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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非住宅用皆可投保
如：工廠、辦公室、商店批發⋯等

僅一般行號商店適合投保

必備主力商品
最大承保
事故範圍

客製化商品 專案型商品

另有多條附加條款  (附加條款可視實際需要及妥適性隨各保單增添，見1-4頁。)

★大部分的客戶都會選擇j純火險，或是增加一些k附加險，因此火附險為必備之主力商品！
★而由最常見的 1 火險＋ 2 附加險，所搭配組合出 3 ∼ 7 的商品，可讓不同的客群有其合適的選擇。
★ 3 為全險式保單，其承保事故包含範圍比（純火險＋所有的附加險）還要更廣。
★ 7 則為通賣商品，簡單又有特色，客群明確，亦是不可或缺之行銷利器！

我們熟悉的新聞報導經常插播火警意外事故，救災畫面觸目驚心，生活週遭也不時耳聞緊急的消防車東奔

西跑⋯

沒錯！這就是火災意外事故。

英勇的消防隊員、不顧生命安全的搶救，只為了降低火災事故引起的生命及財產損害；然而災損之後，面

對殘破的家園或廠房，一生心血付之一炬，你該怎麼辦？ 

火險的目的是什麼？

火災之可怕，就在於會迅速帶來巨額的災害，火險即是在財產的損失範圍內提供金錢上的補償，避免陷入

資產一夕全無的窘境。

我幾十年來都沒有發生過火災，為何要保火險呢？

１、火險的保障，其實不只是火災，還可以投保地震、颱風、竊盜等附加保險。

２、火災的特性之一就是發生的機會非常小，正因為如此才能有便宜的保費，一旦發生火災，百萬元的損

失，可能都遠高於您500年的保費。

３、同時火災另一特性則是損失非常龐大，在沒有防火區劃的空間裡都為同一危險，您用多年心血建立的

事業，為何不願花點小錢保護它呢？

★唯有透過保險，才能做到火災意外事故後之損害補償。

富邦針對火災保險，設計規劃出一系列相關的保險商品，以備您的不時之需。

(一) 企業火險商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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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保險總覽

菜色齊全的自助餐，盡情來享用！

(1)地震險

(2)颱風及洪水險

(3)爆炸險

(4)煙燻險

(5)水漬險

(6)竊盜險

(7)自動消防裝置滲漏險

(8)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碰撞險

(9)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險

(10)營業中斷險

(11)租金損失險

要點菜了嗎？

白飯先來一碗，這是一定要的啦！

滿漢全席，

保障一次吃

到飽！

商  店
綜合保險

 純  火  險

 附  加  險

 全  險

套餐幫你配

得剛剛好！

連鎖商店
綜合保險

滿意全家餐，

大小都顧到！

停  業
損失保險

套餐幫你配

得剛剛好！

經典合奏雙主

菜，營養均衡

最健康！

百 萬 雙
星 計 畫



(二) 企業火險商品推薦與保額

您可為客戶規劃投保以下保險商品，並幫客戶計算需要的保險金額：

A.財產損害保障（標的物種類：實體財產）

各種客群可建議投保的商品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製造業、加工業 無製造、無堆貨
行號商店、公共

場所、倉庫等

套餐號碼 簡述（詳商品介紹）

金屬、土木、原

料、食品、化

學、動力工業⋯

補習、金融、診

所醫院、研究中

心、辦公室、文

物館、學校⋯

電器、五金、文

具、車行、服飾

店、洗衣店、美

髮店、小吃、糕

點、百貨公司、

旅館、藥局

1 純火險 非純住宅都可投保的商業火險

2 附加險

(1)地震險、(2)颱風及洪水險、(3)爆炸險、
(4)煙燻險、(5)水漬險、(6)竊盜險、(7)自
動消防裝置滲漏險、(8)航空器墜落、機動車
輛碰撞險(FAVD)、(9)罷工、暴動、民眾騷
擾、惡意破壞行為險(SRCC)

建議可選擇

(1)地
(2)颱
(3)爆
(4)煙
(5)水

建議可選擇

(1)地
(2)颱
(4)煙
(5)水
(7)自
(9)罷(SRCC)

建議可選擇

(1)地
(2)颱
(4)煙
(6)竊
(8)航(FAVD)
(9)罷(SRCC)

3 全險
承保事故相當於火險＋全部的附加險，甚至

更多

4 商 店 綜

合 保 險

為商店搭配出的套餐保險，火+現金+玻璃+
責任

5 連 鎖 商

店綜合險
為連鎖商店規劃的全險式保險

火險的標的物可分為以下五項，分別計算實際價值之保額：

不

動

產

建築物

◎建築本體、中央空調、電梯、水電衛生設備

保險金額＝建築造價成本－折舊

或　　　＝每坪造價×坪數－折舊

*可見1-40頁「造價參考表」
（或選擇不扣除折舊的重置價值，請洽核保人員）

營業裝修

◎天花板、裝潢⋯等

保險金額＝裝潢成本－折舊

（或選擇不扣除折舊的重置價值，請洽核保人員）

動

產

營業生財

◎廣告招牌、電腦、印表機、影印機⋯等

保險金額＝購買時成本－折舊

（或選擇不扣除折舊的重置價值，請洽核保人員）

機器設備

◎工廠生產用機器、儀器⋯等

保險金額＝購買時成本－折舊

（或選擇不扣除折舊的重置價值，請洽核保人員）

貨物

◎原物料、半成品、成品、商品⋯等

保險金額＝進貨成本（取最高貨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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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火險商品推薦與保額
您可為客戶規劃投保以下保險商品，並幫客戶計算需要的保險金額：

火災保險總覽

B.利潤損失保障（標的物種類：金額×時間）

各種客群可建議投保的商品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製造業、加工業 無製造、無堆貨
行號商店、公共場

所、倉庫等

套餐號碼
簡述

（詳商品介紹）

金屬、土木、原

料、食品、化學、

動力工業⋯

補習、金融、診所

醫院、研究中心、

辦公室、文物館、

學校⋯

電器、五金、文

具、車行、服飾

店、洗衣店、美髮

店、小吃、糕點、

百貨公司、旅館、

藥局

6 停業損失保險

發生火災造成無法

開店，可補償此期

間的淨利損失

保險金額＝約定之每日最高賠償額度×最高賠償日數

例：停業損失保險金額27萬＝每日最高賠償額度3,000元×最多90天。

自負額：至少為二個連續營業日

2 (10)營業中斷保險
(附加險)

因事故損失造成營

業中斷，可補償此

期間的淨利損失或

無法停止的持續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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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中斷險為較複雜之商品，核保上亦較嚴格，須請客戶提供保險金額估算表，或參考客戶之損益表，如有報價上的

困難可請核保中心或火險商品部協助。

(一)營業毛利減非持續費用
→營業毛利：營業收入總額減去營業成本總額

→非持續費用：於營業中斷期間不必繼續支付的費用

(二)持續費用
→持續費用：於營業中斷期間必須繼續支付的費用

2 (11)租金損失保險
(附加險)

因承保事故損失所

減少的租金收入（

或租金支出）

保險金額＝租金收入（或租金支出）× 12個月

A.+B.財產損失保障＋利潤損失保障

7 百萬雙星

１商業火險

＋

６停業損失險

＋

5項附加條款

承保5 0種店面使
用性質，詳商品介

紹後所附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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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附加條款內容
附加條款為基於個別客戶、保險標的、保險需求的不同，但於現行保單基本條款無法提供的條件，

而以文字約定加列於保險單上的條款，即稱之為附加條款。這些附加條款都會擴大保險公司的責任，

有些則需要加費。

附加條款可視實際需要，隨各保單增添或刪除，而基本條款內容是不得任意變動的。

◎常用的附加條款  有★記號表示大部分保單都可以貼的條款。(目前至99年共有100多條附加條款)

火災保險總覽

編號 名稱
條款主要內容

(詳細約定需視實際條款內容)
說明

(適用時機與限制條件)

SB001
重置成本

附加條款

保險金額之訂定，以重置價值為評估基礎，

即不考慮折舊因素

受損後有重置必要之新品，將以重置金額賠

付保戶

適用之標的物為建築物、營業裝修、機器設

備與營業生財。

SB002
8 0 %共保
附加條款

損失時，若保額已達標的物實際價值80%者，
賠付不需要比例分攤

標的物價值可能波動較大時，避免因此造成

不足額投保；須加收1成保費

貨物不適用，竊盜險不適用

SB003
實損實賠

保險附加

條款

保險金額係以實損實賠為基礎

以發生竊盜時最大可能損失投保，而不宜因

此受比例分攤者

僅適用於竊盜險，故適用之標的物為機器設

備、營業生財及貨物。

★
SB004

保險金額

自動增加

附加條款

標的物實際價值增加之部分，10%以內均自
動予以承保

建築可能有擴建、改建之情形，機器或生財

可能需添購或改良者

適用之標的物為建築物、營業裝修、機器設

備，不適用於貨物

★
SB005

保險金額

自動恢復

附加條款

發生保險事故後，受損標的物之保險金額自

動恢復

用以避免被保險人忙於恢復重建而忘了增加

保額，恢復後再補繳保費。

業務品質不佳之業務較不適用。

SB006
專業費用

附加條款

賠償為恢復原狀所需且合理之專業費用，以各

分項賠償金額5%為限，不超過500萬元

如技師費、會計師、律師費用等項（不包含

求償費用）

適用之標的物為建築物、營業裝修、機器設

備。

★
SB007

殘餘物清

除費用附

加條款

承保對受損保險標的物搬運殘餘物、拆除或

分解、支撐、清除之費用，以各分項賠償金

額15%為限，不超過1千萬

擴大承保發生保險事故所產生的清除費用，

使理賠服務更周全。

因政府命令或法規而修復或拆除所生清除費

用須除外。

SB008
暫時外移

附加條款

標的物因清理、改裝、修復等，暫時遷移至

契約載明地址外可關閉處所，本公司仍承保

，但賠償金額以該標的物保額5%為限，不超
過500萬元

當標的物暫時送去保養或改裝時，雖然離開

原地址，仍給予小額的保障。

貨物不適用，標的物於運輸途中及展覽會場

不適用。

SB009
預付賠款

附加條款

保險事故發生經本公司理算後，損失金額確

定部分先預付予被保險人

為使被保險人儘速回復標的物原狀之用。

－

★
SB010

建築物外

部設備附

加條款

承保不動產包含牆垣、簷廊、外部附著裝

飾、外部樓梯間及鐵架結構體

當建築有附著於外牆的修飾及設備時，可明

確指出予以承保。

適用之標的物為建築物及營業裝修。

SB011
擴大承保

處所附加

條款

擴大承保契約載明處所內，置存於平台上、

通廊中之財物

－

適用之標的物為機器設備、營業生財及貨

物。

SB012
內部遷移

附加條款

標的物在契約所載地址範圍內部遷移，本公

司仍承保，但賠償金額以動產保額10%為限，
不超過1千萬元

當保單有多地址，其動產可能須在這些地址

間遷移時，仍可有小額的保障。

適用之標的物為機器設備、營業生財及貨物，

且列明不同地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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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綜合保險承保範圍SB013
改建與修

復附加條

款

被保險人對不動產進行改建、增建或修復並

不影響本保險契約之效力。若建築結構或使

用性質變更，應通知保險公司重訂費率。

標的物可能會有一些小型改建，但不至於改

變建築結構時。

貨物不適用，本條款一般僅適用小型改建、

增建或修復

SB014
拋棄代位

求償權附

加條款

本公司對所列與被保險人在所有權或經營管

理上有關係之人，同意拋棄代位求償權利

附近的公司與被保險人為關係人時。

須明列欲拋棄代位對象的關係人公司全名。

SB015
車輛裝載

物附加條

款

裝載標的物之車輛暫時停置於契約所載明處

所內時，本公司予以承保

出貨前可能會先將貨物放上貨車，貨車仍停

放於廠區內時，貨物仍在承保中。

適用之標的物為貨物

SB016
理賠準備

費用附加

條款

承保為準備或證明理賠金額所發生必要且合

理之費用，但不包括與本公司協商理賠時所

產生之費用，每一事故理賠準備費不超過

100萬

擴大承保為了理賠準備所花的費用，使理賠

服務更周全。

－

SB017

建築物拆

除及建築

費用增加

附加條款

因保險事故，被保險人為執行法令規定所發

生之下列費用：(不超過1千萬)
(一)因拆除任何未受損保險標的物之額外費
用 

(二)在其他地點重建、重置或修復該受損標的
物所實際發生之費用(不包括土地成本)，
但不得高於在原處重建、重置或修復所實

際發生之費用

原本僅部份受損的建築，因為政府法令而必

須花錢拆除未受損的部分，又為了維持營運

須再另一處重置建築，此兩項費用可由此條

款得到保障。

適用之標的物為建築物。

SB018
甲式趕工

費用附加

條款

承保因進行臨時性修復或永久性修復所增加

之合理趕工費用，不超過500萬元

包括為了修復標的物趕工的加班費、快遞

費、運輸費三項。

貨物不適用，不可同時附加SB019乙式額外費
用附加條款。

SB019
乙式額外

費用附加

條款

(一)為緊急從事必要之修復標的物而產生之
快遞費用、加班費、雇用額外勞力或租

用設備購買材料費用。

(二)為避免損失擴大，對於政府機關所提供
之服務或供給設備，所必需繳付之任何

費用(罰鍰或罰金除外)。
(三)為避免擴大損失所必需從事之支撐、支
持或臨時性修理之費用。

(一)(二)額外費用賠償限額為500萬

相較於SB018，此額外費用的包含範圍較廣。

貨物不適用，不可同時附加SB018甲式趕工費
用附加條款。

★
SB020

消防費用

附加條款

承保(一)被保險人應分攤之消防費用 (二)耗
用消防器材之費用

擴大承保消防費用，使理賠服務更周全。

－

SB021
鎖鑰費用

附加條款

承保因竊盜、強盜、強奪所致重置或複製鎖鑰

或開啟保險箱或房間所生費用，不超過20萬

門窗或保險箱可能被破壞，而須換鎖或請鎖

匠開鎖的費用。

適用之標的物為營業裝修、營業生財

SB023
小額賠款

附加條款
若損失金額未達500萬，不用不足額比例分攤

當保額大於5億，被保險人無道德風險疑慮
時，才可適用。

僅適用財產保額在新台幣5億以上者。（百萬
雙星計畫不受此限）

★
SB033

被保險人

員工所有

動產附加

條款

承保被保險人員工所有動產，每一員工賠償

限額2千，總賠償限額50萬

標的物處所有較多員工個人的財物時。

不可同時附加SB022其它動產附加條款。

★
—

富邦產物

寄託或寄

售財物附

加條款

承保之標的物如係受寄託或寄售之財物，於

遇保險事故發生損失時，本公司視實際損失

之情況按保險單基本條款理賠事項之約定賠

償之。

有他人財物寄託於標的物地址時。

應有他人寄託財物的明確帳冊。

★
—

富邦產物

現場保全

維護費用

附加條款

承保為維護事故現場或防止損失擴大之現場

保全維護措施，產生的必要合理費用。最高

10萬元，不受比例分攤限制，與標的物賠款
合計超過保險金額仍賠償該項費用。

擴大承保請保全人員的費用，使理賠服務更周

全。

－

★
—

富邦產物

緊急處理

費用附加

條款

立即支付為進行保險標的物初期緊急之救

護、清點、分類等現場處理所產生之費用。

最高3萬元，不受比例分攤限制，與標的物賠
款合計超過保險金額仍賠償該項費用。

擴大承保現場緊急處理所花的費用，使理賠

服務更周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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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菜了嗎？白飯先來一碗，這是一定要的啦！
1.商品說明

商業火險之純火險為各企業火災保障最基本的保險，為所有企業所必須投保之基本險種，主要內容即

為保險人承保火災所引起的財產損失。投保純火險（主險）後，還可增加附加險，以增加承保的危險

事故或標的物。

2.承保範圍

承保的危險事故 標的型態

◎火災

◎爆炸引起的火災

◎閃電雷擊

因前項各款危險事故之發生，為救護保險標的

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視同本保險契約

承保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如消防損失)

A. 財產損害保障

因承保的危險事故發生，致標的物受損之損失，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所有火險附加險均可酌予附加。

基本上所有附加條款均可視個案酌予附加，見1-4頁

「常用附加條款內容」。

例如：  

○被保險人員工所有動產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寄託或寄售財物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現場保全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緊急處理費用附加條款

●可附加險：                                     ○常附加條款：

承保對象 保險標的物

凡是供住宅用以外之有形財產均可投保商業火災保險。如辦公處

所、商店、倉庫、公共場所、工廠等。
依使用性質，客戶各有其主

要的標的物項目，可參考1-2

頁的建議。

◎建築物

◎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

◎機器設備

◎貨物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純火險(商業火災保險)  商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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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火險(商業火災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Q1：依您所見，我應該要投保多少呢？（保險金額）

A1：火災保險所承保的是物品的實際價值，所以要用原本取得物品的成本扣除折
舊。請問您建築造價成本多少呢？有幾坪大呢？是哪一年建造的？

例如說造價成本1000萬的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耐用年數50年，已經使用了

25年，此時的實際價值就只剩大約500萬元。如果不知道造價成本多少，可

參考造價表×使用坪數(含公設)。（『保費試算』一節有更詳細的範例。）

※若用重置價值投保另議，請洽核保人員。

但請注意，貨物是用進貨成本投保，而非售價，且沒有折舊的概念。

Q2：如果多保或少保會怎麼樣嗎？

A2：保太多或保太少，對客戶都是不划算的。
保額超過實際價值，理賠的時候也不會賠到保額，僅會依實際價值理賠，所

以多保只會浪費保費而已。

保額太少更不好，會有不足額比例分攤的問題，保額不夠，理賠時所得到的

保障就會打折扣。

Q3：什麼是不足額比例分攤？對我有什麼影響？

A3：不足額保險：保險金額太少時，低於實際價值，就是不足額保險。假設有100

箱貨物，卻只有投保10箱貨物的金額，則會視為每一箱貨物都只有十分之一

的保險，因此出險時損失了多少，只會賠十分之一而已，這樣的保障是不足

夠的！

★您知道嗎？台灣地區平均每天就有7起火災發生，每一把火都將一生的辛勞化為灰燼⋯

★火災保險，是事業經營最基本的必備保障。

★另可依自身的需要，選擇附加險或附加條款的額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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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火險(商業火災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Q4：如房屋為銀行貸款須注意哪些事項？

A4：理賠時，抵押銀行債權部分將有優先受償權，因此須提供抵押行庫名稱。記
得確認是否要顯示分行喔。

保險金額不等於貸款金額，應依實際價值計算保額來投保，以免投保金額過

高或不足額投保。

Q5：如房屋為租用，應如何投保，須注意哪些事項？

A5： Case 1
基本上應以所有權為保險利益，因此房屋應由屋主投保，由屋主為要、

被保險人。

Case 2
若由承租人為要保人，僅投保建築物時，建議由屋主為被保險人，並須

備註「建築物所有權人為XXX」。

Case 3
若由承租人為要保人，同時投保建築物與其自己所有之動產時，應由承

租人為被保險人，並須備註「建築物所有權人為XXX」。

Case 4 承租人亦可僅為自己所擁有之動產購買保險，由自己為要、被保險人。

保險標的物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屋主 要、被
被

＊註明建築物所有

權人為ＸＸＸ

＊註明建築物所有

權人為ＸＸＸ

承租人 要 要、被 要、被

Q6：哪些案件須請產險人員安排查勘？

(一)原則上不須查勘案件：
辦公室、行號店舖—

總保險金額NT$5,000,000(含)以下，請經辦人員自行確認客戶之建築結構(例：鋼筋混
凝土造平屋頂二層樓、鐵皮造鐵皮屋頂一層樓) 及使用性質(例：辦公室、西藥房、美
髮美容院⋯等)，即可先行報價，若有需要時再附上標的物外觀照片確認即可。

(二)原則上須查勘案件：
a.辦公室、行號店舖—
總保險金額NT$5,000,000.以上。

b.非辦公室、行號店舖(例:工廠、倉庫、大賣廠⋯等)—
原則上不論保險金額多寡，均須經查勘後方能報價。

★上述須查勘的案件除要保書基本資料填寫外，請再提供保戶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以便查勘人員進行查勘作業。待查勘完成後方能進行報價作業。

A5：



 災

富

保

邦

險

火

1-9

純火險(商業火災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Q7：一般查勘大約要多久完成？

A7：營業人員送件 → 產險窗口人員收件 → 交產險轄區查勘人員安排查勘〈原則

上須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查勘〉→報價。

當產險窗口人員通知營業人員須查勘時，請營業人員先通知客戶，以利查勘

人員致電予客戶約訂查勘日期。

Q8：商業火險有哪些業務屬於拒、限保業務？

A8：

一

不保業務

〈1〉樣品屋 〈8〉腳踏車工廠

〈2〉木造建築物 〈9〉泡棉廠 

〈3〉鐵皮連棟建築物
（三棟及以上）

〈10〉農藥廠

〈4〉有噴漆之木器工廠 〈11〉塑膠袋製造廠

〈5〉專業噴漆廠
〈12〉廢料再製及回收品廠，含金

屬品及其他可燃物品

〈6〉保麗龍工廠 〈13〉香燭工廠

〈7〉油漆廠 〈14〉瓦斯分裝廠

二

下列行業為控制行業

〈1〉倉庫 〈4〉木、竹、藤器及一般家具店 

〈2〉特種行業 〈5〉印刷電路板廠

〈3〉紡織、染整廠 

上述行業別，若有業務考量時，須以個案方式處理。

Q9：未來如有商業火險案件報價，可以請誰協助及服務？

A9：原則上由富邦產物窗口人員為大家服務，但若遇到大型業務或者產物窗口人
員無法處理的案件，可直接打到產物分公司找核保中心或總公司火險核保人

員協助。



菜色齊全的自助餐，盡情來享用！

財產損害保險(附加險)

可附加於主險

1
純火險

3
全 險

4
商店綜

合保險

5
連鎖商

店綜合

保險

6
停業損

失保險

1 地震險
地震！牆壁裂開、貨物摔壞、精密

機械失靈⋯

2 颱風及洪水險
淹水泡壞了機器設備、貨物，也吹

壞了窗戶和招牌⋯

3 爆炸險
製程中有易爆粉塵、化學反應，

甚至是洗衣機都有可能會爆炸

4 煙燻險
意外事故造成的煙燻，燻壞了儀

器、裝修

5 水漬險
水管管線、水槽意外破裂而噴水、

滲水

6 竊盜險
昂貴的儀器或貨物最擔心被偷走或

搶走

7
自動消防裝置滲

漏險

自動消防系統不正常啟動噴灑，

或水源意外崩潰

8
航空器墜落、機

動 車 輛 碰 撞 險

(FAVD)

三角窗地帶黃金店面、或路衝的位

置，最怕莫名其妙的車輛衝進來

9

罷 工 、 暴 動 、

民 眾 騷 擾 、 惡

意 破 壞 行 為 險

(SRCC)

被黑道砸店、潑油漆、毀損招牌或

玻璃

利潤損失保險(附加險)

可附加於主險

1
純火險

3
全 險

4
商店綜

合保險

5
連鎖商

店綜合

保險

6
停業損

失保險

10 營業中斷險

發生災害後，損失的不只是實物，

還潛在更大的營業中斷造成利潤的

損失

11 租金損失險

我是房東，我的建築發生火災後無

法再出租；我是老闆，我的店面發

生火災，我還得另外去租一個地方

來維持營運

1. 商品說明
附加險是指不能單獨投保，只能附加於主險投保的保險險種，以補充主契約不足的地方，而主險是可以

單獨投保的。附加險有著下列優勢：1、客戶可以依據個別需求，一次購買適合之附加險。2、擁有更
細緻獨特、更廣泛的保障需要，使保障內容豐富。3、附加險是各大保險公司展現專業、創意與服務的
根本出發點。若您正打算買保險，千萬別忘了在購買主險的同時，附加幾款實用的附加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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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險  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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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險  行銷參考資料

Q1：為什麼要有自負額？

A1：每間產險公司都會設自負額。設自負額有三個主要原因：
1. 產險公會規定，火險之附加險一定要設基本自負額。
2. 減少小額損失不經濟的理賠成本，可回饋至整體消費者保險費的降低。
3. 可有助於避免道德危險，對眾多的客戶而言更公平。

Q2：為什麼天災險那麼貴？

A2：從風險對價的原則，顯示了天災造成的損失更是不容小覷。火災發生的機率
很小，但台灣每年卻都有數十場大小颱風及地震！嚴重的天災將一次帶來全

面性的損失，保險公司也須提存較多的準備金，因此費率貴是可想而知的，

但這也表示天災對您店家的危害不容忽視。

Q3：地震引起的火災、營業中斷，我能得到理賠嗎？

A3：請問您有投保地震險嗎？地震的震害，與其引起之火災(及營業中斷)，都必
須在投保火險(及營業中斷)的同時有附加地震險，才會有理賠喔！原本為了
避免保險範圍有重複，這些附加險所承保的危險事故，在純火險中是排除的，

必須要用附加險來補充保障這些事故造成的損失，及其引起的火災損失。

Q4：我應該要投保哪種利潤損失保險？

A4：
客戶 工廠類

辦公室類或出租建築物

的房東
中小型店面

推薦 營業中斷險 租金損失險 停業損失險

說明

營業中斷險較適合有明

確財報、長期營運、

資金仰賴股價的上市公

司，多為大型企業。

辦公室類如可用另外承

租的方式來維持營運，

則營業利潤上的風險主

要限於租金。出租建築

的房東亦適合投保。

停業損失投保手續簡

便，以日數計算的保障

方式較符合中小型店面

需求。

★ 富邦產物提供最多樣化的選擇，滿足最多客戶的切身需求

★ 主險再選擇搭配附加險，精準填補風險管理的缺口

★ 富邦不只能保障財產的損失，更能保障財務的安全



除外事項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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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括 式 保 險

列舉出不保事故及原

因，除此之外的意外

事故皆屬於承保的危

險事故

1.商品說明
商業火災綜合保險（主險）是一張全險式的保單，全險式保單表列出不保事項，除此以外其它事故都承

保，因此承保事故範圍比列舉式來得廣，所有未除外的事故，對標的物財產造成的損失，保險人均予以

負責，是保障最完整的保險單。

2.承保範圍

承保的危險事故 標的型態

【全險式保單】

除不保事故及原因以外，皆屬承保範圍

A. 財產損害保障

對於保險標的物因不可預料意外事故所致之損

失，除了不保的危險事故及原因外，保險公司依

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營業中斷險

基本上所有附加條款均可視個案酌予附加，見1-4頁

「常用附加條款內容」。例如：

○富邦產物現場保全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緊急處理費用附加條款

●可附加險：                                      ○常附加條款：

承保對象 保險標的物

同商業火險，如辦公處所、商店、倉庫、公共場所、工廠等。 同商業火險，或見1-4頁「常
用附加條款內容」。

◎建築物

◎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

◎機器設備

◎貨物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全險(商業火災綜合保險)  商品介紹

滿漢全席，一次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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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險(商業火災綜合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Q1：全險，誰適合投保？

A1：由於全險的保障範圍廣，相對地保險費率高，因此適合企業集團重點營運的
公司，尤其是資金來源與股價敏感度高的上市公司。這些客戶對全險的需求

性較高，也才有充足的預算。

Q2：全險就是全部了嗎？

Q3：除外不保範圍是指哪些？

A2：不是的，概括式保險範圍雖廣，但仍有將不可保的事項除外。
除此之外，客戶的風險缺口還有利潤上的間接損失（如營業中斷），以及其

他險種的範疇，如：責任保險、運輸保險、工程保險，皆是視客戶需求另外

投保才能補足的。

A3：除外不保的事項大約可分為下列七類，詳細內容請見保單條款或參考DM。

一 保險標的物本身設計錯誤、固有瑕疵或施工品質不良。

二 保險標的物之自然耗損，如因溼度、光線變化所致。

三

1、未經暴力或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施，即侵入建築之偷竊。
2、侵占或不誠實行為。
3、盤點、資料歸檔遺失、文書會計處理之錯誤，運送中動產之短少，應供
應或送達之物資短少。

4、蒸氣設備、鍋爐、壓力器具之過熱、爆炸、焊接不良。
5、機械性或電氣性的當機。
6、當標的處所為空屋或不使用時，儲水槽容器或管線破裂、滲漏。

四
水文的侵蝕、地層下陷、滑動；露天或有開口處置存之動產受風雨沙塵之

損失；冷凝體不慎流出的溶解物。

五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

六 戰爭、恐怖主義、政府命令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七 核能、放射性污染引起之損失。

★ 除不保事故及原因外，皆屬承保範圍。

★ 意外事故何其多，全險給予最完整的保障。

★ 另可搭配營業中斷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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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說明

本保險以普遍的行號店舖為對象，承保事故打包了許多項商店最主要的風險，投

保此商店綜合保險（主險）即可一次獲得一整套保障，內容包含了火險及許多附

加險，還有現金、玻璃與責任等保險。同時商家也可再另外附加竊盜險與冷凍冷

藏食物附加條款。

2.承保範圍

承保的危險事故 標的型態

◎火險及其附加險

火災、閃電及雷擊、爆炸、颱風(不包含洪水
)、航空器或其墜落物之碰撞、機動車輛或其裝
載物之碰撞、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行

為

◎現金保險

◎玻璃保險

◎責任保險：僱主責任、公共意外責任、商品責

任

A. 財產損害保障

因承保的危險事故發生，致標的物受損之損失，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責任。

●竊盜險 ○冷凍冷藏食物附加條款(僅適用於商店綜合保險)

●可附加險：                                     ○常附加條款：

承保對象 保險標的物

一般可見的各種行號店鋪

（如西藥房、皮鞋店、電器行、雜貨店、五金行、文具店、水電

行、麵包店、美容院⋯等）
◎建築物

◎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

◎貨物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商店綜合保險  商品介紹

套餐幫你配得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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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綜合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A1： 火附險 依實際價值分項投保

現金保險 50萬

玻璃保險 2萬

責任保險 200萬

     

Q2：現金保險每次賠償的額度有多少？

A2： 現金損失發生情形 每次賠償限額

運送途中 5萬元

營業處所中

營業時間內 5萬元

非營業時間內 置存於保險櫃 2萬5千元

非營業時間內 未置存於保險櫃 1萬元

Q3：玻璃保險的內容為何？

Q1：我已經知道火附險的保額為實際價值，那現金、玻璃、責任險的保額為多少？

A2： 承保事故 保險金額

一

僱主責任

員工因執行職務，意外受傷或死

亡。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40萬元

二

公共責任

讓第三人（雇主及員工除外，如客

人、路人）受傷、死亡或財物受有

損害。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40萬元
每一事故財物損害：10萬元

三

商品責任

店家因其所銷售商品之缺陷，意外致

第三人受傷、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害，

並在保險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40萬元。
每一事故財物損害：10萬元。

政府規定店家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每人體傷或死亡最低兩百萬的保險金額。因

此本商品僅提供一簡易的責任保險，若須增加責任險保障，還是要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喔！（請參見新種險商品）

A1：店面的平面玻璃怕破掉，商店綜合就有保！一般的火附險裡要列名的保險事
故發生才有理賠，但此商品對玻璃因意外事故造成破損就可理賠，像是被客

人撞破、被路邊彈起石子擊破等（但地震除外），理賠包含拆除及重置的費

用。此商品也擴大承保玻璃上的裝飾花樣（5千元以內）和破碎玻璃對貨物的
損害（5千元以內）。

Q3：責任保險的內容為何？還需要投保政府規定的公共意外責任險嗎？

★ 貼心為商店作出最恰當的搭配，減少抉擇的煩惱。
★ 一般行號店鋪其可能面對的意外事故，在此張保單中幾乎都可獲得保障。 
★ 另可依店家之個別需求，選擇是否附加竊盜險或冷凍冷藏食物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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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說明

相較於商店綜合保險，此連鎖商店綜合保險（主險）則以連鎖商店為對象，一次承保多家分店。並且擴

大承保範圍為全險式保單，還可同時附加停業損失附加險與冷凍冷藏食物附加條款，讓保障同時包含財

產的損害，與利潤的損失，是連鎖商店投保之最佳選擇。

2.承保範圍

承保的危險事故 標的型態

【全險式保單】

除不保事故及原因以外，皆屬承保範圍

A. 財產損害保障

對於保險標的物因不可預料意外事故所致之損

失，除了不保的危險事故及原因外，保險公司依

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停業損失附加險

（每日賠償限額1500，最高賠償日數60

天）

基本上所有附加條款均可酌予附加，見1-4頁「常用

附加條款內容」。例如：

○冷凍冷藏食物附加險(僅適用於連鎖商店綜合保險)

○富邦產物現場保全維護費用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緊急處理費用附加條款 

●可附加險：                                     ○常附加條款：

連鎖商店綜合保險  商品介紹

滿意全家餐，大小都顧到！

承保對象 保險標的物

特定行業別(註)、領有合法營利事業登記證、有兩家分店以上。

註：連鎖商店綜合保險僅適用特一等建築之下列使用性質(依商業火險基本危
險費率表分類方式)：辦公室、保全、中醫、美語教學、電腦教學/兒童
才藝、圖書文具店/出租書坊、生活雜貨、鞋子專賣店、精品百貨、汽
車百貨、汽車修繕、花店、服飾專賣店、3C賣場/資訊商品店、洗衣清
潔、便利商店、眼鏡鐘錶專賣店、美髮美容、通訊商品店、家俱家飾、

攝影沖印、房屋修繕、休閒用品專賣店、珠寶專賣店、影音專賣店、連

鎖藥店/藥妝店、寵物店、麵包蛋糕專賣店、休閒飲品專賣店、健康休
閒、加油站⋯等共31類)

◎建築物(限特等)

◎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

◎貨物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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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商店綜合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Q1：這張也是全險式保單，跟火險常說的全險(商業火災綜合
保險)有何異同？

A1：主要相異之處，在於連鎖商店綜合保險須約定『每次賠償限額』以及『累計
賠償限額』，且有限定客群為連鎖商店。也因為如此，即使兩張同為全險的

商品，連鎖商店綜合保險可以有較便宜的保費。

『AOA 每次賠償限額百分比』：

所有地址合計總保險金額的30%（由核保人員決定）

『AGG 累計賠償限額倍數』：

累積賠償為每次賠償限額的2倍（由核保人員決定）

Q2：連鎖商店綜合保險的除外不保事項，跟全險(商業火災綜

合保險)的除外不保事項一樣嗎？

A2：是一樣的

Q3：要寫幾個地址呢？

A3：每個地址的資料都須載明。若有5家分店，就請商家提供5家分店的投保資

料；標的物地址、建築等級、使用性質、保險金額，及各分店的連絡資料

；因為出在同一張保單，所以保險期間適用同一段期間。

★ 承保範圍擴大，獨樹一幟。

★ 價格較市面上商業火險保單低廉。

★ 滿足消費者需求，保障完整，保單組合可同時包含財產保險、停業損失，保障頭家安居樂業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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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說明

停業損失保險（主險），是當意外財損造成店面或中小企業無法營業時，為彌補利潤上的損失，以每

日限額的方式給予補償。所承保的事故除了純火險的事故以外，還可擴大承保地震與颱風及洪水險所

造成的停業損失，係為本公司所獨創。

2.承保範圍

承保的危險事故 標的型態

承保範圍三要件：

◎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

◎承保地址內財物損失

◎停業損失

B. 利潤損失保障

因承保之危險事故，使標的物地址內之承保標的

物受損，導致無法繼續營業所致停業損失。

●停業損失保險地震險

●停業損失保險颱風及洪水險
無

●可附加險：                                      ○常附加條款：

承保對象 保險標的物

一般商店行號

中小型企業

（僅能出一年期保單，不得出短期保單）僅能出一年期保單，不得出短期保單）

◎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承保地址內

之財物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停業損失保險  商品介紹

秘方大獨賣，一口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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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業損失保險  行銷參考資料

Q1：可否只投保三個月？

A1：本商品不能出短年期保單。

Q2：若於保單期間最後一天才發生停業損失，最高賠償日數為
９０天，是否還要理賠？

A2：是的，只要出險時間仍在保險期間內，即使停業損失期間已超過保單到期日，
本公司仍理賠至恢復營業為止，最高以90天為限。

Q3：若停業損失每日賠償限額6000元，出險時就是每天賠
6000嗎？

A3：6000指的是每日賠償限額，將按實際損失理賠。
若實際停業損失每日3000元，即每日賠3000元；若實際停業損失每日9000元，
則每日最高僅賠償6000元。

★ 停業損失為主保險契約，不需先購買火災保險即可單獨出單。

★ 客戶可依實際需求選擇每日賠償額度及最高賠償日數。 

★ 商品設計簡單，客戶接受度高。 

★ 採每日最高賠償額度制理賠，不受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 

★ 停業損失險可作為行銷之敲門磚，輕鬆介入已投保其他同業之客戶。

98年8月20日，本公司已另外研發將『停業損失保險』列為附加險的一種，因此可依實

際需求選擇依主險出單或依附加險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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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合奏雙主菜，營養均衡最健康！

1.商品說明

基於保戶對商業火險與停業損失險的廣大需求，富邦產險特別推出百萬雙星計畫（專案），讓投保商業

火險、停業損失險或同時購買此雙主險的保戶，可以有簡易快速的方式，不必區分各項標的物的保險金

額，單一保額、單一費率，即可輕鬆享有財產面與利潤面的保障。

2.承保範圍

承保的危險事故 標的型態

方案一：(一)商業火險

方案二：(六)停業損失保險

方案三：(一)商業火險＋(六)停業損失保險

A. 財產損害保障＋ B. 利潤損失保障

方案一：因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標的物受損。

方案二：因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標的物地址內之承保標

的物受損，導致無法繼續營業所致停業損失。

方案三：包含方案一及方案二承保範圍。

無

被保險人員工所有動產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被保險人員工所有動產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消防費用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殘餘物清除費用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重置成本附加條款   

●可附加險：                                     ○常附加條款 (僅貼附於商業火險)：

承保對象 保險標的物

共50種店面使用性質

限特等建築

*詳見所附DM

下列各項保險金額可合併為一金

額表示。

◎建築物(限特等)

◎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

◎貨物

工廠類 辦公室類 批發零售類

百萬雙星計畫-專案  商品介紹

方案一：商業火險

方案二：停業損失保險

方案三：商業火險＋停業損失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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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雙星計畫-專案  行銷參考資料

Q1：保額要怎麼拆分？

A1：百萬雙星的保額不用拆分，只要將保額填列於專用要保書上，即涵蓋建築、
裝修、生財、貨物。但若要拆分也可於要保書上明列。

本商品雖不用比例分攤，但保險金額為理賠的上限，還是要依標的物重置價

值建議足夠的保額，才不會有缺失喔。

Q2：DM上的保額可以改嗎？

A2：火險的保額可以更改，須介於100萬到500萬之間。停業損失險的保額則不能

更改，訂定為27萬，每日限額3000，最高賠償日數90天。

Q3：此商品的特色為何？

A3：１、此商品內容簡易、符合客群基本需求，保費清楚、客群眾多且明確，是
容易銷售的商品。

２、此專案特別適用的5條附加條款，也是其最大特色。

３、有精美的正式DM及要保書，是行銷時相當方便的工具。

★ 單一費率，可自行依規劃方案計算保費。

★ 不需查勘(僅提供相片)，符合條件，立即承保。

★ 火險保險金額採單一方式計算，不需提供各項保險金額，以利前端行銷時與客戶解說。

★ 同時包含財產損害保障與財務損失保障。



要保書填寫要點與範例

        

98年06月01日(98)富保研發火字第331號函備查

總公司：台北巿建國南路一段237號(富邦大樓) 電  話：（02）2706-7890(代表號)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Fubon Insurnce Co.,.

您可透過免費服務電話0800-009-888或至本公司網站(www.518fb.com)、總公司、
分公司及通訊處查閱及索取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免費申訴電話：0800-009-888

副　本
份　數

是否電腦打單 是　否

輸入 校對

幣別：新台幣元

保險單號碼

被  保  險  人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人 地 址

要  　保  　人

通  訊  地  址

保  險  期  間

第 號本單係 第 號續保 ID/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人郵遞區號

郵遞區號

郵遞區號

公司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0500 2009FSC3000493 23491008

華＊＊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海山路一段３＊＊＊＊＊＊
338

338
桃園縣蘆竹鄉海山路一段３＊＊＊＊＊＊

華＊＊業股份有限公司

338 桃園縣蘆竹鄉海山路一段３＊＊＊＊＊＊

12 個月 自民國098年08月30日　中午12時 起至 民國099年08月30日　中午12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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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要保書人願依照　貴公司有關商業火災保險條款之規定，將下列標的物要保商業火災保險，
並聲明下列各款之說明均屬真實無訛，足為訂立正式保險契約之根據，特立本要保書存證。

所  在  地  址

鋼骨造 鐵皮屋頂 2 層樓 二等建築001 坪 建造年份 民國  年  

等建築層樓屋頂造002 坪 建造年份 民國  年  

001
郵遞區號 桃園縣蘆竹鄉海山路1段394巷55號
338
郵遞區號

002

保 險 標 的 物

建  築  等  級

公會核

定號碼

NTD 168,000 
總保險

金  額

財產保險

營業中斷險

火 險 保 險 費

附加險保險費

合    計

總保險費

NTD 16,200,000 NTD 154,032

NTD 13,968 

編

號

1.動產

3.其他

2.不動產保險標的物 保 險 金 額

費 率

(每千元%o)

係數

地址

編號

預收

比例

建築等

級編號

保 險 費

建築等級

代號

置存

區域
適用特約條款 適用附加條款

使  用  性  質  及  代  號

NTD 114,093建築物 2 NTD 12,000,000 9.5092 

001 5

 1.00

A1.B5 SA1

O0203A8 防水布工廠

001

 1.00

001

NTD 22,822機器設備 1 NTD 2,400,000 9.5092 

001 5

 1.00

A1.B5 SA1

O0203A8 防水布工廠

001

 1.00

及生財
002

NTD 17,117貨物 1 NTD 1,800,000 9.5092 

001 5

 1.00

A1.B5 SA1

O0203A8 防水布工廠

001

 1.00

(含代工)
003

□ 第三人意外(辦公室) □ 營業中斷(非製造業)

□ 罷工、暴動、惡意行為

□ 租金損失險□ 第三人意外險(商業)□ 恐怖主義

□ 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

□ 營業中斷(製造業)

□ 水漬險□ 煙燻險

□ 地震險

□ 竊盜□ 消防滲漏

□ 爆炸險

□ 自燃險
商業火險

附加險

保  險  金  額保  險  標  的  物保  險  單  號  碼其他保險公司名稱

抵押權人

複保險

第＊＊業銀行南崁分行
□ 颱風洪水險

一、本公司聲明事項:

1、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2、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他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3、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

   網站 www.518fb.com查詢。
二、要保人(以下簡稱本人)聲明事項:
1、本人了解並□同意 □不同意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邦產險)在營業目的或法令許可範圍內,得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
   及利用本人或被保險人之要保書上□基本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交易資料（投保險種、保險金額、保險費）；並為共同行銷
　 之目的，富邦產險、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規所控制之子公司或受委任處理營業相關事務之第二人間得揭露、轉介
　 或交互運用上開資料；富邦產險若收到本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停止使用上開資料時，應立即依該通知辦理。
２、本人或被保險人得隨時以書面傳真至富邦產險（傳真：02-8753-0151）或以電子郵件發送至 518service@fubon.com或致電富邦產險客戶服務專線
　 （電話：0800-009-888）要求停止上開資料之交互運用。
３、本人聲明要保書所填各項均屬詳實無訛絕無隱匿或偽報情事，足為與富邦產險訂立保險契約之基礎，本人及被保險人並願接受保險契約
　　各項條款之約束。

三、聲明事項：
　　本保險契約保險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依雙方約定或各自負擔費用，個別選任保險公證人，於契約訂立時，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鑑定及估價
　　，或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辦理賠款之理算、洽商等事宜。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業務員簽章：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的關係：
要保人簽名蓋章：

要保日期：　   年　   月　   日　   時

核  定 核 保 再  保 經辦人 費率性質 主要使用性質代號承 辦

0008152

黃＊＊

0005983AXR

E121642101 O0203A8
0004664

陳＊＊
 15.00

(客戶大小章確認)

【有概念】
商業火險的保險標的
物分為五種，分別是
建築物、營業裝修、
營業生財、機器設備
及貨物，各項保額都
要填寫。

★請注意，有沒有足
額投保呢？

【真重要】
這裡是保戶的基本
資料，每個欄位都
要完整填寫唷！

【不能忘】
建築物的建築等級和
使用性質，是商業火
險費率的基礎，所以
一定要弄清楚喔！
如果建築物有向銀行
貸款，提醒您記得註
明抵押權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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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書填寫要點與範例

投保基本資料

被保險人 ID/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要保人 ID/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保險期間

_個月

自民國_年_月_日 中午12時起至　民國_年_月_日 中午12時止

保險標的物

所 在 地 址

□□□

建築等級 　　　　　　造　　　　　　屋頂　　　層樓　　　　　　等建築　　　　　　坪　

使用性質

保險標的物 保險金額

建築物 NT$

營業裝修 NT$

營業生財 NT$

機器設備 NT$

貨物 NT$

停業損失
每日賠償限額 _元，最高賠償日數

_天

附加險

□(1)地震險

□(2)颱風及洪水險

□(3)爆炸險

□(4)煙燻險

□(5)水漬險

□(6)竊盜險

□(7)自動消防裝置滲漏險

□(8)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碰撞險

□(9)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險

□(10)營業中斷險

□(11)租金損失險抵押權人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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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險損防附加價值服務

損防檢
測服務

損防服務
的功效

商品介紹

◆電氣設備：   

接頭鬆動、負載不平衡、過載過熱、渦

流、散熱不良…   

◆轉機設備：  

軸承溫度過高、負載不平衡、線圈繞組

短路…

◆保溫及耐火材料檢查：  

鍋爐、儲槽、管線、冷凍設備…

◇縮短停機時間：

早期發現異常前兆，事先安排停機時間，

縮小異常故障可能影響範圍。

◇增加生產時間：

延長設備使用壽命，避免非計畫性停工。

◇增加安全性：

預知潛在故障問題，避免意外事故發生。

經紅外線熱檢測

經紅外線熱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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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小叮嚀

火險小常識，你我小損防
我們可以告訴客戶：

整齊：

環境整齊，才能清楚看到髒亂問題。

物品整齊有助於電線之安全擺放及維護。

整齊為清潔的第一步。

清潔：

灰塵是火災的元凶之一！

灰塵會加速油垢的堆積，使發電機、爐具之火花引燃油垢，並迅

速經由充滿灰垢之風管竄燒。

另外，灰塵中的帶電粒子一旦量多，會引發電線短路，甚至發生

電弧而引起爆炸。

而若本身即為易燃或可燃之粉塵，一遇靜電或高溫即會引爆，並

帶著火花以驚人的速度連續爆炸，數秒之間即摧毀一棟工廠！

給員工一個可以安心抽煙的場所、時間，煙蒂確實捻熄、不亂

丟，請勿在店內及工廠內吸煙，彼此尊重也保障彼此安全！

ABC乾粉滅火器即適合用於ABC類的火災，但不可用於D類。

火災燃燒物質可分為下列四種：

A
普通

火災

普通物體可燃物如木、紙、棉、布、塑膠等發生之

火災。通常建築物之火災即屬此類。

B
油類

火災

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氣體如乙烷、乙　、

或可燃性油脂如塗料等。

C
電器

火災

涉及通電中之電器設備，如電器、變壓器、電線、

配電盤等引起之火災。

D
金屬

火災

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鈦等或其他禁水性物

質燃燒引起之火災。

原理：鋼瓶高壓氮氣將乾粉噴出，乾粉遇熱會分解出二氧化碳及

水，使氧氣比例降低並降溫，以達使火災窒息目的。

●噴射時間只有約7-12秒，平日應先了解使用方法。

●請置於明顯易取得，陰涼無日照之處。

●定期檢查壓力表是否正常，建議三年須更換一次藥。

認識ABC乾粉滅火器

做好抽煙的管制，

起碼可以放一半的心！

環境若是清潔整齊，
火災發生率也會降低！



1.廠區現場作業安全評估
2.消防設備性能評估服務
3.紅外線熱影像掃瞄服務
4.化學蒸氣雲爆炸風險分析
5.地震風險評估
6.損害防阻教育訓練課程（淡水教育中心） 

本公司目前為台塑、台積電、鴻海、宏達電與台灣高鐵等大型企業之財產

保險主辦公司，有豐富之承保實務經驗。

投保富邦火險，即可提供貴公司各項優質之保險服務：

1.保險規劃 ★現行貴公司保單承保條件分析
 ★其他保單承保範圍說明

2.教育訓練 ★貴公司所提出之相關保險教育訓練課程
 ★邀請 貴公司參加本公司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
3.其他服務 ★提供有關保險國際再保險市場訊息 
 ★保險承保期間所有保險批改作業之處理

 ★提供國內外最新保險資訊

 ★提供富邦金控其他相關產品服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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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投保火險，勢在必行！
★水火無情  意外難免
有誰能夠拍胸脯保證「這裡絕對不會發生火災」？

有誰能夠自信滿滿地說「火災一點都不可怕」？

根據統計，火災原因不明者就佔了八成，由此可見火災是很難完全預防的；

火災發生的60秒內，是逃生的黃金時間，有誰肯定能在短短一分鐘之內同時

完成滅火、搶救以及逃生呢？火災災難的意外降臨是永遠無法預期的！

★有被波及延燒的風險

您有鄰居嗎？  隔壁的店

面或工廠有沒有可能發生火災

？

只要您有鄰居，就有可能會被

鄰居的火災波及的風險！萬一發

生延燒，鄰居已自身難保，還有辦法

賠償您的損失嗎？只有投保火災保險

才是上上之策！

★風險的轉嫁

萬一火災發生，財產都燒光了，怎

麼辦？這些錢，要從哪裡來？

心情已經很難過了，還要清理殘餘物、跟

警消人員處理案件、安撫員工及客戶、日夜看守火災現

場……已經損失慘重了，還是要花很多錢來善後，難道要

自己儲存大筆金錢來因應不知何時會發生的火災？利用火

災保險，以相對小額的確定保險費，換取高額的火災損失

補償金額，即是最聰明省力的「風險轉嫁」之道。

★唯有保險，浴火才能重生

做生意要長長久久，信用最重要。  

一把無情火，就可能讓您的一生心血付之一

炬，辛苦建立起來的事業，要如何繼續下去？

唯有保險能保障我們的資產不致於一夕全無

，自己安心、客戶安心、促進社會經濟運作

的穩定，因此您一定要為您的事業投保最重要

的火災保險！

★無後顧之憂 防患於未然

我不想要發生火災！是每個人的心聲！

誰能告訴我們火災的風險在哪裡？

要怎麼防範火災的發生？誰能來為

我解說並規劃？若您選擇專業的保

險公司投保，就與保險公司成為

命運共同體，讓您認識火災、了

解風險、建議改善，使您無後顧

之憂，全心全力打拼事業！

★
富邦產物損
害防阻計劃

★
富邦產物保險
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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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企業火險 市佔第一名！
富邦產險98年的火險市佔率高達25%，業界最大最穩定，遙遙領先同業！

明 台

10.06％

新 光

107.86

新 光

9.75％

明 台

100 . 3

台 產

6.07％

新安東京海上

68.9

兆 豐

5.97％

泰 安

6 8 . 6

新安東京海上

5.50％

旺旺友聯

66.28

台壽保

4.50％

兆 豐

53 .14

泰 安

4.45％

華 南

52 . 1 7

其他11家

13 . 0 4％

其 他

1 8 8

華 南

4.66％

友 邦

61.02

國泰世紀

11.27％

國泰世紀

1 1 3 . 8 7

富 邦

24.74％

富 邦

220.97

商業火險，
首選富邦！

保險金額

這樣的保險金額，夠嗎？    

是否擔心「不足額比例分攤」的窘境？   

您了解保額基礎為「重置成本」或「實際價值」的差異嗎？ 

富邦產險有最專業的核保理賠團隊、最穩固的承保能量，讓

貴公司清楚了解自身的保障，不再東缺西漏！

風險   

您想了解貴公司的潛在風險嗎？

應該選擇哪些附加險？還是全險

？貴公司有無附加條款擴大保

障？

富邦產險有豐富之承保實務經驗

，給保戶最完善的保險商品及風險

規劃，搶在災害還沒發生前先找出

危險，風險無所遁形！

量身打造

您有切身需要的保障，卻苦無商品嗎？

除了保財物，更要保財務！

您想過營業中斷的虧損，往往更甚

於財產本身的損失嗎？

本公司提供多樣的商品，滿足各

式各樣保戶最需要的保障！適合

工廠的營業中斷保險、適合店面的停

業損失保險，就在富邦產險！

專業服務

有無為電氣設備進行紅外線檢測？

有無為員工進行消防教育訓練？

保險公司能提供哪些損害防阻計畫？

本公司為國內最素負盛名之產險公司，提供最貼

心的保險規劃與教育訓練，保費50萬以上者並可

享有每年一次免費紅外線熱檢測*，給保戶最超

值的專業服務！

*業界之紅外線熱檢測費以天為單位，一天要價3萬元！

可靠度

保險公司的公司規模夠大嗎？

萬一出險了，保險公司能迅速處理嗎？

金融海嘯人心惶惶，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安全嗎？

富邦產險98年的火險市佔率高達25%，是國內最大

火險市占率的產險公司，各縣市均有負責理賠的同

仁，提供保戶最有效率的理賠服務。S&P評等富邦

產險為＂A＂級，財務狀況最佳，公司穩定客戶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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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台灣地區平均每天就有七起火
災發生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台灣地區九十八年度共發生

了 2,621起火災，財物損失將近8億元，平均每天發生

七件，每一小時就有將近九萬元的損失；而九二一大

地震、莫拉克颱風造成的災情仍歷歷在目，其直接及

間接損失更是難以估計。您是否想過，一把火、一個

意外災害，可能使您一生的辛勞付諸東流……

98年8月莫拉客颱風及同年10月芭瑪颱風，

造成全台超過一百六十五億元損失。  

98年10月北部工業園區某知名科技廠因機器

損壞引發大火，造成數億元之巨大損失。

98年11月大地震，某賣場建築及貨物損壞，

損失合計高達十六萬元。  

98年12月某塑膠加工廠電器設備起火，火

勢一發不可收拾，損失金額高達三千五百萬

元。

事業的經營，在於追求穩定及成長，在您不斷降低成

本、追求利潤的同時，您對於可能遭遇的火災、地震、

颱風洪水等風險，是否已做了適當的規劃及安排，在事

故不幸發生時，您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承受損失，以維持

事業的安定，甚至是對於社會的責任……

或許您會說：
火災保險對我有何意義可言？
他能給我哪些保障？

火災保險的意義，在於您可以用相對小額的對價，將自

身可能遭遇的火災、地震等風險，轉由保險公司為您承

擔，讓您不致因意外災害損失，而影響事業經營的穩定

，所以對個人及企業而言，火災保險是非常重要且必要

的。

商業火災保險的保障範圍非常廣泛，以下將就其基本內

容，為您作簡單的介紹：

一、保險標的物

<一>不動產：指建築物及營業用裝修，但不包含土

地。

<二>動產：指營業用生財、機械設備及貨物。

二、基本承保範圍

保險公司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或因閃電

雷擊直接致保險標的物受有損失，以保險契約規

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附加承保範圍

所謂附加險，是指在火災保險契約的基礎下，您

可依照自身需求，選擇您所需要的額外保障。這

些額外保障，包括爆炸險、地震險、颱風洪水

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險、

航空器墜落及機動車輛碰撞險、煙燻險、水漬

險、自動消防裝置滲漏險、竊盜險及營業中斷保

險等。

警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

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員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1、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它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2、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518fb.com查詢。

富邦商業火災保險

火災，任誰都不願發生，一旦發生，您，承受的了嗎？

台財保第852363614號報財政部核准

給您最踏實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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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商業火災保險 附加險
附加險是指不能單獨投保，只能附加於主險投保的保險險種，以補充主契約

不足的地方。

附加險有著下列的優勢：

1、客戶可以依據個別需求，一次購買適合之附加險。

2、擁有更細緻獨特、更廣泛的保障需要，使保障內容豐富。

3、附加險是各大保險公司展現專業、創意與服務的根本出發點。

若您正打算買保險，千萬別忘了在購買主險的同時，附加幾款實用的附加險。

附加險名稱 財產損害保障

地震險

對於保險標的物在本附加險有效期間內，直接因地震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在連續72小時內發生一次以上時，仍視同一次事故辦理

颱風及洪水險

對於直接因颱風或洪水所致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負賠償責任
→颱風：係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洪水：水位突然暴漲氾濫，或水壩、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
之積水導致地面遭水迅速淹沒之現象

爆炸險
直接因爆炸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但不包含鍋爐、壓力容器發生爆炸所致本身之損失

煙燻險 直接因意外煙燻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水漬險
一、水槽、水管或其他儲水設備破損或溢水
二、一切供水設備、蒸氣管、冷暖氣及冷凍設備之水蒸氣之意外滲漏
三、雨水、雪霜由屋頂、門窗或通氣口進入屋內

竊盜險
直接因他人不法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處所，從事竊盜所致保險標的物
之毀損或滅失

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碰撞險
直接因航空器及其墜落物或在陸地上或軌道上行駛之機動車輛所致保險
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

自動消防裝置滲漏險
直接因自動消防裝置意外滲漏或噴射水或其他物質，或因其水源倒塌、
崩潰所致之毀損滅失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
壞行為險

一、任何人參加擾亂公共安寧之行為
二、治安當局為鎮壓前項擾亂或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為
三、任何罷工者之故意行為
四、治安當局為減輕其後果所採取之行動
五、任何故意破壞或惡意破壞行為

附加險名稱 利潤損失保障

營業中斷保險
因承保之危險事故，致保險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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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損失保險
因承保之危險事故，致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而直接引起之租金之實
際損失(包含所減少之租金收入，或增加之租金支出之費用)

停業損失保險
因承保之危險事故，致承保地址內財物毀損或滅失導致完全無法營業
所致之停業損失。

富邦商業火災保險與附加險給您最多元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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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台灣地區平均每天就有七起火
災發生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台灣地區九十八年度共發生

了 2,621起火災，財物損失將近8億元，平均每天發生

七件，每一小時就有將近九萬元的損失；而九二一大地

震、莫拉克颱風造成的災情仍歷歷在目，其直接及間接

損失更是難以估計。您是否想過，一把火、一個意外災

害，可能使您一生的辛勞付諸東流……

事業的經營，在於追求穩定及成長，在您不斷降低成

本、追求利潤的同時，您對於可能遭遇的火災、地震、

颱風洪水等風險，是否已做了適當的規劃及安排，在事

故不幸發生時，您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承受損失，以維持

事業的安定，甚至是對於社會的責任……

或許您會說：
火災保險對我有何意義可言？
他能給我哪些保障？

火災保險的意義，在於您可以用相對小額的對價，將自

身可能遭遇的火災、地震等風險，轉由保險公司為您承

擔，讓您不致因意外災害損失，而影響事業經營的穩定

，所以對個人及企業而言，火災保險是非常重要且必要

的。

商業火災保險的保障範圍非常廣泛，以下將就其基本內

容，為您作簡單的介紹：

一、保險標的物
<一>不動產：指建築物及營業用裝修，但不包含土

地。

<二>動產：指營業用生財、機械設備及貨物。

二、承保範圍
保險公司對於因突發不可預料之所有意外事故所

致之損失，除保險契約所載除外不保之危險事故

外，保險公司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三、主要除外不保之危險事故
★保險標的物本身設計錯誤、固有瑕疵或自然耗損。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

動所致。  

★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類似之情形(不

論宣戰與否)、內戰、謀反、革命、叛亂或因叛亂軍

事力或謀反事件所致之群眾騷擾。 

★由於政府機構行使充公、沒收、扣押或徵收之權力致

保險標的喪失永久性或臨時性之占有者，或因政府命

令之焚毀或拆除。  

★因核子原料或核子廢料所引起之任何損失。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98年8月莫拉客颱風及同年10月芭瑪颱風，

造成全台超過一百六十五億元損失。

警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

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員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1、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它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2、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518fb.com查詢。

富邦商業火災綜合保險

祝融無情  意外難防  您，準備好了嗎？

（92）產火字第002號函報財政部核備

給您最完整的安全保障

98年10月北部工業園區某知名科技廠因機器

損壞引發大火，造成數億元之巨大損失。

98年11月大地震，某賣場建築及貨物損壞，

損失合計高達十六萬元。

98年12月某塑膠加工廠電器設備起火，火

勢一發不可收拾，損失金額高達三千五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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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商店綜合保險

★貼心為商店作出最恰當的搭配，減少抉擇的煩惱。   

   

★一般行號店鋪其可能面對的意外事故，在此張保單中幾乎都可獲得保障。  

     

★另可依店家之個別需求，選擇是否附加竊盜險或冷凍冷藏食物附加條款。

警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

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員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1、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它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2、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518fb.com查詢。

商店綜合保險 98年06月08日(98)富保研發

火字第337號函備查

商店綜合冷凍冷藏食物附加條款 98年06月

08日(98)富保研發火字第340號函備查  

☆本保險以普遍的行號店舖為對象，承保事故包含了許多商店最主要的風險：

1.火險及其附加險 2.現金保險

3.玻璃保險 4.責任保險

◎也可依自身需求，選擇附加下列二項：

5.竊盜險 6.冷凍冷藏食物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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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險及其附加險

包括因火災、閃電及雷擊、爆炸、颱風(不包含洪水)、航空器或其墜落物之碰撞、機動
車輛或其裝載物之碰撞、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行為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

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因前項保險事故發生，為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視同本保險契約

所承保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

2.現金保險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所有或負責管理之現金於：

一、運送途中或

二、營業處所中

因不可預料之事故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置存現金之保險櫃或金庫因竊盜行為所致之毀損亦負賠償責任。

3.玻璃保險
本公司對固定裝置於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四週外牆之玻璃，因不可預料之事故所致之毀損

負賠償責任。

前項玻璃之毀損其所需拆除或重新裝置之費用，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4.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所載明承保事故(一、僱主責任，二、公共責任，三、商品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下列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1.被保險人因經營業務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2.與本特約條款之承保事故有關並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一切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承保範圍

保險標的物

承保對象

◎另可加費承保下列二項：

5.竊盜險
直接因竊盜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限額以動產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6.冷凍冷藏食物附

加條款

本公司對置存於營業處所內之冷凍冷藏食物，直接因：1、電力供應意外中斷，2、冷凍

劑或冷煤突然外洩，造成溫度升高所致之腐壞或損失，負賠償責任。

每一事故以20萬元為限，每一冷凍櫃以5萬元為限。

不動產：指建築物及營業用裝修，但不包含土地。

動產：指營業用生財、機械設備及貨物。

適用之建築等級：特等建築及頭等建築。

適用之使用性質：本商品報部時所列使用性質之一般行號、店舖。

富邦商店綜合保險
富邦產物，是客戶最聰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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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商店綜合保險

★一張保單，多家保障    

★保障範圍大，獨樹一幟    

★價格低廉     

★滿足頭家需求，保障完整   

★保障組合可同時包含財產保險與停業損失，保障頭家安居樂

業的夢想

警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

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員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1、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它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2、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518fb.com查詢。

連鎖商店綜合保險98年03月31日(98)富保研發火字

第100號函備查、連鎖商店綜合保險停業損失附加

條款98年03月31日(98)富保研發火字第119號函備

查、連鎖商店綜合保險冷動冷藏食物附加條款98年

03月31日(98)富保研發火字第119號函備查

全險式保單

本公司對於保險標的物因突發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除本保險契約所載不保

之危險事故及原因外，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因前項保險事故發生，為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損失者，視同本保險契約

所承保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

承保範圍

承保對象

◎另可加費承保下列二項：

停業損失附加險

因承保之危險事故致所載標的物地址內之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滅失所引起之停業損失，

本公司依照條款約定，負賠償責任。      

每一標的物地址內，每日賠償限額以新台幣1500元為限，賠償限額60日，自負額至少

為3個連續營業日。       

冷凍冷藏食物

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置存於營業處所內之冷凍冷藏食物，直接因：1、電力供應意外中斷，2、冷凍

劑或冷煤突然外洩，造成溫度升高所致之腐壞或損失，負賠償責任。   

任一保險標的物地址內置存之冷凍冷藏食物，每一事故賠償限額以新台幣20萬元為限，

保險期間累積賠償金額最高為新台幣50萬元，自負額至少新台幣500元。

連鎖商店定義
領有合法營利事業登記之從事商品買賣或提供服務等商業交易行為之中小型連鎖商店，

有兩家分店以上。       

使用性質

僅適用特一等建築之下列使用性質(依商業火險基本危險費率表分類方式)：辦公室、保

全、中醫、美語教學、電腦教學/兒童才藝、圖書文具店/出租書坊、生活雜貨、鞋子專

賣店、精品百貨、汽車百貨、汽車修繕、花店、服飾專賣店、3C賣場/資訊商品店、洗

衣清潔、便利商店、眼鏡鐘錶專賣店、美髮美容、通訊商品店、家俱家飾、攝影沖印、

房屋修繕、休閒用品專賣店、珠寶專賣店、影音專賣店、連鎖藥店/藥妝店、寵物店、

麵包蛋糕專賣店、休閒飲品專賣店、健康休閒、加油站⋯等共31類)

保險標的物 建築物(限特等)、營業裝修、營業生財、貨物。

頭家的後盾－

一家一家保，不如全部一起保 
                 連鎖商店守護您店家，讓您安心免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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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險式保單】：保單所承保的危險事故，除了所列不保事故及原因以外，皆屬承保範圍。

不

保

事

故

一

1、保險標的物本身設計或規範之錯誤或瑕疵，材料、器材之瑕疵、規格不合，施工或工藝品質不良。
2、保險標的物之固有瑕疵、隱藏性缺陷、逐漸惡化、變質、變形或自然耗損。
3、水電、瓦斯或燃料系統供應中斷或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外接之排放系統故障。

但損失之發生係由於緊接上述三種危險事故之另一危險事故所造成，且該發生在後之危險事故為本保

險契約所承保者，則本公司僅就發生在後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二

1、建築物的倒塌或龜裂。
2、保險標的物之腐蝕、生銹、磨損、刮損或因氣溫、濕氣、乾溼度的變化、外觀之變化、光線所致
變化或因腐壞、收縮、蒸發、失重、污染、變味、變色、菌害、蟲害。

但直接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或置存保險標的物處所發生損失或因而導致

上述二種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不在此限。

三

1、偷竊，但以暴力或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施，侵入置存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內偷竊，不在此
限。

2、侵占或不誠實行為。
3、消失、不明原因的短少、貨物盤點時發現的短少、資料歸檔錯誤或遺失、運送中動產之短少，應
供應或送達之物資短少、文書或會計處理之錯誤所致之短少。

4、蒸氣設備、鍋爐、預熱氣、汽管、蒸氣或瓦斯透平、蒸汽引擎、內燃機、油壓機或水壓機及其他使
用壓力之器具設備(均包括其附屬設備)本身的過熱、爆炸、壓潰、裂開、接頭滲漏、焊接不良。

5、機械性或電氣性的當機或喪失機器設備應有之功能。
6、當保險標的物之處所為空屋或不使用時，儲水槽或容器或管線破裂、溢流、滲漏。

但損失之發生係由緊接上述六種危險事故之另一危險事故所造成，且該發生在後之危險事故為本保險

契約所承保者，則本公司僅就發生在後之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四

1、海水或河水的侵蝕。
2、地層滑動、隆起或下陷、山崩、地質鬆動、沙及土壤流失。
3、建築物的正常下沉或基床下沉。
4、置存於露天或於有開口建築物或圍牆、大門內可移動財產，因風、雨、雹、霜、雪、洪水、沙土
或灰塵所致之損失。

5、冷凍凝固體或不慎流出的溶解物質。

五
1、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家屬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2、停工、延遲、喪失市場所致之損失或因而引起任何之間接或連帶之損失。

六

1、戰爭、侵略、外敵行為、敵對狀態、或類似之情形(不論宣戰與否)、內戰、謀反、革命、叛亂或
因叛亂軍事力或謀反事件所致之群眾騷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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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介入所致之任何損失、費用支出或賠償責任。

3、任何直接或間接為抑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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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由於政府機構行使充公、沒收、扣押或徵收之權力致保險標的喪失永久性或臨時性之占有者。
(2)由於建築物被他人永久或臨時非法占有所致者。

5、因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

七

1、核子武器之原料。
2、因核子原料或核子廢料所引起之任何損失。
3、各種放射線之幅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4、因原子能引起之任何損失。

連鎖商店綜合保險
富邦產物，是客戶最聰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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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
  停業損失保險

您擔心無法營業，而失去商機嗎？

您憂慮無法營業，仍需要負擔開銷嗎？

您害怕無法營業，而造成財務危機嗎？

警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

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員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1、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它未盡詳細事項，得依保單條款辦理。
2、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
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518fb.com查詢。

97年06月18日(97)富保研發字第410號函備查 97年06月18日(97)富保研發字第411號函備查 97年06月18日(97)富保研發字第412號函備查

承保範圍

主險

富邦產物停業損失保險

本公司對於因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及閃電雷擊發生所致承保地址內財物損失導

致完全無法營業所致之停業損失，負賠償責任。

附加險
富邦產物停業損失保險地震險附加條款

富邦產物停業損失保險颱風及洪水險附加條款

商品特色

自由選擇每日賠償金額及日數，保障額度由您自行規劃。

可立即投保，不須先行投保火災財產保險。

保費輕鬆繳，理賠馬上辦，富邦保險讓您安心免煩惱。

選擇富邦替您保，專業品質最可靠

讓您享受最安心、最貼心、最放心的品質服務

選擇富邦替您保，專業品質最可靠

讓您享受最安心、最貼心、最放心的品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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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
  停業損失保險

一、適用對象：一般商店及行號 (使用性質為C檔之業務及G檔餐廳)

二、費率表

(一)停業損失保險

特等建築(15層樓以下)：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600 800 1200 1500

2000 1200 1500 2000 3000

3000 1500 2000 3000 4500

4000 2000 3000 4000 6000

5000 2500 3500 5000 7500

6000 3000 4000 6000 9000

7000 3500 5000 7000 11000

8000 4000 5500 8000 12000

9000 4500 6000 9000 13500

10000 5000 7000 10000 15000

(二)停業損失保險颱風及洪水險 

停業損失颱風及洪水險(第一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500 700 1000 1500

2000 1000 1200 1500 2500

3000 1200 1500 2000 3500

4000 1500 2000 3000 4500

5000 2000 2500 3500 5500

6000 2300 3000 4500 7000

7000 2600 3500 5000 8000

8000 3000 4000 6000 9000

9000 3500 4500 6800 10000

10000 4000 5000 7500 11500

(三)停業損失保險地震險  

停業損失地震險(第一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500 700 1000 1500

2000 1000 1200 2000 2500

3000 1200 1700 2500 3500

4000 1700 2300 3400 5000

5000 2000 3000 4000 6000

6000 2500 3500 5000 7500

7000 3000 4000 6000 9000

8000 3500 4500 6500 10000

9000 4000 5000 7500 11500

10000 4500 5500 8500 12500

停業損失地震險(第二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800 1200 1500 2000

2000 1500 2000 3000 4000

3000 2000 2500 4000 6000

4000 2500 3500 5500 8000

5000 3500 4500 6500 9500

6000 4000 5500 8000 12000

7000 4500 6000 9000 13500

8000 5000 7000 10000 15000

9000 6000 8000 12000 17500

10000 6500 8500 13000 20000

停業損失颱風及洪水險(第二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600 800 1200 1600

2000 1200 1500 2000 3000

3000 1500 2000 3000 4000

4000 1800 2500 3500 5500

5000 2500 3000 4500 6500

6000 2800 3500 5500 8000

7000 3200 4000 6000 9500

8000 3500 5000 7000 12000

9000 4000 5500 8000 13000

10000 4500 6000 9000 15000

頭等建築(15層樓以下)：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1000 1500 2000 3000

2000 2000 2500 4000 6000

3000 3000 4000 6000 9000

4000 4000 5500 8000 12000

5000 5000 6500 10000 15000

6000 6000 8000 12000 18000

7000 7000 9000 13500 21000

8000 8000 10000 15000 24000

9000 9000 11500 17500 27000

10000 10000 13000 20000 30000

停業損失地震險(第三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1000 1500 2000 3000

2000 2000 3000 4000 6500

3000 3000 4000 6000 9500

4000 4000 5500 8000 12500

5000 5000 7000 10000 15000

6000 6000 8500 12500 18500

7000 7000 10000 14500 22000

8000 8000 11000 16500 25000

9000 9000 12500 18500 28000

10000 10000 15000 20000 30000

停業損失颱風及洪水險(第三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800 1000 1500 2000

2000 1500 2000 3000 4000

3000 2000 2500 4000 5500

4000 2500 3500 5000 7500

5000 3000 4000 6000 9500

6000 4000 5000 7500 11500

7000 4500 6000 9000 13500

8000 5000 7000 10000 15000

9000 6000 7500 11500 17000

10000 6500 8500 12500 19000

二等建築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1500 2000 2500 3500

2000 2500 3000 5000 7000

3000 3500 4500 7000 10000

4000 5000 6000 9500 15000

5000 6000 8000 12000 18000

6000 7000 9500 15000 21500

7000 8500 11000 17000 25000

8000 9500 12500 20000 30000

9000 11000 14500 22000 32500

10000 12000 16000 24000 35000

停業損失地震險(第四區)  

日額 90天 120天 180天 270天

1000 1500 2000 2500 4000

2000 2500 3500 5000 8000

3000 4000 5200 8000 12000

4000 5000 7000 10000 15000

5000 6500 8500 12500 20000

6000 7500 10000 15000 23000

7000 9000 12000 18000 26500

8000 10000 13500 20000 30000

9000 11500 15000 23000 34500

10000 12500 17000 25500 38000

◎颱風及洪水險區域
第一區：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第二區：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

澎湖縣、金門馬祖地區

第三區：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

◎地震險區域

第一區：基隆市、彰化縣、雲林縣、澎湖縣、金門馬祖地區

第二區：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嘉義縣(市)、苗栗縣(市)

第三區：南投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

第四區：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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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作業流程 客戶
人壽
經辦

產物
經辦

各區核
保中心
或總公
司商品
部

接洽
客戶

請客戶填寫資料詢問表
了解承保標的物、承保
範圍、保險金額

核保
1

核保人員
先了解業務狀況
是否為續保件？
是否過去有拒保紀錄？

查勘 查勘了解製程風險

核保
2

核保人員同意承接業務 
進行報價

核保人員婉拒業務

報價

報價單
交給客戶

向客戶解釋原因
並繼續爭取其他業務

客戶
同意費率

客戶不同
意費率

填要
保書

繕寫正式
要保書

核保
3

核保人員
簽核

核保再次
評估

收費

保單送交
保戶並
收費

客戶
不同意

開拓其他
業務商機

明年
再接再厲

調整承保條件

人壽同仁請聯絡跨售窗口，由產物同仁
陪同拜訪客戶，或將客戶資料轉交給產
物窗口

報價作業流程及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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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火險費率計算說明

兩大決定要素：「建築等級」＋「使用性質」

建築等級

特一等 特二等 頭等 二等 三等

四週外牆

●鋼骨水泥造

●磚水泥造

四週外牆

●鋼骨水泥造

●磚水泥造

四週外牆

●鋼骨水泥造

●磚水泥造

四週外牆

● 鋼 板 、 鐵

皮、鋁皮造

無牆

或部分牆以不

燃材料造

屋頂為鋼筋水

泥造平屋頂

屋頂為鋼筋水

泥造平屋頂

屋頂為瓦、鐵

皮、石綿板等

不燃材料

屋頂為不燃材

料

屋頂為不燃材

料

防火門、窗 - - - -

耐用年數 鋼筋(骨)造：50年　　磚造：25年 金屬造：15~20年

影響 費率較低                                                                             費率較高

費率：依使用性質之不同核定費率

地區別

樓層數

台北市

桃園縣

台北縣

基隆市

外島

苗栗/新竹
雲林/彰化
南投/嘉義
台中

宜蘭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台東
地上層 地下

1 0  52,000  49,000  44,000  43,000  46,000 

2 0  55,000  52,000  47,000  46,000  49,000 

3 0  59,000  56,000  51,000  50,000  53,000 

4~5 1  62,000  60,000  53,000  50,000  53,000 

6~8 1  74,000  69,000  61,000  60,000  62,000 

9~10 1  78,000  72,000  64,000  62,000  65,000 

11~12 1  84,000  78,000  69,000  68,000  71,000 

13~14 1  86,000  80,000  72,000  71,000  73,000 

15~16 2  96,000  90,000  81,000  80,000  83,000 

17~18 2  108,000  102,000  92,000  91,000  94,000 

19~20 3  119,000  112,000  103,000  102,000  104,000 

21~24 4  132,000  119,000  110,000  108,000  111,000 

鋼骨造：依上表X116%   鐵皮造：每坪25,000

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

(適用於鋼筋混凝土造之建築物) 民國97年7月1日修正  單位：新台幣元/坪

◆商業火險費率(％ )

(一) 基本危險費率(％ )

報價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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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費率公式

商業火險費率(％ ) (續)

出單費率＝基本出單費率×(1－自負額扣減率)×(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三) 自負額以及自負額扣減率

純 火 險

(1) 火災保險單訂有固定金額自負額者，其火災保

險費率之扣減，依照自負額扣減率表辦理

(見本頁右表)。

(2) 火災保險單訂有賠償金額百分比自負額者，其

火災保險費率之扣減，依照約定之賠償金額百

分比辦理。

(3) 火災保險單同時訂有賠償金額百分比及最低固

定金額自負額者，依照前(一)、(二)項自負額扣

減率擇高者適用之。

(4) 火災保險單同時訂有賠償金額百分比及最高固

定金額自負額者，依照前(一)、(二)項自負額扣

減率擇低者適用之。

自負額與保險

金額比例

自負額

未達

1%

1%

以上

2%

以上

3%

以上

4%

以上

5%

以上

6%

以上

7%

以上

8%

以上

10%

以上

12%

以上

14%

以上

16%

以上

100,000 4 6 8 9 10 11 12 13 14 16 18 19 20

200,000 5 7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9 20 21

300,000 6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20 21 22

500,000 7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1 22 23

750,000 8 10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2 23 24

1,000,000 9 11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3 24 25

1,500,000 11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5 26

2,000,000 12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3,000,000 14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4,000,000 16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地震保險、颱風及洪水險、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租金損失保險及營業中斷保險

依各附加險保單簡介等相關規定辦理。

其它附加險 (不包含上述附加險)

依各附加險保單簡介等相關規定辦理。

自負額扣減率表

本表使用方式：自負額為固定金額者，先計算自負額所佔保險金額的比例，再對照其金額決定扣減比例。

保額1億 適用選項 自負額扣減率

10萬 (1) 4%

賠償金額的10% (2) 10%

賠償金額的10%

最低10萬
(3) 10%

賠償金額的10%

最低10萬
(4) 4%

舉例：

報價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 註：基本出單費率=基本危險費率÷(1-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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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險費率表(％ )

(一) 基本出單費率(％ )

註：地震險-結構等級說明(與颱風及洪水險不完全相同，請見下列說明)    

A級：(1) 鋼架、外牆為金屬板或石綿板造之建築物；但牆腳若以鋼筋水泥造或磚造者，應自地面起以不超過一公尺
為限。   

(2) 鋼骨水泥造或鋼筋水泥造，外牆為玻璃帷幕、無磚或石牆之建築物。   
(3) 木造平房。   

B級：鋼骨水泥造或鋼筋水泥造，外牆全部或部分為磚、空心磚或石造之建築物。   

C級：上列A、B級以外其他之建築物。   

(二) 費率公式

出單費率＝基本出單費率×(1－自負額扣減率)×(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三) 自負額

自負額為總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最高為新台幣四百萬元。   

自負額提高時，本附加險之基本出單費率依照下表所示予以扣減。   

自負額 扣減比率

保險金額之1%，最高為NT$4,000,000元 0%

保險金額之5%，最高為NT$8,000,000元 10%

保險金額之10%，最高為NT$12,000,000元 25%

地區

基本出單費率(％ )

建築結構等級(註)

A B C

第一區
基隆、彰化、雲林、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1.3217 2.1217 3.2870

第二區
台北、桃園、新竹、

嘉義、苗栗
2.0348 3.2348 5.0435

第三區
南投、台中、台南、

高雄、屏東
3.2696 5.2174 8.1043

第四區 宜蘭、花蓮、台東 5.9826 9.5304 14.8348

報價作業流程及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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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及洪水險費率表(％ )

(一) 基本出單費率(％ )

註：颱風及洪水險-結構等級說明(與地震險不完全相同，請見下列說明)   

A級： 火險建築等級特一等、特二等之建築物。  

B級： 火險建築等級頭等、二等之建築物。  

C級： 除上列A、B級以外其它之建築物。  

(二) 費率公式

出單費率＝基本出單費率×(1－自負額扣減率)×(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地區別 承保標的

基本出單費率(％ )

建築結構等級(註)

A B C

特等 頭等、二等 其它

第一區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雲林、嘉義

不動產 1.5130 2.2783 4.4000

動產 1.9304 2.9217 5.5826

第二區

台北、桃園、台南、高雄、

澎湖、金門馬祖地區

不動產 1.8261 2.6957 5.3739

動產 2.4696 3.5478 6.9739

第三區

基隆、宜蘭、花蓮、台東、屏東

不動產 2.5739 3.6696 7.1826

動產 3.6522 4.9391 9.6348

(三) 自負額     

最低自負額每一事故為賠償金額之10%，但最低不得低於新台幣三萬元整。

最低自負額提高為新台幣十萬元(含)以上時，基本出單費率依照自負額扣減率表所示予以扣減。

報價作業流程及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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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試算

保戶廠房位於中科，結構為五層樓鋼骨水泥造平屋頂(特二等)，總樓地板面積800坪，裝修每坪

平均花費NT$10,000，營業生財以50萬購入，機器設備以500萬購入，已使用5年，並且廠房內

存有貨物每年最高量為300萬。保戶欲依實際價值投保商業火險，試問：

1.商業火險保險金額及保費應如何估算？

保險金額：依標的種類決定主要承保項目，並計算實際價值

建築物

台中市5層樓建築造價為$53,000 × 800 = $42,400,000。

RCFR結構建築物耐用年限為50年，已使用5年，

目前實際現金價值為 $42,400,000 × [1– 5 /(50 + 1)] = $38,243,137.

營業裝修
裝修之耐用年限為10年，已使用5年，

目前實際現金價值為 $8,000,000 × [1 – 5 / (10 + 1)] = $4,363,636.

營業生財
依生財器具之耐用年限為5年，已使用5年，

目前實際現金價值為殘值 $500,000 × [1 – 5 / (5 + 1)] = $83,333.

機器設備
機器之耐用年限為10年，已使用5年，

目前實際現金價值為 $5,000,000 × [1 – 5 / (10 + 1)] = $2,727,273.

貨物 依其每年最高存量之總價值作為保險金額 = $3,000,000.

保險費 = 保險金額 × 出單費率 
出單費率＝基本出單費率×(1－自負額扣減率)×(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基本出單費率：依其建築等級與使用性質，基本出單費率為2.20%

●自負額扣減率：此案無自負額，自負額扣減率為0%

●核保技術調整係數：假設此案例為0%

出單費率＝2.20% ×(1－0%)×(1 ± 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2.20%

承保項目 保險金額 出單費率(% ) 各項保費

建築物  3824萬 2.20 84,128 

營業裝修  436萬 2.20 9,592 

營業生財  8.3萬 2.20 183 

機器設備  273萬 2.20 6,006 

貨物  300萬 2.20 6,600

合計 4841.3萬  →火險一年期總保費為106,5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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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試算 (續)

2.若附加地震險，自負額為總保額5%，保險金額及保費試算？

保險金額：與主險計算方式相同

承保項目 保險金額 出單費率(% ) 各項保費

建築物  3824萬 2.9113 111,328

營業裝修  436萬 2.9113 12,693

營業生財  8.3萬 2.9113 242

機器設備  273萬 2.9113 7,948 

貨物  300萬 2.9113 8,734

合計4841.3萬 →地震險一年期總保費為140,945元

3.若附加颱風及洪水險，使用最低自負額，保險金額及保費試算？

保險金額：分為不動產與動產，計算方式與主約相同

建築物
不動產

 3824萬 
合計4260萬

營業裝修  436萬 

營業生財

動產

 8.3萬 

合計581.3萬機器設備  273萬 

貨物  300萬

承保項目 保險金額 出單費率(% ) 各項保費

不動產  4260萬 1.5130% 111,328 

動產  581.3萬 1.9304% 12,693

合計4841萬→颱風及洪水險一年期總保費為124,021元

保險費 = 保險金額 × 出單費率 
出單費率＝基本出單費率×(1－自負額扣減率)×(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基本出單費率：第二區B級建築，基本出單費率為3.2348%

●自負額扣減率：地震險，自負額為總保額5%時，自負額扣減率為10%

●核保技術調整係數：假設此案例為0%

出單費率＝3.2348% ×(1－10%)×(1 ± 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2.9113%  

保險費 = 保險金額 × 出單費率 
出單費率＝基本出單費率×(1－自負額扣減率)×(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基本出單費率：第一區A級建築，基本出單費率不動產為1.5130% ，動產為1.9304%

●自負額扣減率：颱風及洪水險，最低自負額(為賠償金額10%，但不得低於三萬)，扣

減率為0%

●核保技術調整係數：假設此案例為0%    

不動產出單費率＝1.5130%  × (1－0%) × (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1.5310% 

動產出單費率＝1.9304%  × (1－0%) × (1＋核保技術調整係數) ＝1.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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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人接獲出險報案通知

3.查核承保資料

5.赴現場查勘

6.繕寫出險初步報告

7.現場開放照相清點損失

8.被保險人於知悉保險事故

發生後三十日內，提出賠

償申請書及損失清單、有

關憑證相保險公司求償

9.理算損失

10.與被保險人協商理賠金額

11.賠款項目經雙方確認後

結案及賠付

1.遇有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

被保險人應於知悉之後五

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或公證

公司

4.委託公證公司理算

理賠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一、理賠流程與注意事項

出險通知
0800-009-888  24小時免費服務熱線

(02)2706-7890分機8307 或8309  總公司轉火險理賠科

◎現場注意事項：      

★保戶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5日內通知本公司。

★立即採取必要合理措施，防止損失擴大。

★請保留受損之保險標的物，維持現狀並拍照存證。(若涉及刑事責任，則應待公權力單位完成

調查始可進行清理。) 

★本公司得查勘發生事故之建築物或處所之焚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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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二、申請理賠相關文件

★保戶應於知悉保險事故發生後三十日內，自行負擔費用，請依標的物種類提供下頁表格圈選之文件或證

據以辦理索賠。

賠償請求書(見下頁) 載明保單號碼、被保險人、出險時間、出險地點、出險原因...等。

損失清單
應在可能範圍內詳載受損失保險標的物名稱、數量及金額，該項金額應

以損失發生時之實際價值為準，不得計入任何費用及利益。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本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費用，提供損失相關證

明文件或證據。

複保險和其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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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保

險人應告知本公司其他保險或複保險之投保內容。

標的物種類

   

文件種類

營業

裝修

機器

設備

營業

生財
貨物 建築物

建築物

內動產

1.賠償請求書 ○ ○ ○ ○ ○ ○

2.損失清單 ○ ○ ○ ○ ○ ○

3.修復估價單 ○ ○ ○ ○ ○ ○

4.公司執照影本 ○ ○ ○ ○

5.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 ○ ○ ○

6.火災證明 ○ ○ ○ ○ ○ ○

7.被保險人身份證正反影本 ○ ○

★請依標的物種類提供下表圈選之文件或證據以辦理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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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作業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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