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人壽團體特定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特 定傷害身故或喪葬費用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 )

(本附加條款需申請附加並經本公司同意後 ,始 生效力)

(免 費申訴電話 :U8。 U-U3U＿ 599)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99年 11月 26日 國壽字第9911U893號

第一條 附加條款之訂定及構成
本國泰人壽團體特定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以 下簡稱本附加條款),依要保人之申請 ,經本公司同意後 ,

附加於國泰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以 下簡稱本契約)。
本附加條款附加於本契約上 ,並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 ,本附加條款未約定者 ,悉依本契約之約定 。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 「特定意外傷害事故」 ,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遭受下列意外傷害事
故 :

一 、水陸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 :

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境內以乘客身分搭乘水上或陸地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而遭受之意外傷害事故 。
前述之名詞定義如下 :

(一 )「 中華民國境內」 :指 台、澎 、金 、馬等由中華民國政府所管轄之範圍。
(二)「 乘客」 :指 持票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乘客 ,駕 駛員或受僱服務於該交通工具之人員不包含在

內 。

(三)「 搭乘」 :指 被保險人開始登上該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至完全離開為止 ,此期間內之行為 。
(四 )「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指 領有合法營業執照 ,在 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定時營運 (含加班班次)於

兩地問之特定路線 ,且對大眾開放之運輸交通工具 。
(五)「 水土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指在水上運行之水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
(六)「 陸地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係指在陸上或地下運行之陸地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c

二 、公共場所火災意外 :

被保險人於戲 (劇 )院 、旅館 、餐館 、百貨公司、歌 (舞 )廳 、車站站區 、機場 、碼頭 、公眾體育館
(場 )、 遊樂場 、公眾展示館 、開放公眾使用之演講廳或其他建築物內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因 火災而遭
遇之意外傷害事故 。
三 、升降梯意外 :

被保險人因搭乘升降梯而遭受升降梯所致之意外傷害事故 。
前述所稱升降梯 ,係指設計專為載運人員之升降電梯(包含電扶梯),但不包括貨梯 、汽車升降梯 、礦場
或任何營建工地升降機 、其他升降器具及未經完工驗收之電梯 。  .

第三條 特定傷害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如於本附加條款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 ,則 係指加保之翌日起)且
實際年齡達●S足歲後 ,遭受特定意外傷害事故 ,自 特定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死
亡者 ,本公司按本附加條款所記載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給付 「特定傷害身故保險金」 U但超過一百八
十日死亡者 ,受 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 ,不 受前述一百八十日
之r艮制 。

訂立本附加條款時 ,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兩行為之能力者為
被保險人 ,其 「特定傷害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 (含 )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 (不 限本公司),不
得超過訂立本附加條款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 ,其超過部分本公司
不負給付責任 ,本公司並應無.息 退還該超過無效部分之已繳保險費予要保人 。
前項情形 ,如 要保人向二家 (含 )以上保險公司投保 ,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 ,且其
投係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前項所定之限額者 ,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範圍內 ,依
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 ,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項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 ,如 有二家以上
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 ,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
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



第四條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 (如於本附加條款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 ,則 係指加保之翌日起 )遭
受特定意外傷害事故 ,自 特定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本契約附表一所列殘廢程度
之一者 ,本 公司按本附加條款所記載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為準 ,依本契約附表一所列比例計算給付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 。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殘廢者 ,受 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殘廢與該特定意
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 ,不 受前述一百八十日之限制 。
被保險人因同一特定意外傷害事故致成本契約附表一所列二項以上殘廢程度時 ,本公司給付各該項殘廢
保險金之和 ,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但不同殘廢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 ,僅給付一項特定傷害殘廢
保險金 ;若 殘廢項 目所屬殘廢等級不同時 ,給付較嚴重項 目的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 。
被保險人因本次特定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殘廢 ,如合併以前 (含本附加條款訂立前)的 殘廢 ,可領本契
約附表一所列較嚴重項 目的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者 ,本公司接較嚴重的項 目給付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 ,

但以前的殘廢 ,視同己給付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 ,應扣除之 。
前項情形 ,若被保險人扣除以前的殘廢後得領取之保險金低於本次意外傷害事故殘廢所致 ,得請領之金
額者 ,不 適用合併之約定 。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不同特定意外傷害事故中領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時 ,本公司累
計給付金額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

第五條 特定傷害保險給付的限制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同一特定意外傷害事故致成殘廢後身故 ,並符合本附加條款第三條
及第四條約定之中領條件時 ,本公司之給付總金額合計最高以本附加條款所記載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
為限 。

前項情形 ,受 益人已受領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者 ,本公司僅就保險金額與已受領金額問之差額負給
付責任 。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不同特定意外傷害事故致成殘廢 、身故時 ,受 益人得依第三條及第
四條之約定分別中領保險金 ,不 適用第一項之約定 。

第六條 受益人的指定與變更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
「特定傷害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以被保險人的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受
益人之指定及變更 ,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辦理 :

一 、於訂立本附加條款時 ,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 。
二 、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 ,如 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者 ,不 得對抗本

公司 。

前項受益人的變更 ,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 ,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
批註書 。

被保險人身故時 ,如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 ,則 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
部分保險金之受益人 。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
本公司為給付各項保險金時 ,應 以受益人直接中領為限 。

第七條 特定傷害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中領
受益人中領 「特定傷害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 :

一 、保險金申請書 。
二 、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
三 、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
四 、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

第八條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的中領

受益人中領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

一 、保險金申請書 。
二 、殘廢診斷書 ;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
三 、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

受益人中領 「特定傷害殘廢保險金」時 ,本 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 ,必 要時並得經受益人同
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 ,其 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