整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元整為限。被保險人應負擔自負額為新台幣＿＿＿＿＿＿元整。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10A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在本保險契約所載地址範圍內，保險標的物由原置存處所遷移至其他置存處所，因被保險人之疏忽未事先通知本公司，遇有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對該遷移之保險標的物仍負賠償責任，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以動產之保險金額＿＿＿＿＿＿為限，但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元。被保險人應於知悉遷移事實後，立即通知本公司，必要時自遷移日起調整保險金額或保險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11加保錯誤、遺漏與敘述錯誤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權益不因下列事由而受影響： 一、被保險人對保險利益、危險或承保之財產非故意之遺漏、錯誤、不正確之評價或不正確之敘述。 二、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對保險利益、危險或承保財產之改變而未通知。 三、被保險人取得保險利益或財產或危險增加而未通知。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知悉上述錯誤、遺漏或延遲未通知時，應於＿＿日內通知本公司，否財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F12加保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小額賠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或滅失時，若其損失金額未達新台幣＿＿＿＿＿＿以上者，不適用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且對未受損之保險標的物無需進行特別盤點或鑑價。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非經＿＿＿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惟屬保險期間加長或變更內容係有利於＿＿＿者，不在此限。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065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065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承保範圍應包含因管理或使用工區範圍內之施工機具及領有公路行車執照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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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080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080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對於依據聯合國決議有 關制裁、禁令或限制之國家；或經歐盟、英國或美國法令規章或貿易制裁之國家，不提 供保險保障，亦不負保險理賠及任何利益給付之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或為抵制罷工而資方鎖廠所致保險標的之毀損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1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1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危險事故所致保險標的毀損滅失時，被保險人為修復毀損滅失之保險標的所生之合理額外空運費用，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2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2 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設置於地下之機械設備因洪水、漲水、土崩、岩崩、地陷、土石流或橫坑、廊道、隧道之崩塌所致之毀損滅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地下機械設備遭被保險人棄置後所發生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3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3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供應商、承包商或維修商依法規或條例或依契約或協議應負責之實質毀損滅失，直接所致承保業務中斷或干擾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4地震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4 地震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造成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實質毀損滅失，直接所致承保業務之中斷或干擾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保險標的物發生財物損失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致被保險人所有之原料、在製品或製成品或操作介質之惡化直接造成營業中斷期間延長，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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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7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7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之承保利益包括補償期間內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營業中斷或干擾所生之下列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項目 說明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8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8 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公共電力、給水或瓦斯無法供應，直接造成承保業務之中斷或干擾因而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倘被保險人之營運中斷或干擾係因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失效時，對於因該中斷或干擾所致之每一次營業毛利損失，本公司僅就供應失效時間持續達 24 小時以上者負賠償之責。但以最大補償期間為限。 
本公司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下列原因造成中斷或干擾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 非因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無法預見之實質毀損滅失所採取之配給措施。 二、 由於氣候或氣象條件所致之供水短缺。 三、 被保險人之工廠發生之騷亂，縱因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失效所致者亦同，但受損標的物在主保險契約承保在內者，不在此限。 四、 被保險人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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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在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恢復供應後，生產仍中斷或受干擾者，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海外製造之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滅失時，因進口或出口限制、海關規定、貨幣限制，或其他由政府或當局所制定之法規導致修復或重置延遲所致承保利益之任何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但補償期間以不超過四星期為限，並受最大補償期間之限制。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10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0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下列載明之供應商營業處所因發生火災、閃電雷擊、爆炸、倒塌、航空器或其墜落物所致之毀損滅失，因而無法將機器、設備或貨品送逹被保險人時，因前述機器、設備或貨品單件或多件延遲送逹，直接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供應商名稱 存放設備及貨品之營業處所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11擴大顧客範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1擴大顧客範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下列載明之顧客營業處所發生火災、閃電雷擊、爆炸、倒塌、航空器或其墜落物所致之毀損滅失，因而無法收受機器、設備或貨品時，因前述機器、設備或貨品單件或多件延遲收受，直接導致承保利益之損失，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顧客名稱 存放設備及貨品之營業處所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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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對於同型態或同設計之同性質保險標的，因設計、規劃、規格、材料、鑄造或工藝上之缺陷、瑕疵、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潤滑油及冷卻劑毀損滅失，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輸送帶及鍊條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電線及非電力纜線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A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A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電力機械發生部分毀損滅失而必須重繞電力線圈及/或重新電鍍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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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附加條款 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汽缸襯（套）、汽缸蓋包括附屬品及活塞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發生保險事故，如該組件之使用年限較氣渦輪機為短者，本公司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折舊。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69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9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每年自費就被保險潛水泵及深井泵安排檢修，並將檢修報告送交本公司，被保險人未遵守前述約定者，本公司對於潛水泵及深井泵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前述之檢修與檢驗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下列各款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沙石侵蝕作用。 二、無水操作。 三、水井倒塌。 四、管線或鋼筋牆毀損。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壓印機械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就承受高應力部分進行檢修，並請專家或專業廠商做非破壞性檢驗。前述之檢修與檢驗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保險標的物下一次檢修日期應由專家或專業廠商決定，但非經本公司同意，檢修及檢驗日期間隔不得超過    個月。 被保險人就本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檢修與檢驗報告，應提供予本公司參考。 無論本附加條款是否開始生效，本條第二項所述檢修與檢驗期限規定，適用於保險標的自第一次啟用後所進行之檢修與檢驗，或者最近對該設備承受高應力部分所進行之檢修與檢驗。 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應檢修而未檢修部分所遭受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1A 1000KW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71A 1000KW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依照本條第三項約定之期限，就處於完全暴露在外部分進行檢修。前述之檢修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被保險人就本條前項規定所為之檢修與檢驗報告，應提供予本公司參考。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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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非經本公司同意，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  年但運作時間已達     小時者，應優先進行檢修一次。 無論本附加條款是否開始生效，本條第三項所述檢修期限規定，適用於保險標的物自第一次啟用後所進行之檢修，或者最近對該電動馬達所進行之檢修。 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應檢修而未檢修部分所遭受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費用，依照本條第二項所要求之條件，就整體渦輪機組或其零件處於完全暴露在外部分進行檢修。被保險人對前述之檢修應事前及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 非經本公司事前同意，保險標的物應於以下規定期限內進行檢修: 一、 汽輪機與汽渦輪發電機組：凡主要以連續負載之方式運作，並以具現代化技術標準可全面掌控其運轉狀態之綜合儀器設備運作者，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  年，但其運作時間已達    小時者，應即進行檢修。 二、 汽輪機與汽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之運轉方式不符合本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訂之條件者，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保險標的物使用未滿  年，但其運作時間已達     小時者，應即進行檢修。 三、 水輪機與水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應依照製造商使用規範所建議之時間進行檢修，但被保險人應至少每  年對保險標的物進行檢修一次。 四、 氣輪機與氣渦輪發電機組，保險標的物應依照製造商使用規範所建議之時間進行檢修。 保險標的之運轉方式遇有重大變化時，被保險人應立即通知本公司，由被保險人與本公司共同決定處理方式。 保險標的物若未於本條第二項所訂之期限内進行檢修，則本公司僅對非因應檢修而未檢修所生損害之部分予以賠償，但如進行該檢修而應發生之拆解，重組或其他類似之費用則不在賠償範圍之内。拆解，重組或其他因進行該檢修所應發生之費用應視爲進行該檢修之一部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73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3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應每年自行負擔費用，對主保險契約承保之鍋爐或壓力容器，於不逾法令所要求期限內進行檢查，被保險人亦應自行負擔費用，應主管機關之要求或者製造商之建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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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議進行檢修。前述所為之檢查或檢修，被保險人應及時通知並提供報告予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派員參與該檢查或檢修。 無論本附加條款是否開始生效，前項規定之檢查及檢修期限，適用於保險標的物自第一次啟用後，或者前次對保險標的物所進行之檢查與檢修。 本條第一項所規定檢查或檢修之間隔期間，於取得檢查員或主管機關一致同意，本公司亦認定無危險之虞後，得應被保險人之請求展延之。 被保險人未遵守本附加條款上述規定，本公司對保險標的物，就已檢修部分，檢查出因環境因素影響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J74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4 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年度保險金額係由一年度內被保險人製成品單位數乘以每單位約定價格後所得之金額。 主保險契約第廿九條第二項應返還之保險費，應依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實際製成品單位數計算之。 本公司應負之賠償金額，按每單位約定價格乘以若無損失發生時被保險人應可生產之製成品單位數後所得之金額。 本公司於製成品之製造已不受影響或補償期間限制結束前十二個月內，所製造實際製成品單位數之毀損滅失，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但經核算結果，計算保險金額之製成品單位數少於若無損失發生時被保險人應製造之製成品單位數時，本公司得按比例賠償之。 本公司僅就發生於最大補償期間內，超過與被保險人約定時間自負額所生損失，負賠償責任。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 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承保之排煙道淨化設備發生毀損滅失，有關其橡膠及塑膠襯砌或塑膠設備部分包括清理費用，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按排煙道淨化設備及其影響部分之剩餘使用年限對正常預期使用年限之比例，計算損失金額之賠償額度。 排煙道淨化設備觸媒之毀損滅失包括清理費用，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亦負賠償責任，但必須按觸媒使用紀錄所顯示之剩餘存量對正常預期耐用年限存量之比例，計算損失金額之賠償額度。 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標的物保固期間結束前，每年檢查保險標的物之橡膠及塑膠襯砌或塑膠設備使用狀況，並適時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亦得自行負擔費用參與。 被保險人對本條前項規定所為之檢查結果，應至少包含保險標的物之以下各項內容做成報告，提供本公司參考: 一、襯砌及塑膠設備之狀況。 二、設備缺陷或損害所在位置及程度之陳述。 

本公司對於橡膠、塑膠襯砌、塑膠設備或觸媒因下列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連續不斷操作。 二、設計、規劃、規格、材料或工藝上之缺陷、瑕疵、錯誤或遺漏。 三、進行被覆之缺陷、瑕疵、錯誤或遺漏。 四、保險標的物支撐結



 

第 659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三、設備應保養及維修所在位置之陳述。 四、採用變更材質之資料。 構之鏽蝕。 臺灣產物 J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第一條 賠償限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 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JP16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主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直接或間接因火災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限額以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為限。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17 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J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同意放棄對之代位求償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19 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如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得選定________為災損之保險公證人。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25共保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25共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本保險係由下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保，各按承保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有關承保及理賠事項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比例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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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P29債權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29債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優先給付，但以其對保險標的物持有之債權範圍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JP34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加繳保險費後，投保本「臺灣產物 J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倘保險標的物增加之保險金額在原總保險金額百分之 以內者，自動納入承保範圍。但被保險人應於一個月內將增加之保險項目及金額書面送達本公司，並依照原保險費率就增加之保險金額加繳保險費。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茲約定： 本保險單第一條承保工程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進行修復工作所增加之拆除或清理費亦負賠償責任。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元為限，在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元整。 本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茲約定：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因發生約定保險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時，各該受損標的物之保險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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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金額自動恢復，但被保險人應交付自保險標的物回復原狀之日起計算至保險契約到期日止之保險費。 本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J64A 輸配電線路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投保本「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遇有電線及非電力纜線發生毀損滅失時，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發生毀損滅失時受影響部分之每年折舊率折減，如製造商未訂折舊率，前述折舊率每年不低於百分之＿＿＿＿，全部不高於百分之＿＿＿＿。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為本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遇有本保險契約承保標的物發生承保範圍內之賠款，本公司應逕付受益人。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F66暫時遷(外)移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保險標的物因清理、改裝、修復或相類似之目的，暫時遷移並置存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保險標的物地址以外之可關閉處所，發生保險事故遭受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對每一事故之賠償金額以該項保險標的物保險金額百分之____為限，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_________元整。 保險標的物在運輸途中或展覽會場內不適用本條款。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及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F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臺灣產物 F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以下簡稱本附加保險），本公司對於在本附加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致本保險契約所載處所內之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而直接導致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及恢復營業所生之費用，依本附加保險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就實際需求，選擇下列其中一種，約定保險金額，並詳填於保險金額估 算表，或列明如下： 

本公司對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其他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二、政府命令之拆除或焚毀所增加之營業中斷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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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一、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 二、持續費用。 三、其他:_______________。 保險金額：__________。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亦得就前項有關費用部分之直接人工成本，選擇全年投保或不投保。 第二項營業毛利及費用之計算應以十二個月為基礎。 於決定營業毛利及費用時，應考量未發生損失時之營業經驗及其將來可能之營業趨勢。  共保百分比 被保險人投保時，得依其預估營業中斷期間及最大的可能損失，約定共保百分比(___％)，調整保險金額。  賠償損失範圍 第一條所稱營業中斷之實際損失（Actual Loss Sustained），於： 一、投保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者，係指營業中斷期間內，所減少之營業毛利扣除中斷期間 不必繼續支付之各項非持續費用後之餘額。 二、投保持續費用者，係指營業中斷期間內，所支付之持續費用；但如有營業淨損時，該持 續費用須扣除營業淨損之金額。 第一項營業中斷期間之計算，係自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時起，至被保險人以最大努力最快速度重建完成、修復或重置該保險標的物之日止；該營業中斷期間雖延至本保險契約到期日以後，亦不受限制。  本附加保險適用於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保險 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三、受毀損之保險標的物於重建、修復或重置期間，因遭受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他人之惡意破壞行為或恐怖主義份子之破壞行動所增加之損失；即使本附加保險已承保附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保險及恐怖主義保險時亦同。 四、由於租賃權之終止、特許權逾期失效、契約或訂貨單遭解除、取消所致之損失。但該終止、失效、解除或取消係因本附加保險承保之營業中斷所致者，則本公司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工程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且涉及過失傷害、過失重傷害、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因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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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 AC02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加保「臺灣產物 AC02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且涉及過失傷害、過失重傷害、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因而發生之律師費用及進行刑事訴訟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附加條款保險期間累計之最高賠償金額，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最高以新臺幣      元為限，且不受主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意外事故及本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另行給付之。如累計賠償金額已達本附加條款所載之保險金額者，本附加條款效力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被保險人有數人同時符合承保範圍者，由列名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M01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本「臺灣產物 M01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標的物受部分毀損或滅失時，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理賠之責： 一、該第三人死亡時，前往喪家所支出之奠儀金費用。 二、該第三人受傷醫療者，前往探視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本附加條款之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一、每一個人：新臺幣     元。 二、每一事故：新臺幣     元。 三、保險期間內：新臺幣     元。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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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對於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規定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規定計算理賠金額： 一、奠儀金費用： 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二、醫療慰問金費用： 被害第三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門診治療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給付保險金；被害第三人住院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給付保險金。但每一個人每一事故最高給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附加條款所載「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區分為每一個人、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同一事故支付同一被害第三人「奠儀金費用」與「醫療慰問金費用」時，本公司以其合計金額給付之，但最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同一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 本公司合計最高給付以「每一事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理賠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給付以「保險期間內」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臺灣產物M02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或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 M02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本保險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理賠之責： 一、該第三人死亡時，前往喪家所支出之奠儀金費用。 二、該第三人受傷醫療者，前往探視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本附加條款之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一、每一個人：新臺幣     元。 二、每一事故：新臺幣     元。 三、保險期間內：新臺幣     元。  對於被保險人依本附加條款第一條規定所支出之費用，本公司依下列規定計算理賠金額： 一、奠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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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儀金費用： 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二、醫療慰問金費用： 被害第三人受傷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門診治療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五給付保險金；被害第三人住院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第二條規定所載「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給付保險金。但每一個人每一事故最高給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附加條款所載「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區分為每一個人、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內之保險金額。同一事故支付同一被害第三人「奠儀金費用」與「醫療慰問金費用」時，本公司以其合計金額給付之，但最高以「每一個人」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同一事故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 本公司合計最高給付以「每一事故」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理賠請求次數超過一次時，本公司累積最高給付以「保險期間內」慰問金費用保險金額為限。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臺灣產物M03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或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保臺灣產物 M03 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在有利於或不影響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逐年辦理續保。  經本公司依書面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且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前或雙方約定之期限內繳交續保保險費，本公司應製發續保年度之保險單及保險費收據，作為主保險契約及其附加條款續保約定之憑證。  要保人於加保本附加條款後，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辦理終止續保之約定。本公司於接獲終止通知後，不再辦理次年度主保險契約之續保。   本附加條款所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相關條款約定辦理。 

同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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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 045H 經濟部水利署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壬式) 茲約定： 一、 保險期間內，如因故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人應依照機關(即受益人)通知辦理。 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中途終止，未經機關(即受益人)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定作人者，不在此限。 二、保險人履行賠償責任辦理理賠時，應將發生損失之日期、位置、項目、數量、金額及 理賠金額等明細資料通知定作人。 三、在保險期限內之工程如變更契約致減少契約價金時應辦理減保，依第九條規定辦理投 保其保險費之減少按附表四規定計算。廠商應於接到機關正式函文通知後三日內向保 險人辦理減保手續。 四、在保險期限內之工程如解除或終止契約時，應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得退扣除已到期 (按減少保險天數與投保天數之比例計算)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為本保險實際 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兩項合計不得高於保費之 20％)，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 人。廠商應於接到機關通知(以函件或工地現場備忘錄)解除或終止契約後，三日內向 保險人辦理完成終止契約手續。 五、保險期間工程發生災害後，如機關認為該損失之工程項目其施工條件、背景等因災害 因素而改變，必須變更工法施工或無須依原契約立即辦理修復時，保險人應依已施作 部份屬保險契約內之投保標的物給予理賠。 六、工程發生災害時，有關出險通知，得由被保險人或工程執行機關(水利署所屬機關)或 廠商，通知保險人即發生效力。 七、廠商依契約及本注意事項之規定投保營造工程保險，其保險費支付方式，由廠商採一 式支付方式先行支付，若保險人同意廠商以票據支付時，其票據到期日，應於保險契 約生效前。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 

 

TFMI Comprehensive Machinery Insurance Section 1 -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1. Indemnification 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any sudden physical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which the insured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foreseen and which occurs at the premises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due to 
Exclusions applicable to all sections  1.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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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any cause not specifically excluded and which results in property insured needing to be repaired or replaced.  1.2. The indemnity for each item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set opposite thereto or any limit of indemnity that may be applicable.   2. Property insured 2.1.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all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installations,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buildings including contents, stock, goods in process, owned, operated, or held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unless specifically excluded in this section.   3.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If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will be provided subject to the terms contained herein:  3.1. Capital additions  3.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3.1.1.1. any buildings, machinery and other equipment acquired or operated by or held in the care, custody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after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not included in the schedule;  3.1.1.2. any additions or extensions to property insured whi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after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capital additions”.  3.1.2. Any increase in the new replacement value as a result of 

sec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insurer shall not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ny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or aggravated by  1.1.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utiny, conspiracy, strike, lockout, riot, civil commo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confiscation, nationalization, command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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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such capital additi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sum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1.3. Thi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is also subject to the insuring party advising the insurer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particulars of any such capital additions and the payment of any additional premium the insurer may require.   3.2. Expediting expenses  3.2.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up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reasonable extra costs for overtime, night-work, work on public holidays, express freight (except airfreight) incurred to rectif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3.3. Fire-fighting expenses  3.3.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fire-fighting expenses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to prevent or minimize the extent of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indemnifiabl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including the cost of materials expended, costs incurred in refilling fire-extinguishing appliances and replacing used sprinkler heads, wages of personnel specifically engaged for such tasks and all fire-fighting costs claimed against the insured from a public authority or public fire brigad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amount payable under thi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requisition or destruction or damage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de jure or de facto or by any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1.2. the acts of any person or persons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zation with activities directed towards the overthrowing or influencing of any government de jure or de facto by force or violence;  1.3. any act of terrorism;  1.4. ionizing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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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3.3.2. Payment by insurers of any amount under this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costs incurred as insurers may reasonably require.   3.4. Hazardous substances  3.4.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the additional expenses incurred for cleanup, repair, replacement or disposal of any damaged, contaminated or polluted property insured following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subject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5. Professional fees  3.5.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professional fees and related costs necessarily incurred to reinstate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but not for preparing claims.  3.5.2. The amount payable for such fees shall not exceed those authorized under the scales of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or bodies regulating such charges or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whichever is the lower.   3.6. Removal of debris  3.6.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up to th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the costs and expenses necessarily incurred to remove and dispose of debris, to dismantle, demolish, shore or prop up property insured in any circumstances giving rise to indemnifiable loss or damage under 

contamination from any nuclear fuel or nuclear waste or from the combustion of nuclear fuel;  1.5. the radioactive, toxic, explosive or otherwise hazardous or contaminating properties of any nuclear installation, reactor or other nuclear assembly or nuclear component thereof;  1.6.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any other similar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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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this section.  4. Sum insured  4.1. It is a requiremen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the sum(s)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he new replacement value of such property.  4.2. In the event of any indemnific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the sum insured shall be automatically reinstated.   5. Premium  5.1. A deposit premium shall be paid at the inception of this section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total sum insured by the premium rate.  5.2.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sum insured is increased or decreased the premium shall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for the remaining period.   6. Period of insurance  6.1. Unless agreed otherwise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one year from the inception dat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6.2. Inception and expiry shall both take effect as of 12 noon on the date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6.3.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renewed automatically for one further year unless the insurer or the insuring party give 30 days.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such termination to take effect on the expiry date.   7. Temporary removal 7.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other than stock and or 

1.7. an act of default committed by the insured or its representatives.  In any action, suit or other proceeding in which the insurer alleges that by reason of the provisions of exclusions 1.1, 1.2 and 1.3 above any loss or damage is not covered by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is covered shall be upon the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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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goods in process and or finished goods, and or raw materials and or supplies if insured hereby) temporarily removed for cleaning, renovation, repair or maintenance to any other location whilst in transit thereto or there from by road, rail or inland waterway.   8. Deductible  8.1.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items of property insure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respective deductibl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provided that if more than one item is lost or damaged as a result of any one occurrence, the insured shall not be called upon to bear more than the highest single deductible applicable to any lost or damaged item.  8.2.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is section arising during any one period of s consecutive hours caused by acts of God of the same type covered by this sect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caused by a single occurrence and shall therefore be subject to one deductible.  8.3.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foregoing the commencement of any such 72-hour period shall be decided upon by an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sured, it being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re shall be no overlapping of any two or more such 72-hour periods in the event of damage occurring over a more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9. Exclusions  The following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section: 9.1. Property excluded 9.1.1. propert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constructed or erected;  9.1.2.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pri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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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 acceptance tests;  9.1.3. goods in process if loss or damage arises from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e, testing, repairing, cleaning, restoring, alteration, renovation or servicing;  9.1.4. motor vehicles licensed for public roads, railway locomotives, rolling stock, floating equipment, ships, vessels, aircraft, spacecraft;  9.1.5. money, stamps, deeds, evidence of debt or title, works of art, rare books, jewellery, precious metals, precious stones and gems, securities, valuable documents;  9.1.6. land, including topsoil, backfill, drainage and culverts, roads, runways, railway lines, dams, reservoirs, water, canals, drilling rigs, wells, pipeline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tunnels, bridges, docks, piers, wharves, any property underground, offshore property;  9.1.7. flora and fauna;  9.1.8. all property on the premises of nuclear power stations;  9.1.9. nuclear reactors, reactor buildings and plant and equipment therein on any premises other than nuclear power stations;  9.1.10. all property on any premi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emises referred to above) used or having been us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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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9.1.10.1. the generation of nuclear energy or  9.1.10.2. the production, use or storage of nuclear material;  9.1.11.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which has been transferred into the possession of others, under leasing or rental agreements, hire, purchase, credit or other suspensive sale agreements.    9.2. Perils excluded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9.2.1. any faults or defects existing at the time of commencemen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of which the insured or his representatives were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been aware,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such faults or defects were known to the insurer or not;  9.2.2. release, discharge, or dispersal of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s, contaminants or pollutants, proximate or remote, except as specified under item 3.4 of this section;  9.2.3. lack of incoming suppl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lectricity, fuel, water, gas, steam or refrigerant.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9.2.4. loss or damage for which a manufacturer, supplier, contractor or repairer is responsible either by law or ordinance or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9.2.5. any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replacement or repair due to enforcement of any ordinance o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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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9.2.6. wear and tear, rust, corrosion, erosion, cavitation, boiler scale, incrustation, deterioration, settling, gradual cracking, gradually developing deformation or distortion, gradual deterioration due to atmospheric conditions or due to other causes, but this exclusion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items immediately affected and shall not exclude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to other part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as a consequence thereof;  9.2.7. loss or disappearance which is discovered only during an inventory or stocktaking or which is not traceable to a specific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otherwise indemnifiable under this section;  9.2.8. shrinkage, evaporation, loss of weight, consequences of exposure to light, change in flavour, cooler, texture or finish affecting raw material, goods in process or finished goods unless such change in condition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otherwise indemnifiable under this section;  9.2.9. loss or damage attributable to extremes or changes of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or to non-existing, non-functionable or inadequate heating, air-conditioning or cooling equipment including operating error, condensation, excessive moisture, dampness, seepage, disease, deterioration, decay, mildew, mould, fungus, wet or dry rot, insect larvae or vermin of any kind, infestation unless resulting from a cause not otherwise excluded;  9.2.10. any malfunction of hardware, software or embedded chips as well as any loss, damage, destruction, distortion, er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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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corruption or alter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mputer virus, worms, Trojan Horses); but this shall not exclude liability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other part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as a consequence thereof;  9.2.11. costs arising from false or unauthorized programming, punching, labelling or inserting, inadvertent cancelling of information or discarding of data media and from loss of information caused by magnetic fields;  9.2.12. costs of maintenance, upgrade or improvement, normal upkeep;  9.2.13. consequential loss or any costs to reduce it  9.2.14. loss of or damage to hired equipment for which the lessor is responsible either by law or ordinance or under any contract or agreement;  9.2.15. any costs rendered necessary to replace, repair or rectify property insured which is defective due to any fault, defect, error or omission in design, plan, specification, material, manufacture or workmanship, but should property insured . other than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containing any such defect become lost or damaged, the costs excluded are those which the insured would have incurred to replace, repair or rectify the original defect if such defect had been discovered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covered for losses resulting from any of the causes mentioned in thi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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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10. Conditions for loss settlement 10.1. In the event of any loss or damage the basis of loss settlement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s follows:  10.1.1. for stock, goods in process, finished goods, raw materials and supplies the costs required to replace the damaged material at the same premises by material of a similar kind and quality to that immediately before the loss;  10.1.2. for plans, drawings, records, data and programs for electronic and electromechanical data-processing equipment the cost of reproducing the same from duplicates or from originals;  10.1.3. for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older than 5 years to be calculated from the date of manufacture and for mobile equipment of any age:  10.1.3.1. for damage which can be repaired the costs necessarily incurred to restore the damaged item to its former state of serviceability plus the cost of dismantling and re-erection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ng the repairs as well as ordinary freight to and from a repair shop, customs duties and dues, if an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expens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um insured. If the repairs are carried out at a workshop owned by the insured,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cost of materials and wages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s plus a reasonable percentage to cover overhead charges.  No deduction shall be made for depreciation in respect of parts replaced.  10.1.3.2. If the cost of repairs equals or exceeds the actu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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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of the damaged property immediately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at property shall be regarded as a total loss.  10.1.3.3. In the event of a total loss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occurrence, including charges for ordinary freight, cost of erection and customs duties, if any, provided such expens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um insured.  10.1.3.4. The insurer shall also pay any reasonable costs to dismantle damaged equipment.  10.1.4. for all other property the new replacement value or the cost of restoring the property to a condition equal to but no better or more extensive than its condition when new, whichever is the lower.  10.2. If,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sum insured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required to be insured, then the amount recoverable by the insur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reduced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bears to the amount required to be insured.  10.3. The costs of any alterations, additions, improvements or overhauls shall not be recoverable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10.4. The cost of any provisional repairs shall be borne by the insurer if such repairs constitute part of the final repairs and do not increase the total cost of repairs.  10.5. The amount payable by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第 678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above-mentioned provisions shall be reduced by the value of any salvage.    11. Preventive maintenance  11.1.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any plant, machinery or equipment forming property insured is main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ppliers or manufacturers of such plant, machinery or equipment.  11.2. Such maintenance shall include safety checks, preventive maintenance, rectification of loss or damage or faults arising from normal operation or wear and tear as well as from ageing, and shall also include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components, modules or parts.  Section 2 -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1. Indemnification  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a loss of the interest insured unless specifically excluded if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suffers loss or damage indemnifiable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or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demnifiable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bu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 deductible, thereby causing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1.2. The indemnity for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shall be in respect of:  1.2.1. gross profit, the loss actually sustained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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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indemnity period resulting from a reduction in turnover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or  1.2.2.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the amount actually not earn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resulting from a reduction in turnover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1.3. The indemnity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insured for the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2. Sum insured 2.1. The sum insured shall be  2.1.1. the annual gross profit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or  2.1.2. the annual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2.2. Should the indemnity period exceed twelve months, the gross profit or the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shall be the pro rata amount for that period.   3. Period of insurance 3.1.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the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3.2. Should at any tim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3.2.1. the business be wound up or carried on by a liquidator or receiver or administrator or be permanently discontinued,  3.2.2. the insured’s interest cease otherwise than by death,  then the cover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cease on the respective date unless specifically agreed by the insurer i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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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4. Indemnity period 4.1. The indemnity period shall be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interest insured is affected by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th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and not exceeding the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5. Premium 5.1. A deposit premium shall be paid at the inception of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sum insured by the premium rate.  5.2. If the insured declares at the latest six months after the expiry of any period of insurance that the gross profit earned during the accounting period of twelve months most closely concurrent with any period of insurance, as certified by the insured’s auditors, was less than the sum insured thereon, a pro rata return of premium not exceeding one-third of the premium paid on such sum insured for such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made in respect of the difference.  5.3. If any loss or damage has occurred giving rise to any payment under this section then the amount of any such payment before application of the time excess or monetary deductible shall be added to the gross profit as certified by the insured’s auditors and any return of premium shall b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h sum and the sum insured.   6. Time excess and monetary deductible  6.1. In any on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average daily value of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sustain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by the number of day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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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as the time excess or for the amount of any monetary deductible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whichever is higher.   7. Exclusions The following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section:  7.1.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due to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resulting from  7.1.1. loss or damage covered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by way of endorsement, unless expressly specified as covered in the schedule;  7.1.2.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or tsunami, unless expressly specified as covered in the schedule;  7.1.3. any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public authority;  7.1.4. consequential loss which occurs after the date when the items lost, destroyed or damaged are in operating condition again and the business insured could have been resumed;  7.1.5. loss or damage due to abnormal conditi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ulting from testing, intentional overloading or experiments;  7.1.6. shortage, destruction, deterioration of or damage to raw materials, semi-finished or finished products or other materials required for proper operation, even if the consequence of material damage to an item indicated in the list of property insured is involved, unless agreed by endo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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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7.1.7. erasure, loss, distortion or corruption of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systems or other records or software programs unless resulting from an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indemnifiable under the operational material damage section.  7.2. the amount of any fines or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for late or non-completion of orders, or for penalties of whatever nature.    8. Claims notifica- tion and the insured’s special obligations following an occurrence  
8.1. The insured shall be obliged to keep for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complete records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 inventories, production and balance sheets for the three preceding years. All records shall be held in safe keeping and, as a precaution against their being simultaneously destroyed, the insured shall keep separate sets of such records.  8.2. In the event of any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which might cause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8.2.1. the insured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insurer and send it written confirmation thereof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of the occurrence;  8.2.2.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r’s agents shall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the premises to establish the possible cause and exte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its effect on the interest insured, to examine the possibilities for minimizing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and if necessary to make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voidance or minim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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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such interruption or interference;  8.2.3.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r’s agen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enter any building where the loss has happened and may take possession of or require that any of the damaged property insured be rendered to them and may keep possession of and deal with such damaged property insured for all reasonable purposes and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This condition shall be evidence of the leave and licence of the insured to the insurer so to do.  8.3. If the insured or anyone acting on his behalf hinders or obstructs the insurer in any way or does not comply with any recommendations the insurer may make pursuant to clause 8.2.2 above, all benefits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forfeited.  8.4. In the event of a claim being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the insured shall at his own expense deliver to the insurer not later than thirty days after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or within such further periods as the insurer may allow in writing a written statement setting forth particulars of the claim.  8.5. The insured shall at his own expense produce and furnish to the insurer such books of account and other business books or other evidence as may reasonably be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or verifying the claim together with, if required,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of the truth of the claim and of any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    9. Conditions In the event of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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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for loss settlement business insured the basis of loss settlement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s follows:  9.1. Loss of gross profit  9.1.1. In respect of loss of gross profit,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with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actual turnover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falls short of the turnover which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had the loss or damage not occurred.  9.1.2. If the annual sum insured hereunder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by the annual turnover or, if the indemnity period exceeds twelve months, the turnover calculated for the equivalent period, the amount payable shall be reduced proportionately.  9.2.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9.2.1. In respect of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percentage by which the actual turnover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falls short of the turnover which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by the amount of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incurred during the interruption or interference.  9.2.2. If the sum insured hereunder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by the annual turnover or, if the indemnity period exceeds twelve months, the pro rata turnover for that period, the amount payable shall be reduced proportion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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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9.3.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9.3.1. In respect of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additional expenditure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voiding or diminishing the reduction in turnover which, without such expenditure, would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after expiry of the time excess.  9.3.2. The indemnity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thereby avoided.  9.4. Calculation of rate of gross profit and annual turnover  9.4.1. In calculating the rate of gross profit and annual turnov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9.4.1.1. the trend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9.4.1.2. the results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during the financial year preceding the date of the loss or damage or, in the event of the loss or damage occurring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the turnover during the following financial year;  9.4.1.3. any circumstances affecting the business insur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loss or damage or which would have affected the business insured had the loss or damage not occurred;  9.4.1.4. any benefits from deferred sales or from increased 



 

第 686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production and/or profits as a consequence of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which the insured may receive during a period of six month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re-commissioning of insured plant and/or machinery after a loss or damage;  9.4.1.5. allowance for the time spent on any overhauls, inspections or modification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period the business insured was affected by any interruption or interference;  9.4.1.6. any money paid or payable in respect of goods which are sold or services which are rendered elsewhere than at the premis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either by the insured or by another party acting on his behalf;  9.4.1.7. any amount saved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in respect of any charges and expenses of the business payable out of the gross profit that may cease or be reduced in consequence of loss or damage.  9.4.2. The final figures shall represent as closely as may be deemed reasonable the results which the business insured would have achieved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10. Payment of  indemnity 10.1. Subject to clause 10.3 below the insurer shall pay the insured any amount due under this section one month after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due.  10.2. The insured may, one month after the insurer has been d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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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notified of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and has acknowledged its liability, claim as advance payment(s) the minimum amount(s) the insurer agrees are payable.  10.3. The insurer shall be entitled to postpone payment beyond the period set out in 10.1 above if  10.3.1. there are doubts as to the insured’s right to receive payment, in which case payment shall not become due until such time as the necessary proof is furnish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insurer accepts liability;  10.3.2. as a result of any loss or damage or any interference with or interruption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police 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initiated against the insured, in which case payment will not become due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such investigations, provided always that if the insured is convicted of any offence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for indemnity under this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insurance cover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void.  10.4.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pay interest on indemnity withheld other than interest for default.   11. Definitions   Annual turnover means the turnover which,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would have been achieved during the twelve months preceding either the date when the business insured is no longer affected or when the indemnity period ends, whichever is the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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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Business insured means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o this section.   Debt service charges means the amount of the annual payment(s) of interest and if specified the principal on borrowings due by the insured.   Gross profit means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value of the turnover and the value of the closing stock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opening stock and the amount of the specified working expenses. The value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stocks shall b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ured’s normal accounting methods, due provisions being made for depreciation.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means the additional expenditure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voiding or diminishing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which, without such expenditure, would have taken place.   Interest insured means either the gross profit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or the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including any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Monetary deductible means the amount to be deducted from any payment otherwise to be made by the insurer.   Maximum indemnity Period means the maximum period(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n respect of which cover is afforded for the interest insured by this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section.   Rate of gross profit means the percentage of gross profit which, had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not occurred,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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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have been earned on the annual turnover.   Specified standing Charges means any fixed cost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which continue to be payable in full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Specified working Expenses means any costs incurre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goods, raw materials or auxiliaries as well as for supplies unless required for the upkeep of operations and any costs for packaging, carriage, freight, intermediate storage, turnover tax, purchase tax, licence fees and royalties, insofar as such costs are dependent on turnover.   Turnover means the amount of money (less discounts allowed) paid or payable to the insured for goods, products or services sold, delivered or rend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business insured.  
TFMI JP56A Strike,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Indemnification 1.1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resulting from strike, lock-out,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The limit of indemnity for any one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provided by this endorsement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specified below.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f this endorsement shall not exceed twice the limit of indemnity for any one occurrence. 
Deductible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deductible specified below. All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arising during any one period of 168 consecutive hour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caused 



 

第 690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by a single occurrence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one deductible. TFMI JP57A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Indemnification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reasonable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incurred to rectify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The indemnity provided by this endorsement shall not exce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specified below. In respect of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he deductible specific below . TFMI JP58A Automatic Reinstatement of Sum Insured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the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shall be maintained in force during the whole policy period for the total Sum Insured stated in the Schedule and will not reduce by the amount of any claims subject to nil additional premium and terms, conditions to be agreed by Insurers. 
同主保險契約 

TFMI JP59A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ll costs rendered necessary by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plan or specification and should Damage occur to any por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containing any of the said defects the cost of replacement or rectification which is hereby excluded is that cost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curred if replacement or rectifica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had been put in hand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said Damag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olicy and not merely this exclus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any portion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damaged solely by virtue of the existing of any defect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plan or specification. 
同主保險契約 

TFMI JP60A Inland Transit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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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ccidental physical loss of or accidental physical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while said property is being transported on any land vehicle (includ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to the plant or temporary off-site storage facilities, other than during ocean marine or air transit, provided that  a. said property owned, or is in the custody, care or control of the Insured  b. the transits insurance hereunder shall only indemnify the Insured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is not recoverable under any other insurance, and  c. such land transit and inland waterways only and for materials procured within the Taiwan island and shall take place and end within the county in which the plant is located. :  Limit of Indemnity Limit of Indemnity Limit of Indemnity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61A Offsite Storage(A)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against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whilst it is situated elsewhere than at the site for the purposes of storage, repair, modification, treatment or further work of construction subject to a sublimit of ______________ any one occurrence and sublimit of ______________ in Policy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62A Plans and Document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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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accidental physical loss or accidental physical damage as indemnifi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plans, drawings, files, documents, manuscripts, or computer system records forming part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include the cost of labor and computer time expended in re-producing such property, including any expenses incurred in producin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on, but shall not include any loss suffered by the Insured due to the distortion or no-availability of such information.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Insurer limit of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is Clause is a maximum of  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and ___________ Policy Period Aggregate which is addition to the Sum Insured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Schedule. TFMI JP63A Reinstatement/Replacement Value (Applicable to building, machinery, plant and all other property and contents; 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under Basis of Settlement). 

 

The basis upon which the amount payable is to be calculated shall be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of 

the Damaged interest at the time of its reinstatement,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nd 

subject also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Limit(s) or Sub-Limit(s) of Liability of this Polic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nsurance under this memorandum “reinstatement” shall mean: 

a. Where property is lost or destroyed : in the case of a building, the rebuilding thereof or in the 

case of property other than a building, the replacement thereof by similar property : in 

either case in a condition equal to, but not better or more extensive than, its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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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ew. 

 

b. Where property is destroyed : the repair of the damag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amaged portion of the property to a conditio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but not better 

or more extensive than, its condition when new. 

 

Provisions 

(iv) The work of rebuilding, replacing or restoring as the case may be (which may be 

carried out upon any other site(s) and in any manner suitabl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sured, but subject to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not being thereby increased), 

must be commenced and carried out with reasonable dispatch, failing which the 

Insurer(s)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greater than the indemnity value 

of the Damaged Interest at the time of the happening of the damage. 

 

(v) When any Interest to which this memorandum applies is Damaged in part only,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representing the cost which the 

Insurer(s) could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pay for reinstatement if such property had 

been wholly destroyed. 

(vi) No payment beyond the amou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if 

this memorandum had not been incorporated herein shall be made until a sum equ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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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shall have been actually incurred; provided that where the 

Insured reinstates or replaces any lost or destroyed property at a cost which is less than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as defined) but greater than the value of such property at the 

time of the happening of its loss or destruction, then the cost so incur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cost of reinstatement. 

(vii) All other Industrial Special Risks and/or Fire and Named Perils insurance covering 

the property eff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shall be on a similar reinstatement 

basis.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 the event of a Business Interruption loss occurring which is 

insured by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re allowed to inspect the books, 

financial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ess the claim. 

However,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er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re 

only allowed to inspect the books, financial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only from 

that entity (or entities) lodging a claim and/or those entities which a party to the claim, and not 

from other entities, unaffected by loss, who are also named as Insured’s under this Policy.  TFMI JP64A Temporary Repair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Following indemnifiable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the Insurers agree to meet the costs of such Temporary Repair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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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reinstatement works to commence or to allow work to continue on undamaged portion(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TFMI JP65A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within this insurance or any endorsement thereto it is agreed that this insurance excludes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whatsoever nature to all above ground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including wire, cables, poles, pylons, standards, towers, other supporting structures and any equipment of any type which may be attendant to such installations of any descrip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mission or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al power, telephone or telegraph signals, and all communication signals whether video or visual.  This exclusion applies to both physical loss and damage to the equipment and all business interruption, consequential loss, and/or other contingent losses related to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s. 

This exclusion applies to all equipment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on or within ________ from insured premises.  
TFMI JP66A Other interest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resp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rtners and all other parties to this project are hereby not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rights exist.  
TFMI JP67A Earthquake Indemnificatio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section” shall be extended to cover a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resulting from an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sured directly caused by an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as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and attributable to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and tsunami up to th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s). 

 
TFMI JP68A Customers’ In the event that any of the customers specified below are unable to    accept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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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Extension or equipment or goods to the insured due to loss or damage at their premises specified below resulting from fire, lightning, explosion, collapse, aircraft or things dropped therefrom,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 loss of interest insured under the “Oper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section” of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that has occurred directly as a result of the delay caused to the insured by the late acceptance of one or more of this machinery, equipment or goods.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TFMI JP69A Prevention of Acces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ir loss as insured by this Section resulting from delays to or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 Business in consequence of damage to property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lant arising from and Insured Eve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covered hereunder and which shall prevent or hinder the use of the plant or access thereto, whether or not the premises or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therein shall be damaged at the plant.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subject to _______ radius 
 

TFMI JP70A  TFMI Reinsurance Proceeds Agreement(Cut Through)(The "Agreement") Reinsurer agrees hereby,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to pay direct to ...................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 under the insurance policy the amount due from Reinsurer in respect of the claim under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the claim properly falls under the insurance policy,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this Agreement; and  ALL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s 1.1 to 1.7 are satisfied.  The Reinsured is declared insolvent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Re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but not the duty, at any time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apply to loss payments already made by Reinsurer to the Reinsured prior to the Reinsured being declared insol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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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the investigation,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no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may appoint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act on its behalf for such purpose and any settlement agreed by Reinsurer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Reinsured.  In the event that Reinsurer elects not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the investigation,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the Reinsured'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must have complied with th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in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either admitted the claim as to liability and quantum or been required to make payment by a nonappealable arbitration award or unappealed court decision.  The Reinsured'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and the Liquidation Court where necessary provides Reinsurer with written irrevocable instructions to make direct payment to .............. and written irrevocable confirmation that such payment will relieve Reinsurer of any and all liability towards the Reinsured and it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with respect to the payment amount.  Reinsurer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of the Reinsured in respect of the payment amount.  Upon request by Reinsurer, the Reinsured's Receiver, Liquidator, Special Manager, the Official Receiver or other duly authorised party must prove to Reinsurer 's satisfaction and at its own expense that the instructions to make direct payment and/or the payment itself will not violate any law or regulation of any relevant jurisdiction or any relevant currency or exchange regulation.  Before making direct payment to ................., Re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educt from such payment any amounts due by the Reinsured to Reinsurer under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or any other agreement between Reinsurer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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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Reinsured.  Any direct payment by Reinsurer to ..... shall be in the currency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its formation and validity, the applicable law shall be that as provided for in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The jurisdiction, or seat of arbitration and arbitration procedure, as applicable, shall also be that as provided for in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TFMI JP71A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the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of any party claiming to be indemnified as an Insured or Additional Insured hereunder, the Insurers shall not be relieved hereby of the payment of any claim hereunder because of such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TFMI JP72A Breach of Condition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conditions and warranties of this Policy shall apply individually to each of the risks and not collectively to them. Thus a breach of any Condition or Warranty shall void the Section only in respect of the risks to which that breach applied and does not affect the Section in respect of the other risks. 
 

TFMI JP73A Cancellation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Policy can only be cancell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rs in the event of non-payment of Premium by the Insured and Insurers shall provide _____ (___) days’ notice 
 



 

第 699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given in writing to the Insured at their last known address prior to such cancellation taking effect; and the premium hereon shall be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Insurers receiving or retaining pro-rata premium net of all commissions. Noti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duly received in the course of post if sent by pre-paid letter post properly addressed. Cancellation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expiry of 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days from midnight of the day on which notice of cancellation is insured by the Insurers but shall not apply to any transit insurance which shall have been declared or attached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act terms and conditions before the cancellation becomes effective. TFMI JP74A Change in Risk / Errors & Omission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e Insured shall not be prejudiced by an unintentional and/or inadvertent omission error or incorrect description of the risk, interests or property provided notice is given to the Insurer(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upon discovery of such error or omission and agreement made to pay any additional premium that may be reasonably required by the Insurers. 
 

TFMI JP75A Claims Preparation Cost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Policy covers the actual cost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f reasonable fee payable to the Insured’s accountants, architects, auditors, engineers, lawyers or other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st of using the Insured’s employees, for producing and certifying any particulars or details contained in the Insured’s books or documents, or such other proofs,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as may be required by Insurers for the purposes of investigating or verifying any claim. Sub-Limited to NT$__________ in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TFMI JP76A 72 Hours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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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endorsed thereon.  All Insured losses which occur during a period of seventy-two(72) consecutive hours caused by: (viii) Earthquake, earth tremor, seaquake, tidal wave or any other loss from seismic activity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ix) Volcanic eruption (x) Hurricane, typhoon, tornado, windstorm, wind driven water or other wind perils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xi) Flood, Tsunami.  Shall be deemed a single loss occurren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urance Any such event which continues for a period exceeding seventy-two(72) consecutive hours shall be deemed two (2) or more event.  The Insured may choose the date and time when each loss period of seventy-two(72) hours hall commence provided that : 3. This is not earlier than the first recorded loss sustained by the Insured.  4.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falls within the period of this insurance.  No two (2) or more periods of seventy –two(72) hours shall overlap. TFMI JP77A Payment On Account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progress payments on account of any loss recoverable under this policy will be made to the Insured at such stag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if desired by the Insured and on production of an interim report by the loss adjuster (if appointed) provided that such payments are deducted from the finally agreed claim settlement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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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TFMI JP78A Nominated Loss Adjuster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Named Insured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Company is authorized to appoint one from the following loss adjuster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subject to the Named Insured’s agreement. Approved Loss Adjus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FMI JP79A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1. It is noted and agreed that if the Insured described in the Schedule comprises more than one insured party each operating a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entity then (save as provided in this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cover hereunder shall apply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o the same extent as if individual policies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such insured party provided that the total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s to all of the insured parties collectively shall not exceed the sum insured and limits of indemnity including any inner limits set by memorandum or endorsement stated in the policy.  2.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any payment or payments by Insurers to any one or more such Insured Parties shall reduce to the extent of that payment Insurers liability to all such parties arising from any one event giving to rise to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and (if applicable) in the aggregate.  3.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that the insured parties will at all times preserve and enforce the various contractual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y the insured parties and the contractual remedies of such parties in the event of loss or damage.  4.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insurers shall be entitled to avoid liability to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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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as may be appropriate) claim damages from any of the insured parties in circumstances of fraud, misrepresentation, non-disclosure or breach of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s of this policy committed by that insured party each referred to in this clause as a Vitiating Act.  5. It is however agreed that (save as provided in this Multiple Insured’s Clause) a Vitiating Act committed by one insured party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right to indemnity of any other insured party who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and who has not committed a Vitiating Act.  6. Insurers hereby agree to waive all rights of subrogation which they may have or acquire against any insured party except where the rights of subrogation or recourse are acquired in consequence or otherwise following a Vitiating Act in which circumstances Insurers may enforce such rights notwithstanding the continuing or former status of the vitiating party as an Insured. TFMI JP80A Waiver of Subrogation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Notwithstanding any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herein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Upon the payment of any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shall be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of the Insured arising out of such claim against any person or corporation whatsoever except that the Insurers hereby waive all rights which they may have acquired by a payment of a claim under this Policy to recover the amount so paid from any person or corporation with whom the Insured, prior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loss or damage, shall have agreed to waive their rights to recovery in respect of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may be caused by such person or corporation. 

 

TFMI JP81A Loss Payee Clau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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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endorsed thereon.  It is agreed that any party whom the Insured give instructions to include hereunder as a Loss  Payee,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Policy as a Loss Payee, for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and  interest but only so far as any losses which may be recoverable under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clauses of this Policy. Loss Payee: TFMI JP82A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 Clause This Policy extends, subject to the Sub Limit,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s to include property located in Situation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belonging to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which is acquired by the Insured during the currency of this Policy;   acquired by the Insured or for which the Insured has assumed responsibility prior to any Damage;  Subject to the Insured declaring details of such acquisition within ninety (9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Provided the business of the new acquisition shall be similar to the Business as stated in the Schedule.  In such an event this Policy shall be an excess policy and pay only in excess of the amount payable under any more particular polic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memorandum a controlling interest shall in the case of a company, mean the acquisition of shares carrying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50%) of votes capable of being cast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ordinary shareholders in such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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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The limit of liability hereunder is NT$___________________.- per occurrence   or   NT$___________________.- per site. TFMI JP83A Business Interruption for Solar PV Project Clause Subject always to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of this Policy, this Section of this Policy indemnifies the Insured with respect to:  3) Loss of Gross Revenue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the interrup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business during the Indemnity Period caused by an Insured Event for which Underwriters are liable or where payment would have been made or liability admitted but for (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ductible (or an excess or other amount of the loss for  which  the  Insured  is  responsible)  or  (b)  a  recovery  being  made  under  a manufacturer's or contractor's warranty or agree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payment or admission of liability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under Section 4 of this Policy.  and/or   4)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 to be assessed as to that amount of increased cost and/or additional expense which is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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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to reduce or avert the loss insured by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bu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total amount tha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paid under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is thereby reduced.  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Basis of Settlement f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Item 1. above)     In the even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Insurers hereon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actual loss sustained  by  the  Insured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such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but  not exceeding   the   Gross   -Revenue   (including   tax   credits   or   similar   incentives),   less non-continuing costs which do not necessarily continue during the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except for depreciation and/or amortization), for only such length of time as would be required with the exercise of due diligence and dispatch to rebuild, repair, or replace such part of the property as has been lost or damaged, commencing with the date of such loss or damage, and ending on the date of resumption or normal operation or the expiry of the Indemnity Period, whichever the earlier. TFMI JP84A Architects, Surveyors & Professional Engineers Fee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extends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in respect of any Architect’s Surveyors’, Consulting Engineers’, or other legal or other professional fees all necessari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or for which they are responsib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pair, replacement, or reinstatement of reworking of specification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but not in respect of any improvement or extension to th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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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Subject to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detailed below.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85A Escalation Clause(A)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cover any increase in the Sum Insured under Section 1 provided that such increases shall not exceed _____% of the Total Insured Value stated in the Schedule subject to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to be payabl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o the contrary, the provision of this clause shall apply to the Sum Insured declared at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each Period of Insurance. 
 

TFMI JP86A Fire Fighting Expense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clar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olicy to the contrary, this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Insured for the cost of :  a. Refilling any fire extinguishment appliances or systems and replacing used sprinkler heads  b. Fire brigade charges and other extinguishing expenses for which the Insured may be assured, all reasonably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following :  (xii) Loss or damage by a peril not otherwise excluded; or (xiii) Deployment thereof to prevent damage by a peril not otherwise excluded; or (xiv) Accidental discharge of the systems or call out.  Limit of Indemnity : 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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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87A Co-Insurance Clause The terms “ Insurer(s) “ wherever it appears in this policy shall mean the Companies named below.  The liability of the companies as follows shall in no case exceed in respect of any insured item the sum insured thereon or in all the total sum insured. The liability of each company named below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percentage set against its name of such amounts as may become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Any notice given verbally or in writing by the Insured to the Leading Company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given to the other coinsurer als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icy No.: Share：   % Premi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TFMI JP88A Capital Addition Clause -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on values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the insurance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extend to include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to the property insured to an amount not exceeding ___ of the electronic equipment. The insured agrees to supply the company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each quarterly period a statement showing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at the expiration of this policy, the premium shall be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as determined from the said statements. 
 

TFMI JP89A Expediting Expense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As a result of direct physical loss of or physical damage to the Property an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exclusion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this Section of the Policy is extended to indemnity the Insured against expediting expenses (defined a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asonable extra cost of express freight (including airfreight) and other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emporary equipment, rental and cost of additional wages for overtime labour, night work and work on public holidays) incurred by the Insur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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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connection with the repair or replacement of any Property Insured, following loss or damage; Subject to the Aggregate limit of indemnity detailed below.  Limit of Indemnity ：____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  Period Aggregate TFMI JP90A Removal of Debris This endorsement forms part of section 1 and is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provisions, conditions and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or endorsed thereon.  In the event of direct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Insured against and occurring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Policy, and subject otherwise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the Insurers will pay  a.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costs to remove debris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herein from the premise of the Insured; or the Project Site.  b. Cost of clean-up made necessary as a result of such direct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c. Cost of dismantling and/or demolishing, shoring up, propping, fencing or other protection required as a result of such direct physical loss or physical damage.  d. Cost of cleaning and/or clearing drains, gutters or sewers, the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or for which they are responsible;  It is hereby declared and agreed that Insurer limit of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is Clause is a maximum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ach and every occurrence an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icy Period Aggregate. 

 

    
� 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採購契約，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履約保證金之情形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採購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要保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採購有關廠商及其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不可歸責於要保人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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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未能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採購契約，致被保險人對採購預付款無法扣回而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保本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與要保人訂定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相對人。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險人對預付款不依採購契約規定，自應付之價款中扣回，或因其他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無法收回所致之損失。 二、採購契約所定預付款及其利息以外之任何損失。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保固或養護責任，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保固保證金之情形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本保險契約所稱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要保本保證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所稱被保險人係指與要保人訂定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相對人。  
要保人因下列事項未能依採購契約履行保固或養護責任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要保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採購有關廠商及其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不可歸責於要保人之事由。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投標人於保險期間內，參加本保險單所載之工程（以下簡稱工程）投標，於得標後不依投標須知或其他有關投標規定與被保險人簽訂工程契約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投標人因下列事項未能簽訂工程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或叛亂。 （二）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三）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 二、本公司對下列損失及費用不負賠償責任： 投標人不簽訂工程契約所致利息、租金或預期利潤之損失，及重新招標、催告履行或訴訟之有關費用。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承攬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單所載之工程契約（以下簡稱工程契約），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而承攬人依工程契約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承攬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工程契約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承攬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工程有關廠商之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 二、本公司對承攬人不償還預付款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工程承攬人因不履行本保險單所載工程契約（以下稱工程契約），致被保險人對工程預付款無法扣回，而受有損失 一、被保險人對工程預付款不依工程契約規定，自應付之工程款中扣回，或因其他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無法收回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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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不保事項    時，由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二、工程契約所訂工程預付款以外之任何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對於承攬人依本保險單所載工程契約（以下簡稱工程契約）規定領取之工程保留款，因不履行工程契約而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承攬人依工程契約之規定應提供工程保固保證或投保保固保證保險者；不論提供或投保已否，本公司對於工程保固保證或保固保證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因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之任何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對於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規定之保固或養護責任而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承攬人因下列事項未能履行保固或養護責任時，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一、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或強力霸佔。 二、依政府命令所為之徵用、充公或破壞。 三、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但承攬人或其代理人或與本工程有關廠商之受僱人所為者，不在此限。 四、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五、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 
 Go Top  

   

5555----4 4 4 4 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銷售予金融消費者之保險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    
 5555----4444----1111 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 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40.7%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40.7%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40.7%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40.7%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40.7%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39.5%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40.7%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40.7%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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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40.7% 

001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40.7% 

002 加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40.7% 

003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40.7% 

004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40.7% 

005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40.7% 

005A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A 40.7% 

006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40.7% 

007 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40.7% 

008 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40.7% 

009 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010 水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012 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013 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40.7% 

021 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40.7% 

02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40.7% 

023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024 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025 共保附加條款 40.7% 

026 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40.7% 

027 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40.7% 

028 抽水設備特約條款 40.7% 

0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40.7% 

0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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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031 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40.7% 

032 施工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40.7% 

034 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40.7% 

035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40.7% 

036 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100 機械安裝及試車附加條款 40.7% 

101 隧道附加條款 40.7% 

103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104 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40.7% 

105 加保現有鄰近工作物附加條款 40.7% 

106 分段施工附加條款 40.7% 

107 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40.7% 

108 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1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40.7% 

110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111 邊坡（坡面）工程附加條款 40.7% 

112 消防附加條款 40.7% 

112A 裝修-裝潢消防附加條款 40.7% 

1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40.7% 

114 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40.7% 

115 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40.7% 

1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附加條款 40.7% 

117 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40.7% 

118 水井工程附加條款 40.7% 

119 加保被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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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121 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40.7% 

131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40.7% 

1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40.7% 

133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40.7% 

134 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40.7% 

135 臨時工程附加條款 40.7% 

136 六級以下風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137 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40.7% 

138 植生工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139 賠付部份植生附加條款 40.7% 

1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141 疏濬即抽排水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142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40.7% 

143 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40.7% 

1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200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40.7% 

201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40.7% 

203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舊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40.7% 

204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A) 40.7% 

205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B) 40.7% 

206A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40.7% 

206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防附加條款 40.7% 

207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40.7% 

209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217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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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221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300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40.7% 

301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40.7% 

302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40.7% 

303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折舊率附加條款 40.7% 

304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40.7% 

305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306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40.7% 

307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40.7% 

308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309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浦馬達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40.7% 

310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40.7% 

311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A) 40.7% 

312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B) 40.7% 

313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40.7% 

401 鍋爐保險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40.7% 

402 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403 鍋爐保險鍋爐檢查附加條款 40.7% 

404 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501 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40.7% 

502A 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502B 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40.7% 

511 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A) 40.7% 

512 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B) 40.7% 

513 機械保險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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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條款 

514 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40.7% 

515 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40.7% 

516 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40.7% 

517 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40.7% 

518 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40.7% 

519 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40.7% 

520 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40.7% 

521 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40.7% 

522 機械保險金屬線及纜線附加條款 40.7% 

523 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40.7% 

531 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40.7% 

532 機械保險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40.7% 

533 機械保險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40.7% 

542 機械保險壓印板(platen press)附加條款 40.7% 

543 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40.7% 

544 機械保險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40.7% 

545 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40.7% 

590 機械保險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40.7% 

60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40.7% 

602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款 40.7% 

603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40.7% 

604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40.7% 

605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40.7% 



 

第 716 頁，共 768 頁 

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606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40.7% 

607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40.7% 

60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及天災所致者 40.7% 

620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理賠附加條款 40.7% 

62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 40.7% 

63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附加條

款 
40.7% 

632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絛款 40.7% 

633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40.7% 

634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40.7% 

635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40.7% 

636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40.7% 

637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

款 
40.7% 

63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氣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40.7% 

66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X 光軟片附加條款 40.7% 

662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40.7% 

663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40.7% 

664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40.7% 

665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40.7% 

691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0 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1A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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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A) 

臺灣產物 A01B 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

條款(B) 
40.7% 

臺灣產物 A03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4 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5 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6 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7 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8 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0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1 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2A 消防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2B 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4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5 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8 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21 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1A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 40.7% 

臺灣產物 A31B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 40.7% 

臺灣產物 A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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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A33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4 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5 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6 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7 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8 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9 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41 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42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43 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0 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1 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3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4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5烴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6A 消防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6B 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7 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09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21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31A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 40.7% 

臺灣產物 B31B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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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B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42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0 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1 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3A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3B 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4 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5 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6 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7 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8 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09 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保

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10 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11 起重吊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12 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C13 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D01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D02 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D03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D04 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01 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02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02B 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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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E11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2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3 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

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4 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5 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6 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7 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8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19 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20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21 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22 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23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31 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32 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33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42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43 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44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45 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46 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E90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2 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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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F03 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4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5 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6 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7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8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

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 
40.7% 

臺灣產物 F31 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32 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33 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34 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36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37 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61X 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62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64 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91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1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3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4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5A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 40.7% 

臺灣產物 P05B 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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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P06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7 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8 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9 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0 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2 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3 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4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5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8 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0 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1 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3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4 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5 共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6 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7 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8 抽水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31 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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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P32 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35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36 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0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1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2A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40.7% 

臺灣產物 P42B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40.7% 

臺灣產物 P43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4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5 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6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7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8 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9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0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1網際網路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2 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3 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4 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5 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Y2K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30A 受益人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0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0A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乙式)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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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40B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丙式) 40.7% 

臺灣產物 040C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丁式) 40.7% 

臺灣產物 041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1A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43 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3A 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46 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6A 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7A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48 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9七十二小時單一事故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51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51A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133A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133B 水利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23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P15A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23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49A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55A 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40D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戊式) 40.7%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0E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己式)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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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B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P01A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A34A 橋樑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0F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庚式) 40.7% 

臺灣產物 053 加保舊機器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54 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55 保險金額自動異動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56 保險金額約定基礎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P04A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A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40.7% 

臺灣產物 B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40.7% 

臺灣產物 041B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丙式) 40.7% 

臺灣產物 058 台船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A42A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C14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131A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131B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59 施工處所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61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F09 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314 起重吊桿附加條款(C) 40.7% 

臺灣產物 022A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62 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63 加保鄰近工程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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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064 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315 機具損失賠償限額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316 起重吊桿附加條款(D) 40.7% 

臺灣產物 034A 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F10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44A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67 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A42B 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66 高雄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61A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68 林務局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P03A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P03B 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041C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丁式) 40.7% 

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64A 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P01B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40.7% 

臺灣產物 070 保險責任起迄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3B 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丙式) 40.7% 

臺灣產物 071 其他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72 財產損失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40G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辛式) 40.7% 

臺灣產物 073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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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A16A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B16A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74 保險期間展延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071A其他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 40.7% 

臺灣產物 B13 管理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B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76新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 40.7% 

臺灣產物 073A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P34A Escalation Clause 40.7% 

臺灣產物 P13A Off-Site Storage Clause 40.7% 

臺灣產物 P49B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P06A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02A Cross Liability Clause 40.7% 

臺灣產物 P04B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F) 40.7% 

臺灣產物 133C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40H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317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70A 保險責任開始與終止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福衛七號衛星整測保險） 40.7% 

臺灣產物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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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50A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10A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11 加保錯誤、遺漏與敘述錯誤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12 加保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65 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80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 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1 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2 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3 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4 地震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7 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8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0 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1 擴大顧客範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 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

（石造）建築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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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 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 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 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9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1A 1000KW 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附

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

修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3 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4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 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25 共保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40.7% 

臺灣產物 J64A 輸配電線路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F66暫時遷(外)移附加條款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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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 F3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 40.7% 

臺灣產物 SUE1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 40.7% 

臺灣產物 AC02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M01 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M02 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40.7% 

臺灣產物 045H經濟部水利署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壬式) 40.7% 

臺灣產物 M03 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40.7% 

TFMI Comprehensive Machinery Insurance 40.7% 

TFMI JP56A Strike,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40.7% 

TFMI JP57A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40.7% 

TFMI JP58A Automatic Reinstatement of Sum Insured 40.7% TFMI JP59A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40.7% TFMI JP60A Inland Transit 40.7% TFMI JP61A Offsite Storage(A) 40.7% TFMI JP62A Plans and Documents 40.7% TFMI JP63A Reinstatement/Replacement Value 40.7% TFMI JP64A Temporary Repairs 40.7% TFMI JP65A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 40.7% TFMI JP66A Other interests 40.7% TFMI JP67A Earthquake 40.7% TFMI JP68A Customers’ Extension 40.7% TFMI JP69A Prevention of Access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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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TFMI JP70A  TFMI Reinsurance Proceeds Agreement(Cut Through)(The "Agreement") 40.7% TFMI JP71A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40.7% TFMI JP72A Breach of Conditions 40.7% TFMI JP73A Cancellation Clause 40.7% TFMI JP74A Change in Risk / Errors & Omissions 40.7% TFMI JP75A Claims Preparation Cost Clause 40.7% TFMI JP76A 72 Hours Clause 40.7% TFMI JP77A Payment On Account 40.7% TFMI JP78A Nominated Loss Adjusters 40.7% TFMI JP79A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40.7% TFMI JP80A Waiver of Subrogation Clause 40.7% TFMI JP81A Loss Payee Clause 40.7% TFMI JP82A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 Clause 40.7% TFMI JP83A Business Interruption for Solar PV Project Clause 40.7% TFMI JP84A Architects, Surveyors & Professional Engineers Fees 40.7% TFMI JP85A Escalation Clause(A) 40.7% TFMI JP86A Fire Fighting Expenses 40.7% TFMI JP87A Co-Insurance Clause 40.7% TFMI JP88A Capital Addition Clause -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on values 40.7% TFMI JP89A Expediting Expense 40.7% TFMI JP90A Removal of Debris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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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4444----2222 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    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保險商品名稱    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費用率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28.7%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28.7% 
 

 
Go Top  

   

5555----5555        短期費率表短期費率表短期費率表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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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31.3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1.3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7.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3.8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6.3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2.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8.8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1.3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7.5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3.8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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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0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0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0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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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0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0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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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0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0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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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35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65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5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5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95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短期費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保險期間 1日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一個月或以下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25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0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40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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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70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80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十一個月以上者期間對年繳保險費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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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6666 保保保保費退費係數表費退費係數表費退費係數表費退費係數表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扣除已到期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

為本保險實際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 由本公司要求終

止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由本公司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得扣除已到期及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

為本保險實際支出之查勘及管理費用，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 由本公司要求終

止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由本公司按未到期日數比例返還被保險人。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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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

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1-短期費率（詳細資料參閱 5-5 短期費率表）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不適用短期費率  Go TopGo TopGo TopGo Top 
 

5555----7777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 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工程險    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應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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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七）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法院令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立即送交本公司。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立即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公司，並應於七日內將詳情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失之財物及現場，隨時接受本公司之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金。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法院令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立即送交本公司。 臺灣產物鍋爐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立即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公司，並應於七日內將詳情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失之財物及現場，隨時接受本公司之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伍）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金。 （六）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法院令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立即送交本公司。 臺灣產物機械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立即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公司，並應於七日內將詳情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失之財物及現場，隨時接受本公司之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臺灣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知後立即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情通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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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失之保險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協助本公司並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金，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法院令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立即送交本公司。 臺灣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協助本公司並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臺灣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所指定之國內外代理人。 二、立即採取合理之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四、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 

八、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獲知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細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保險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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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竊盜所致之損失，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七)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立即通知本公司。 九、遇有本保險單第一條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理或置換等方式，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依下列為準，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倘必須置換之材料、零件或配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廠牌代替之。 (二)不能修復者或前款之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該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實際價值係按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份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十、本保險單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對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十一、遇有本保險單第二條規定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應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保險單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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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十二、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得就賠償金額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之追償權。本公司行使前項權利之必要或合理行為，被保險人均應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四、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單第三條規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之責。 十五、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欺詐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綜合保險甲式 

八、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可能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知後立即以電話、電報或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詳細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之保險標的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或拋棄對第三人之追償權。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而收受法院公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文件時，立即通知本公司。 九、遇有本保險單第一條之任何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得選擇以現金給付、修理或置換等方式，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 本公司之賠償金額依下列為準，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之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其保險金額為限： (一) 可修復者：以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實際所需費用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修復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狀況，係指在合理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原狀相似或類似而言，並非與原狀絲毫無異。倘必須置換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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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料、零件或配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廠牌代替之。 (二) 不能修復者或前款之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在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以該實際價值為限，並應扣減殘餘物之價格。所謂實際價值係按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金額。 被保險人不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任何修改或變更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臨時修復倘為正式修復之一部份者，在不增加正式修復費用之情況下，其所需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之責。 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特別約定，載明於本保險單者不在此限。 受損標的物未經修復完妥，逕行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十、本保險單所載「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本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最高賠償金額而言，如在同一意外事故內，體傷或死亡不止一人時，本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單所載「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限。 本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之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款不止一次時，本公司對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累積最高賠償金額而言。 十一、遇有本保險單第二條規定之賠償責任發生時，本公司應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協助之，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保險單所載賠償金額者，不在此限。 十二、本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後，得就賠償金額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之追償權。本公司行使前項權利之必要或合理行為，被保險人均應協助本公司辦理，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十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或賠償責任，倘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本公司僅負比例賠償之責。 十四、本保險單第一條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低於本保險單第三條規定之金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依比例負賠償之責。 十五、被保險人於提出賠償請求時，倘有欺詐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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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第三人責任保險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應按下列約定辦理：  一、於受賠償請求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二、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損失。  三、於收到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時，應將上述文件影本儘速送交本公司。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相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為出庭作證、協助鑑定、勘驗等必要之調查或行為。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所約定之期間內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 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書、仲裁判斷書或其他得確定賠償責任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本公司認為必要之證明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賠償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 在前項約定期限內為賠償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獲悉後立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 協助本公司並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001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2加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3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4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5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5A施工進度附加條款 A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6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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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8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9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10水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12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13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1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2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3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4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5共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7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8抽水設備特約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30受益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31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32施工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34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35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36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0機械安裝及試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1 隧道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3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4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5加保現有鄰近工作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6分段施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7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8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09 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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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1邊坡（坡面）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2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2A裝修-裝潢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3管理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4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5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7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8水井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19加保被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21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1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2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3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4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5臨時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6六級以下風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7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8 植生工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39賠付部份植生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40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41疏濬即抽排水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43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144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0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3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舊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4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A)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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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B)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6A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6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7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工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09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17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管線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22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0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2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3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折舊率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4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5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6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7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8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09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浦馬達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10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31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A) 比照主保險契約 

312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重吊桿附加條款(B) 比照主保險契約 

313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401鍋爐保險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402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403鍋爐保險鍋爐檢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404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01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02A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02B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1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A)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2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設備附加條款(B)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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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機械保險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4 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 爆炸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5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6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7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8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19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20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21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22機械保險金屬線及纜線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23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31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32機械保險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33機械保險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42機械保險壓印板(platen press)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43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44機械保險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45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590機械保險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6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7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0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及天災所致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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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外在資料儲存體損失險理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2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絛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6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7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38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氣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6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X光軟片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62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63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6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65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691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0 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1A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A)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1B隧道、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B)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3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4水壩水庫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5加保現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6施工長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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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A07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8 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09儲存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0 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1邊坡/坡面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2A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2B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3管理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4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5加保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8水井工作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21樁基礎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3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4橋樑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5臨時工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6六級以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7抽排水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8植生材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9 賠付部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1疏濬及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3海事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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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B00 加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1加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3使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4烴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5烴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6A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6B裝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7臨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09 第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7明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21預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A)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B)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32 加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42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0 加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1加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3A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3B加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4水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5竊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6鑽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7鑽頭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8 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09幫浦、馬達、電子儀板及其有關零配件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10竊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11起重吊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12 起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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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C13拖救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D01新品重置價格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D02 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D03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D04 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01調整保險金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02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02B加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1可移動機械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2 可移動機械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3加保內部火災、內部化學性爆炸及直接因閃電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4 加 保內燃機及氫冷發電機 (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5加保儲存品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6加保淹水或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7地下使用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8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19耐火材料及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20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21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22 金屬線及非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23照明燈泡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31重繞電機線圈折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32 內燃機折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33氣渦輪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2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3馬達檢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4蒸氣、水力、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45鍋爐及壓力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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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E46建築物附屬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E90 可替換工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2 加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3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4流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5加保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6加保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之水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7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8 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限於火災、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者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1火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2 機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3水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4空調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5搭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6圬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7電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1X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2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3陳舊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4 修復延遲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5租賃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91維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1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3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4 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5A施工進度附加條款(A)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5B施工進度附加條款(B)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6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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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P07加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8耐震設計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9 地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0水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2風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3施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4天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5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6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7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8 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9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0 保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1裝卸安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2 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3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4抽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5共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7承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8抽水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9債權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1賠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2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5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36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0停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1恢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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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P42A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2B延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3變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4 終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5增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6減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7更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8 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9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0 恢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1 網際網路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2 承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3道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4 地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5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30A受益人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A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B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C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丁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1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1A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3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3A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6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6A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7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7A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8 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9 七十二小時單一事故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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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1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1A貨物水險(50/50)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133A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133B水利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23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15A天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23A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9A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55A加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D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戊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E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己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7A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1A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4A橋樑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F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庚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3加保舊機器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4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5 保險金額自動異動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6 保險金額約定基礎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4A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31C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C)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1B 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8 台船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2A竊盜損失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C14 新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131A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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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131B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59 施工處所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1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09 加保氣體、水電供應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314 起重吊桿附加條款(C)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22A加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2 機械設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3加保鄰近工程財物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4 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315機具損失賠償限額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316起重吊桿附加條款(D)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34A保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10 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4A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7 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2B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6 高雄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9 加保被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1A 自負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8 林務局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3A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3B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1C臺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丁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9 加保消防費用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4A加保工程連續停頓逾三十日曆天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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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P01B 加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42C竊盜損失附加條款(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0 保險責任起迄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3B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1 其他保險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2 財產損失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G 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辛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3 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6A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4 保險期間展延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1A其他保險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D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D)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13管理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40 第三人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B44 第三人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6新北市政府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E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E)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3A承保範圍約定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P34A Escalation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P13A Off-Site Storage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49B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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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P06A 加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002A Cross Liability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P04B加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31F加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F)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133C水利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H定作人通知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317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擴大承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70A保險責任開始與終止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福衛七號衛星整測保險）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立即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公司，並應於七日內將詳情以書面送達本公司。 二、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度。 三、 保留受損及可能受損失之財物及現場，隨時接受本公司之人員之勘查。 四、 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五、 竊盜所致之損失，應立即通知治安機關。 六、 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或給付賠償金。 七、 於被控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法院令文、傳票、訴狀或賠償請求書等立即送交本公司。 

911臺灣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Y2K臺灣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實損實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農業機械竊盜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預約式保險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道路修補工程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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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050A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10A內部遷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11加保錯誤、遺漏與敘述錯誤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12加保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0I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65承保施工機具及車輛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80 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0A罷工、暴動及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1額外空運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2地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3保證期間機械故障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4地震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5因惡化致延長營業中斷期間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7額外營業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8公共電力、給水、瓦斯供應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09延遲修復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0擴大供應商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11擴大顧客範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1A 工業用熔礦爐及鍋爐之耐火性材料或磚造（石造）建築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2潤滑油及冷卻劑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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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3A輸送帶及鍊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4A電線及非電力纜線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5A電力機械重繞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6A 燃燒引擎（例如柴油、煤氣引擎）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7氣渦輪機熱氣管路沿線組件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69 潛水泵及深井泵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0A壓印機械設備檢修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1A 1000KW以上電動馬達與發電機設備檢修附加條款(不適用渦輪發電機設備)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2A 蒸氣、水力及汽柴油渦輪與渦輪發電機組檢修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3鍋爐或壓力容器檢查與檢修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4單價基礎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機械綜合保險 J75A 排煙道淨化設備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16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17 放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19 指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25 共保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29 債權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34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050 加保拆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047 保險金額自動恢復附加條款(乙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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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 J64A 輸配電線路附加條款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JP30 受益人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66 暫時遷(外)移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F38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保營業中斷附加保險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SUE1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甲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AC02 刑事訴訟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M01 工程保險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M02 農業機械慰問金費用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M03 農業機械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比照主保險契約 臺灣產物 045H 經濟部水利署特別約定事項附加條款(壬式)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Comprehensive Machinery Insuranc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56A Strike, Riot and Civil Commotion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57A Extra costs for airfreight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58A Automatic Reinstatement of Sum Insured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59A Defects of Material Workmanship Design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0A Inland Transit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1A Offsite Storage(A)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2A Plans and Document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3A Reinstatement/Replacement Valu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4A Temporary Repair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5A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in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6A Other interests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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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TFMI JP67A Earthquak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8A Customers’ Extension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69A Prevention of Acces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0A  TFMI Reinsurance Proceeds Agreement(Cut Through)(The "Agreement")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1A Bankruptcy, Insolvency or Termination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2A Breach of Condition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3A Cancellation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4A Change in Risk / Errors & Omission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5A Claims Preparation Cost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6A 72 Hours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7A Payment On Account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8A Nominated Loss Adjuster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79A Multiple Insured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0A Waiver of Subrogation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1A Loss Payee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2A Acquired Companies or New Location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3A Business Interruption for Solar PV Project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4A Architects, Surveyors & Professional Engineers Fee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5A Escalation Clause(A)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6A Fire Fighting Expenses 比照主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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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TFMI JP87A Co-Insurance Clau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8A Capital Addition Clause - Pro-rata additional premium based on values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89A Expediting Expense 比照主保險契約 TFMI JP90A Removal of Debris 比照主保險契約     
� 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保證保險    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臺灣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要保人履約保證金之情形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賠償請求書，載明依採購契約規定不發還履約保證金之情形，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 賠償請求書。 （二） 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 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依採購契約規定，有無法扣回預付款之情形時，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五日內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賠償請求書，載明依採購契約規定不發還履約保證金之情形，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不履行本保險契約所載採購契約之保固或養護責任，依採購契約規定，有不發還保固保證金之情形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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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三） 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於知悉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時，應於 30 日內或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期間內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於知悉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時，應於 30 日內或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期間內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 賠償請求書。 （二） 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被保險人於知悉承攬人不履行保固或維護責任時，應於 30 日內或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期間內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 

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檢具賠償請求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 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檢具賠償請求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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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 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臺灣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遇有本保險單承保範圍之損失時，被保險人應於六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檢具賠償請求書、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本公司應於損失金額確定後十五日內給付賠償金。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公司請求賠償，並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勘查： （一）賠償請求書。 （二）損失金額估算書。 （三） 其他有關資料及文件證書。 被保險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本公司對因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            工程險理賠申請程序工程險理賠申請程序工程險理賠申請程序工程險理賠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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