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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短期費率表 
 
◎意外險 
 

商品名稱 短期費率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1)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2)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短期保險費﹦全年保險費×短期係數 

短期費率表 

僅營造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適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二十。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四十。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六十。 

六個月以上九七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 

九個月以上十一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九十五。 

十一個月以上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91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恐怖主

義除外附加條款 

07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電腦系

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0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罷

工、罷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00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交

互責任附加條款 

00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有

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00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擴

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00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進

度附加條款 

005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進

度附加條款 A 

00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加

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00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空

運費附加條款 

00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耐震設

計附加條款 

00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地震、火

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1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01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風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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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處

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02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裝卸安

全附加條款 

02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陸

上運輸附加條款 

02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鄰

近財物附加條款 

02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抽排水

及泥沙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2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共保附

加條款 

02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共同被

保險人附加條款 

02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承保部

分工程附加條款 

02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抽水設

備附加條款 

02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債權人

附加條款 

03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受益人

附加條款 

03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賠款通

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03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03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額

外修復費用附加條款 

03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險金

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03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四十八

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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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自負額

附加條款 

 

 

 

 

 

 

 

 

 

 

 

 

 

 

 

 

 

 

 

 

 

 

 

 

 

 

 

 

 

 

 

 

037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甲式) 

038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乙式) 

10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機械安

裝及試車附加條款 

10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隧道工

程附加條款 

10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壩水

庫工程附加條款 

10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現

有鄰近工作物附加條款 

10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分段施

工附加條款 

10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工作場

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10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機

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10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儲存安

全附加條款 

11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預防洪

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11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邊坡（坡

面）工程附加條款 

11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消防附

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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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裝修／

裝潢消防附加條款 

 

 

 

 

 

 

 

 

 

 

 

 

 

 

 

 

 

 

 

 

 

 

 

 

 

 

 

 

 

 

 

 

 

11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管理費

附加條款 

11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系列損

失附加條款 

11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設

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11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已

啟用、接管或驗收附加條款 

11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管線工

程附加條款 

11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井工

程附加條款 

11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被

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加

條款 

12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樁基礎

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13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第

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13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定

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13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利工

程附加條款 

13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橋樑工

程附加條款 

13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臨時工

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13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六級以

下風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3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抽水設

備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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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植生工

程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3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賠付部

份植生附加條款 

14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4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疏濬及

抽排水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4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竊盜損

失附加條款 

14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海事工

程附加條款 

14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04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 50﹪：

50﹪附加條款 

032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中途投

保附加條款 

999C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天災及

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天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E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天災賠

償限額及自負額附加條款 

999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天災賠

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F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火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D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火災賠

償限額附加條款 

04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專

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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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強安

全措施附加條款 

 

 

 

 

 

 

 

 

 

 

 

 

 

 

 

 

 

 

 

 

 

 

 

 

 

 

 

 

 

 

 

 

 

999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單賠

償限額附加條款 

05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指定公

證人附加條款 

04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停工附

加條款 

04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預付賠

款附加條款 

05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預約式

保險附加條款 

07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網際網

路附加條款 

90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同意附加條款 

131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第

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

條款(A) 

90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 

901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A) 

P1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拋棄代

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險費

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延長保

險期間附加條款(A) 

P42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延長保

險期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抵押權

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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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範圍附加條款 

 

 

 

 

 

 

 

 

 

 

 

 

 

 

 

 

 

 

 

 

 

 

 

 

 

 

 

 

 

 

 

 

08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賠款計

算約定附加條款 

08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險責

任附加條款 

901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B) 

P3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險金

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停止保

險效力附加條款 

P4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恢復保

險效力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變更保

險期間附加條款 

P4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終止保

險契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增加保

險金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減少保

險金額附加條款 

P4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更改被

保險人附加條款 

P4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同意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恢復保

險金額附加條款 

P5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承保施

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P5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道路交

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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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地下室

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P5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吊

卸責任附加條款 

P0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罷

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P0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交

互責任附加條款 

P0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有

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P0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擴

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P05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進

度附加條款(A) 

P05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進

度附加條款(B) 

P0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加

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P0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空

運費附加條款 

P0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耐震設

計附加條款 

P0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地震、火

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1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災、土

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1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風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P1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處

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P1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天災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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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天災賠

償限額附加條款 

 

 

 

 

 

 

 

 

 

 

 

 

 

 

 

 

 

 

 

 

 

 

 

 

 

 

 

 

 

 

 

 

P1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火災賠

償限額附加條款 

P1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預付賠

款附加條款 

P1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指定公

證人附加條款 

P2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裝卸安

全附加條款 

P2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陸

上運輸附加條款 

P2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鄰

近財物附加條款 

P2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抽排水

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2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共保附

加條款 

P2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共同被

保險人附加條款 

P2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承保部

分工程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抽水設

備附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債權人

附加條款 

P3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受益人

附加條款 

P3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賠款通

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P3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中途投

保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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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四十八

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P3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自負額

附加條款 

P37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雇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

（甲式） 

P38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雇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

（乙式） 

P30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受益人

附加條款（Ａ） 

P4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專業技

術費用附加條款 

P5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網際網

路附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恐怖主

義除外附加條款 

P07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電腦系

統年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A0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機械設

備試車或負荷試驗附加條款 

A01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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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1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隧道、

地下廊道、臨時或永久地下結構物

及設施施工附加條款（B） 

A0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A0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壩水

庫工程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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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範圍附加條款

（B） 

 

 

 

 

 

 

 

 

 

 

 

 

 

 

 

 

 

 

 

 

 

 

 

 

 

 

 

 

 

 

 

 

 

025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共保附

加條款（A） 

036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自負額

附加條款（A） 

083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險責

任附加條款（A） 

08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擴大承

保新取得財產附加條款 

999G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單賠

償限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拋棄代

位求償權附加條款（A） 

039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丙式） 

050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僱主意外責任險損害防阻附加

條款 

900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同意附加條款（A） 

A0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現

有鄰近結構物附加條款 

A0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長

度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A0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臨時建

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A0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機

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A0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儲存安

全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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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預防洪

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A1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邊坡／

坡面附加條款 

A12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消防

附加條款 

A12B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裝修／

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A1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管理費

附加條款 

A1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相同原

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A1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設

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A1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已

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A1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明挖鋪

設管線附加條款 

A1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井工

作附加條款 

A1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被

保險人所有、保管或管理之財物附

加條款 

A2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樁基礎

及擋土牆工程附加條款 

A31A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

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

加保險(A) 

A31B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第

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

保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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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加保定

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附加

條款 

 

 

 

 

 

 

 

 

 

 

 

 

 

 

 

 

 

 

 

 

 

 

 

 

 

 

 

 

 

 

 

 

A3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水利工

程附加條款 

A3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橋樑工

程附加條款 

A3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臨時工

程自負額附加條款 

A3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六級以

下風力造成海浪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A37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抽排水

費附加條款 

A38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植生材

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A39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賠付部

分植生材料附加條款 

A40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土石清理費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A41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疏濬及

清淤相關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A4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竊盜損

失附加條款 

A43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海事工

程附加條款 

A44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

管線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P37B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

險（丁式） 

065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拆除清

理費用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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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受益人

附加條款（B） 

 

 

 

 

 

 

 

 

 

 

 

 

 

 

 

 

 

 

 

 

 

 

 

 

 

 

 

 

 

 

 

 

A42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竊盜損

失附加條款（Ｂ） 

P37C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

險（戊式） 

900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B） 

901C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C） 

901D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D） 

901E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定作人

約定附加條款（E） 

083B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保險責

任附加條款（B） 

062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颱風季

節自負額附加條款 

086 第一產物營造綜合保險施工機

具設備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P37D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

險（己式） 

901F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Ｆ） 

901F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J） 

901F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K） 

第一產物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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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L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L） 

 

 

 

 

 

 

 

 

第一產物保險費約定附加條款 

900C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C） 

P03A 第一產物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

加條款（甲式） 

087 第一產物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P37G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

(壬式) 

第一產物 72 小時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1)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2)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短期保險費﹦全年保險費×短期係數 

短期費率表 

僅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適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二十。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四十。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六十。 

六個月以上九七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 

九個月以上十一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九十五。 

十一個月以上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91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07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0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罷工、罷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00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00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00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00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進度附加條款 

005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進度附加條款 A 

00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00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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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耐

震設計附加條款 

 

 

 

 

 

 

 

 

 

 

 

 

 

 

 

 

 

 

 

 

 

 

 

 

 

 

 

 

 

 

 

 

 

00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地

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1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水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1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風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01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02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

卸安全附加條款 

02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02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02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抽

排水及泥沙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02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 

02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共

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02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

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02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抽

水設備附加條款 

02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債

權人附加條款 

03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 

03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賠

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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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中途投保附加條款 

 

 

 

 

 

 

 

 

 

 

 

 

 

 

 

 

 

 

 

 

 

 

 

 

 

 

 

 

 

 

 

 

03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額外修復費用附加條款 

03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保

險金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條款 

03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四

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03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自

負額附加條款 

037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甲式) 

038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乙式) 

20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20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20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

保舊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20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

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A) 

20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碳

氫化合物工場附加條款(B) 

20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

防附加條款 

206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

修／裝潢工程附加條款 

20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工

作場所及倉庫安全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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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

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21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管

線工程附加條款 

22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

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

條款 

04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50%：50%附加條款 

032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999C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天

災及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天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E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及自負額附加條款 

999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F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火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D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火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04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10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強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999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保

單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05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04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停

工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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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05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

約式保險附加條款 

07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90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131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

附加條款(A) 

24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附加條款 

90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901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A) 

P1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保

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P42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抵

押權附加條款 

08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

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範圍附加

條款 

08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賠

款計算約定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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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保

險責任附加條款 

 

 

 

 

 

 

 

 

 

 

 

 

 

 

 

 

 

 

 

 

 

 

 

 

 

 

 

 

 

 

 

 

901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B) 

P3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保

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停

止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P4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恢

復保險效力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變

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P4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終

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增

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減

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更

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4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恢

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5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

保施工機具設備附加條款 

P5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道

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P5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地

下室機電設施水災附加條款 

P5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吊卸責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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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P0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P0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P0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P05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進度附加條款(A) 

P05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進度附加條款(B) 

P0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P0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P0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耐

震設計附加條款 

P0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地

震、火山爆發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1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水

災、土石流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1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風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1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處所外儲存附加條款 

P1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天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P1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P1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火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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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P1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P2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

卸安全附加條款 

P2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P2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P2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抽

排水及泥砂清除費用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P2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 

P2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共

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2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

保部分工程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抽

水設備附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債

權人附加條款 

P3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 

P3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賠

款通知定作人附加條款 

P3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P3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四

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P3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自

負額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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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雇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

（甲式） 

 

 

 

 

 

 

 

 

 

 

 

 

 

 

 

 

 

 

 

 

 

 

 

 

 

 

 

 

 

 

 

 

P38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雇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

（乙式） 

P30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Ａ） 

P4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專

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P5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P07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081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

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範圍附加

條款（B） 

025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A） 

036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自

負額附加條款（A） 

08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擴

大承保新取得財產附加條款 

999G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保

單賠償限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A） 

039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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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僱主意外責任險損害防阻附加

條款 

 

 

 

 

 

 

 

 

 

 

 

 

 

 

 

 

 

 

 

 

 

 

 

 

 

 

 

 

 

 

 

900A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A） 

P37B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

險（丁式） 

B00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製造者危險附加條款 

B0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工程保證附加條款 

B03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使

用過之機械設備附加條款 

B04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烴

加工工業附加條款 

B0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烴

加工工業(承保觸媒)附加條款 

B06A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消

防附加條款 

B06B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裝

修／裝潢工程消防附加條款 

B0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臨

時建物及倉儲安全附加條款 

B09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第

三人動植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B17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明

挖鋪設管線附加條款 

B21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預

防洪水、漲水、淹水安全措施附加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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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A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

附加保險(A) 

 

 

 

 

 

 

 

 

 

 

 

 

 

 

 

 

 

 

 

 

 

 

 

 

 

 

 

 

 

 

 

 

B31B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第三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

附加保險(B) 

B3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

保定作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

附加條款 

B4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附加條款 

065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拆

除清理費用附加條款 

P30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B） 

B42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附加條款（Ｂ） 

P37C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

險（戊式） 

900B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B） 

901C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C） 

901D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D） 

901E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定

作人約定附加條款（E） 

062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颱

風季節自負額附加條款 

086 第一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施

工機具設備平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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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D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

險（己式） 

 

 

 

 901F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Ｆ） 

901F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J） 
901F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K） 
第一產物加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

款 

901L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L） 

第一產物保險費約定附加條款 

900C 第一產物定作人約定附加條款

（C） 

P03A 第一產物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

加條款（甲式） 

087 第一產物營業中斷附加條款 

P37G 第一產物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

(壬式) 

第一產物 72 小時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或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十。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十五。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六十。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六十五。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七十。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七十五。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五。 

91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07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30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地面下之損失附加條款 

30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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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九十。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九十五。 

十個月以上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303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折

舊率附加條款 

304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

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30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306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

頭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30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

頭損失附加條款 

308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

全措施附加條款 

309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

浦、馬達竊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31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31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

重吊桿附加條款(A) 

312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

重吊桿附加條款(B) 

313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

救費用附加條款 

032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999C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天

災及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天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E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及自負額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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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F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火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D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火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04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999B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

單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05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048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076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311B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

重吊桿附加條款（C） 

90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P1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

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P42B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抵

押權附加條款 

081 第一產物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擴

大承保範圍附加條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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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第

三人意外責任險擴大承保範圍附加

條款 

082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賠

款計算約定附加條款 

P34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

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變

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P44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終

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增

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減

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更

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恢

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53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道

路交通安全措施附加條款 

P0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P06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P0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P18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P19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P2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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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共

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抽

水設備附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債

權人附加條款 

P3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 

P32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P30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Ａ） 

P5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P07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025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A） 

036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自

負額附加條款（A） 

08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擴

大承保新取得財產附加條款 

999G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保

單賠償限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A） 

900A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A） 

C0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地面之下損失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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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水上損失附加條款 

C02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保陸上運輸附加條款 

C03A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平

均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C03B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加

速法折舊率附加條款 

C04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水

泥拌合車、幫浦車附加條款 

C0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自負額附加條款 

C06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

頭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C07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鑽

頭損失附加條款 

C08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安

全措施附加條款 

C09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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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竊

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C11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

重吊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C12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起

重吊桿自負額附加條款 

C13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拖

救費用附加條款 

355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吊

物損失附加條款 

P30B 第一產物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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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產物鍋爐保險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或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三十一‧三。 

一個月以上至二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三十七‧五。 

二個月以上至三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四十三‧八。 

三個月以上至四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十。 

四個月以上至五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六‧三。 

五個月以上至六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六二‧五。 

六個月以上至七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六八‧八。 

七個月以上至八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七五。 

八個月以上至九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一‧三。 

九個月以上至十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七‧五。 

十個月以上至十一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九十三‧八。 

十一個月以上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91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恐怖主義除

外附加條款 

077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電腦系統年

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40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重置價格附

加條款 

402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

條款 

403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鍋爐檢查附

加條款 

404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

加條款 

032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中途投保附

加條款 

045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加保專業技

術費用附加條款 

999B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保單賠償限

額附加條款 

05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指定公證人

附加條款 

048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預付賠款附

加條款 

076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網際網路附

加條款 

900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定作人同意

附加條款 

P17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拋棄代位求

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保險費分期

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延長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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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B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延長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抵押權附加

條款 

08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第三人意外

責任險擴大承保範圍附加條款 

082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賠款計算約

定附加條款 

P34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保險金額彈

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變更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 

P44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終止保險契

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增加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減少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P47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更改被保險

人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恢復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P0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加保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405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操作負荷附

加條款 

P06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加保加班、趕

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P07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加保空運費

附加條款 

P18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預付賠款附

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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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指定公證人

附加條款 

P25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共保附加條

款 

P26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共同被保險

人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抽水設備附

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債權人附加

條款 

P30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受益人附加

條款 

P32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中途投保附

加條款 

P30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受益人附加

條款（Ａ） 

P5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網際網路附

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恐怖主義除

外附加條款 

P077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電腦系統年

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025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共保附加條

款（A） 

036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

條款（A） 

085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擴大承保新

取得財產附加條款 

999G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保單賠償限

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拋棄代位求

償權附加條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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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A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定作人同意

附加條款（A） 

D01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新品重置價

格附加條款 

D02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自負額附加

條款 

D03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鍋爐及壓力

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D04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鄰近財物附

加條款 

P30B 第一產物鍋爐保險受益人附加

條款（B）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二十五。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四十。 

三個月以上五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十五。 

五個月以上七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七十。 

七個月以上九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 

九個月以上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91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恐怖主義除

外附加條款 

07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電腦系統年

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50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

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502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

物附加條款 

502B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

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51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

設備附加條款(A) 

51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

設備附加條款(B) 

513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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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

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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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

損失附加條款 

51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

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51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

械設備附加條款 

518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

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519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

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52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

卻劑附加條款 

52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鏈

條附加條款 

52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金屬線及纜

線附加條款 

52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

加條款 

53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

圈折舊附加條款 

53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內燃機折舊

附加條款 

53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氣渦輪機引

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54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壓印板

（platen press）附加條款 

54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

加條款 

544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蒸氣、水力、

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

款 

54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

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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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可替換工

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032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中途投保附

加條款 

04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專業技

術費用附加條款 

999B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保單賠償限

額附加條款 

05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指定公證人

附加條款 

048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預付賠款附

加條款 

07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網際網路附

加條款 

90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定作人同意

附加條款 

P1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拋棄代位求

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保險費分期

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延長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A) 

P42B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延長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抵押權附加

條款 

08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賠款計算約

定附加條款 

P34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保險金額彈

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變更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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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終止保險契

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增加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減少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P4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更改被保險

人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恢復保險金

額附加條款 

P0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罷工、暴

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P0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加班、趕

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P0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空運費

附加條款 

P18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預付賠款附

加條款 

P19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指定公證人

附加條款 

P2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共保附加條

款 

P2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共同被保險

人附加條款 

P2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共同被保險

人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抽水設備附

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債權人附加

條款 

P3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受益人附加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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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中途投保附

加條款 

P30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受益人附加

條款（Ａ） 

P5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網際網路附

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恐怖主義除

外附加條款 

P07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電腦系統年

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025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共保附加條

款（A） 

036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自負額附加

條款（A） 

08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擴大承保新

取得財產附加條款 

999G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保單賠償限

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拋棄代位求

償權附加條款（A） 

900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定作人同意

附加條款（A） 

P30B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受益人附加

條款（B） 

E0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調整保險金

額及保險費附加條款 

E02A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鄰近財

物附加條款 

E02B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第三人

意外責任險附加條款 

E1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

設備（不含運送）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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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可移動機械

設備（含運送）附加條款 

E13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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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4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內燃機

及氫冷發電機（Hydrogen-cooled 

generators）爆炸附加條款 

E1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儲存品

損失附加條款 

E1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加保淹水或

淤積損失附加條款 

E1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地下使用機

械設備附加條款 

E18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沉水式及深

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E19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耐火材料及

圬工設施附加條款 

E2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潤滑油及冷

卻劑附加條款 

E2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輸送帶及鍊

條附加條款 

E2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金屬線及非

傳輸電力之纜線附加條款 

E2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照明燈泡附

加條款 

E3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重繞電機線

圈折舊附加條款 

E3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內燃機折舊

附加條款 

E3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氣渦輪引擎

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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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2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壓印機械設

備檢修附加條款 

E43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馬達檢查附

加條款 

E44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蒸氣、水力、

氣渦輪機及渦輪發電機檢修附加條

款 

E45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鍋爐及壓力

容器檢查附加條款 

E46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建築物附屬

機械設備總括承保附加條款 

E90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可替換工

具、高損耗品及工作媒質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二十五。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四十。 

三個月以上五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十五。 

五個月以上七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七十。 

七個月以上九個月以下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 

九個月以上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911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恐怖主義除

外附加條款 

077 第一產物機械保險電腦系統年

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60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空調設備缺失所致損失附加條款 

60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真空管（tubes, valves）附加條

款 

60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竊盜附加條款 

60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

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605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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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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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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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

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608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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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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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

腦額外費用險理賠附加條款 

631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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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

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63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

災損失除外附加條款 

63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

調設備附加條款 

63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

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636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

工費用除外附加條款 

63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

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638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氣

體、水電供應附加條款 

661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X光

軟片附加條款 

66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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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

舊設備附加條款 

66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

復延遲附加條款 

66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

賃設備附加條款 

69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

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032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999C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天

災及火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天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E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及自負額附加條款 

999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天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999F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

災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99D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

災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04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999B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保

單賠償限額附加條款 

05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048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076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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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P1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保

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P42B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抵

押權附加條款 

08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賠

款計算約定附加條款 

P3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保

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變

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P4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終

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增

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減

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更

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恢

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0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P06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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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P18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P19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P2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 

P26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共

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抽

水設備附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債

權人附加條款 

P30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 

P3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P30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Ａ） 

P5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P07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025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A） 

036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自

負額附加條款（A） 

08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擴

大承保新取得財產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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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竊盜附加條款（A） 

605A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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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06A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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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1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理

賠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690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內

部遷移（Internal Removal）附加條款

（A） 

999G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保

單賠償限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A） 

900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定

作人同意附加條款（A） 

688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小

額賠款附加條款 

689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實

損實賠附加條款 

607A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重

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Ａ） 

P30B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B） 

F0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真空管（tubes & valves）附加條款 

F0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加

保竊盜附加條款 

F0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流

動電子設備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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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5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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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6 第一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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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新

品重置價格理賠附加條款 

F08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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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火

災、閃電、爆炸及飛行物體碰撞損

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F3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機

械或電氣性故障損失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F3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水

災損失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F3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空

調設備附加條款 

F3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搭

設鷹架及梯架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

款 

F36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圬

工費用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F37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電

腦斷層掃描設備（Computer 

Tomographs）附加條款 

F6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X

光軟片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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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2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放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F63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陳

舊設備附加條款 

F64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修

復延遲附加條款 

F65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租

賃設備附加條款 

F91 第一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維

護保養合約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短期費率表 

凡保險期間不足一年或被保險人中途要求退保者，應依下列短期費率計收： 

一個月以下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二十五。 

超過一個月至三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四十。 

超過三個月至五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五十五。 

超過五個月至七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七十。 

超過七個月至九個月者按全年保險費百分之八十。 

超過九個月者按全年保費計收。 

 

P17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 

P20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保

險費分期交付附加條款 

P42A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A) 

P42B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延

長保險期間附加條款(B) 

080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抵

押權附加條款 

082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賠

款計算約定附加條款 

P34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保

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P43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變

更保險期間附加條款 

P44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終

止保險契約附加條款 

P45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增

加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46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減

少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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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7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更

改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50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恢

復保險金額附加條款 

P01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加

保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P06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加

保加班、趕工及加急運費附加條款 

P07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加

保空運費附加條款 

P18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預

付賠款附加條款 

P19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指

定公證人附加條款 

P25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 

P26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共

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 

P28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抽

水設備附加條款 

P29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債

權人附加條款 

P30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 

P32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中

途投保附加條款 

P30A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Ａ） 

P51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網

際網路附加條款 

P911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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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7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不保附加條款 

025A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共

保附加條款（A） 

036A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自

負額附加條款（A） 

P17A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拋

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A） 

P30B 第一產物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受

益人附加條款（B） 

第一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恐怖

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電腦

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恐怖

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電腦

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恐怖主

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電腦系

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保固保證保險保險期

間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恐怖

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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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產物工程保留款保證保險電腦

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恐怖

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電腦

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恐怖主

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工程履約保證保險電腦系

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恐

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電

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 

無短期保險費，保險期間不滿一年，仍以一年之年費率計算。 
第一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恐怖

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第一產物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電腦

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