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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A)保險證明 

投保單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80223CC000001 

保險期間：112年 1月 1日 00時起至 113年 1月 1日 00時止 

被保險人〔持卡人、其承保事故發生時配偶及受其扶養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在保險期間

內，使用同一張有效之承保信用卡/簽帳金融卡直接支付(含信用卡/簽帳金融卡綁定行動支付付款)

出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但不包括使用悠遊卡功能之支付行為)或百分之八十

以上之旅遊團費者，於保險期間內因本保險承保事故發生而負擔下列合理且必要之費用，本公司以

保單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為限負賠償之責。 

  依據保險法第135條準用第107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保險契約，其

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另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訂立之人身傷害(意外)

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且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另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時，

其失能保險金給付最高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限。 

※ 『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定期班次並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並以提供不特定

旅客運送為目的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交通工具，但保單約定之供遊覽之用而非經常性載運旅客

之用者、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使用信用卡單獨支付費用搭乘之國內大眾

捷運系統、公車及纜車者，不屬承保之公共運輸工具範疇。 

※ 如有機票或團費刷退情事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其於危險發生後刷退亦同。 

※ 有關台商包機及加班機、麗星郵輪、小三通等，依下列特約： 

‧ 包機或加班機係指航空公司以公共運輸為目的、不定期之商用客機包攬或增加班次。 

‧ 台商春節返鄉之包機、加班機視為本保險所稱定期班機，但不包括公務機關或私人以運送特定

多數人為目的不對外販售之包機、加班機。 

‧ 麗星郵輪無定期航班，非旅行不便險之保險標的。至於其他險種之保障，則各依保單條款約定。 

‧ 小三通：依據行政院發布之「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而通航於金門/廈門、

馬祖/馬尾之定期固定航線之公共運輸工具亦視為本保險所稱定期航班。(小三通僅限旅平險不

含班機延誤) 

※ 公共運輸工具之全部票款款項不得有全部或部份以優待憑證(含優惠憑證、兌換券、

折價券、酬賓券、抵用券、優待券、點數、行動支付之回饋點數、行動支付之儲值金

等)抵付之情形，但以承保信用卡紅利點數折抵不在此限；因抽獎中獎或其他方式無

償獲得之票證，縱以信用卡支付機場稅或兵險附加費等相關稅費，仍無本保險適用。 

※ 日用必需品定義：(1)內、睡衣及其他必要之衣著襪 (2)盥洗用具及女性生理用品。 

 

ㄧ、 旅遊不便保險承保項目 

1. 班機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

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班機延誤起飛達四小時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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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 

三、被保險人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座位因超額訂位而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

轉搭者。 

四、被保險人所預定之轉接班機因前班班機延誤而致失接，於四小時之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

接者。 

前項所稱「班機延誤費用」，係指於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當地所生之下列費用： 

一、必要且合理之膳食、住宿費用。 

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三、因班機延誤而須住宿，且被保險人行李已交寄之情形下，因住宿需要而須購買之日用必需

品費用。 

四、國際電話費。 

前項住宿費用若係發生於其居、住所在地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前項第四款費用若係發生

於中華民國境內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被保險人的預定行程若係一接續性的行程，雖該行程發生一次以上之班機延誤事故，本公司對於因

此所生之班機延誤費用，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每人每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 關於失接之定義：指持卡人因前段班機延誤導致在轉機地無法接上為繼續行程之原預訂轉接班

機。 

※ 台灣國內航班，理賠項目不包含衣物及日用必需用品。 

※ 前述已經確認之班機不包括自本國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延誤或取消者。 

※ 賠償費用之起算時間為已確認之班機原預定起飛時間，其在起飛時間前產生之花費不在給付範

圍內。 

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

限卡/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ANA極緻卡

/ANA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商務

御璽卡/中華航空商務御璽卡/ANA晶緻

卡/ANA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卡/世

界卡/商務世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

大中華攜手飛御璽卡/商旅卡/商旅鈦金

卡/商旅御璽卡/LINE Pay商務御璽卡/

英雄聯盟卡/統一企業認同卡/ANA白金

卡/ANA御璽卡/鈦金卡/御璽卡/寰遊美

國運通卡/晶緻卡/白金卡/ My Way 簽帳

金融卡/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以新臺幣壹萬元整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實支實付合計以新臺幣貳萬元整為限 

金卡/普卡/簽帳金融卡 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以新臺幣柒仟元整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實支實付合計以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整為限 

2. 行李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

（但不含出發所在地及居、住所在地）六小時後仍未送達者，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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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之費用，及為領行李往返機場及住宿地點之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

所載之「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一百二十小時內

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 

 

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限

卡/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ANA極緻卡/ANA

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商務御璽

卡/中華航空商務御璽卡/ANA晶緻卡/ANA

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卡/世界卡/商

務世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大中華攜

手飛御璽卡/商旅卡/商旅鈦金卡/商旅御

璽卡/LINE Pay商務御璽卡/英雄聯盟卡/

統一企業認同卡/ANA白金卡/ANA御璽卡

/鈦金卡/御璽卡/寰遊美國運通卡/晶緻

卡/白金卡/ My Way 簽帳金融卡/英雄聯

盟簽帳金融卡 

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以新臺幣壹萬元整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實支實付合計以新臺幣貳萬元整為限 

金卡/普卡/簽帳金融卡 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以新臺幣柒仟元整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實支實付合計以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整為限 

3. 行李遺失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目

的地機場（但不含居、住所在地）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者，視為行李遺失，亦在承保範圍內。對

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

「行李遺失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一百二十小時內所須支

出之費用為限。 

被保險人就同一事故，不得同時請求行李延誤及行李遺失賠償金額。 

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

限卡/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ANA極緻卡

/ANA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商務

御璽卡/中華航空商務御璽卡/ANA晶緻

卡/ANA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卡/世

界卡/商務世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

大中華攜手飛御璽卡/商旅卡/商旅鈦金

卡/商旅御璽卡/LINE Pay商務御璽卡/

英雄聯盟卡/統一企業認同卡/ANA白金

卡/ANA御璽卡/鈦金卡/御璽卡/寰遊美

國運通卡/晶緻卡/白金卡/金卡/ My Way 

簽帳金融卡/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以新臺幣參萬元整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實支實付合計以新臺幣陸萬元整為限 

普卡/簽帳金融卡 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以新臺幣貳萬元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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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及家屬實支實付合計以新臺幣肆萬元整為限 

4. 劫機補償 

被保險人所搭乘之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時，本公司同意於其遭遇劫機期間，每人每日支付新臺幣伍仟

元整為補償，未滿一日以一日計，每一次事故新臺幣貳萬五仟元整為限。 

前項所稱「劫機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非由合法政府或司法機關控制指揮之個人或團

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式劫持使用中之飛機或控制該飛機之正常飛航或限制機上乘客之行

動者。(限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限卡/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ANA無限卡/ANA極緻卡/

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商務御璽卡/中華航空商務御璽卡/ANA晶緻卡/ANA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

卡/世界卡/商務世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大中華攜手飛御璽卡/商旅卡/商旅鈦金卡/商旅御璽卡

/LINE Pay商務御璽卡/英雄聯盟卡/統一企業認同卡/ANA白金卡/ANA御璽卡/鈦金卡/御璽卡/寰遊

美國運通卡/晶緻卡/ My Way 簽帳金融卡/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5. 旅行文件意外遺失費用 

被保險人之護照或簽證文件於國外旅行途中意外遺失時，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為繼續其預訂行

程而須重製護照或簽證文件之費用，及在申請期間所衍生延誤之必要住宿費、餐費及交通費。  

被保險人應於發現護照或簽證文件遺失後二十四小時內向警察機關報案，本公司依實際支出之費用

負賠償責任，惟最高以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限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

無限卡/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ANA極緻卡/ANA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商務御璽卡/中華航空

商務御璽卡/ANA晶緻卡/ANA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卡/世界卡/商務世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

大中華攜手飛御璽卡/商旅卡/商旅鈦金卡/商旅御璽卡/LINE Pay商務御璽卡/英雄聯盟卡/統一企

業認同卡/ANA白金卡/ANA御璽卡/鈦金卡/御璽卡/寰遊美國運通卡/晶緻卡/ My Way 簽帳金融卡/

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6. 行程縮短損失費用 

被保險人於國外旅行期間因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必須縮短行程，返回啟程地，致已預先支付之

票證或住宿費用，因無法繼續行程且無法獲得退款之損失及因直接返回啟程地所生之必要且合理費

用，本公司負賠償責任。賠償金額實支實付並以本保險單所約定之金額為賠償限額。(限大中華攜

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限卡/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ANA極緻卡/ANA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

手飛商務御璽卡/中華航空商務御璽卡/ANA晶緻卡/ANA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卡/世界卡/商務世

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大中華攜手飛御璽卡/商旅卡/商旅鈦金卡/商旅御璽卡/LINE Pay商務御

璽卡/英雄聯盟卡/統一企業認同卡/ANA白金卡/ANA御璽卡/鈦金卡/御璽卡/寰遊美國運通卡/晶緻

卡/ My Way 簽帳金融卡/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7. 旅遊不便險除外不保事項 

下列事故造成所致之賠償責任或損失，不在本保險承保範圍內： 

(1) 因相關班機所屬航空公司破產。 

(2) 被保險人未向目的地之機場或航空公司有關單位通知行李之延誤或遺失，並取得行李意外報告

表。 

8. 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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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登機證及機票影本。 

(4) 被保險人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5) 航空公司所開具之班機延誤/失接/登機被拒之班機延誤證明文件。 

(6) 倘係申請失接之「班機延誤費用」，請說明本欲轉接之班機時間、及轉機前往地點及延誤時數。 

(7) 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班機延誤費用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9. 行李延誤或遺失保險金的申請 

被保險人申請「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登機證、機票及行李牌影本。 

(4) 被保險人支出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5) 事故發生當時航空公司或機場所開具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文件及領回延誤行李之證明文件。 

(6) 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0. 請求旅行文件遺失保險金的申請 

被保險人申領「旅行文件意外遺失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須於事故發生知悉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海關或警方或其他政府機關等有關機構報案

並取得事故書面證明。 

(3) 旅遊文件重置費用之證明。 

(4) 其他有關費用明細及收據。 

11. 請求行程縮短保險金的申請 

被保險人申領「行程縮短損失費用保險金」應檢具下列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提供死亡者驗屍報告或死亡證明，死者除籍證明及得以證明被保險人與死者關係之戶籍謄本。 

(3) 已支付旅遊費用之憑證及相關正本文件資料。 

(4) 旅遊活動行程表。 

(5) 原訂房、訂位確認證明文件。 

(6) 保險事故證明文件或資料。 

 

 

二、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 

1. 旅行平安保險 

依據保險法第135條準用第107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保險契約，其

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另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訂立之人身傷害(意外)

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且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另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時，

其失能保險金給付最高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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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 

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限卡/中華航

空璀璨無限卡/ANA 極緻卡/ANA 無限卡/商務卡/大中

華攜手飛商務御璽卡/中華航空商務御璽卡/ANA 晶

緻卡/ANA 商務御璽卡/鼎極卡(無限卡/世界卡/商務

世界卡/極緻卡)/AE白金卡/大中華攜手飛御璽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伍仟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商旅卡/商旅鈦金卡/商旅御璽卡 

(108年 4月之前所發行)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肆仟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ANA白金卡/ANA御璽卡/公司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參仟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LINE Pay商務御璽卡/鈦金卡/御璽卡/寰遊美國運通

卡/晶緻卡/白金卡/商旅鈦金卡/英雄聯盟卡/統一企

業認同卡/ My Way 簽帳金融卡/英雄聯盟簽帳金融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貳仟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金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壹仟貳佰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普卡/簽帳金融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肆佰伍拾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

於保障期間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失能或死亡者，本公司依本契

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1) 被保險人搭乘商用客機時： 

a. 於飛機原訂起飛、實際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五小時內，使用車輛直接往返機場期間； 

b. 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c. 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2) 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3) 搭乘麗星郵輪於「公共運輸工具」期間享有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限搭乘或 

上下郵輪期間為此旅行平安保險保障範圍)。 

(4) 依據行政院發布之「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而通航於金門/廈門、馬祖/馬尾

之定期固定航線之公共運輸工具亦視為本保險所稱定期航班。 

1.2 海外全程旅行平安保險 

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限卡/ANA 極

緻卡/ANA無限卡/公司卡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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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商務御

璽卡/ANA晶緻卡/ANA商務御璽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身故保險金：最高新臺幣壹佰萬元整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承保範圍： 

(1)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已確認來回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    

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於中華民國境外期間遭遇意外傷害事故致失能或 

死亡者，本公司依本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本條所稱「中華民國境外期間」，係指被保險人使用前項已確認來回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或

其他交通運輸工具）來回票證，於預定起程時間前五小時起，至返程抵達原出發地或被保險人

住所地機場、港口後五小時止之期間。但最長以被保險人出發日起三十日為限。 

(2) 如同一事故已依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賠償時，海外全程旅行平安保險不適用之。 

2. 傷害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其保險期間內，遭受本保險契約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

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及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

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之差額，給付「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 

 

大中華攜手飛無限卡/中華航空鼎尊無限卡

/ANA極緻卡/ANA無限卡/公司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壹佰萬元

整，且公共運輸工具期間及海外全程旅行平安保險

傷害醫療保險金給付合計亦不得超過新臺幣壹佰萬

元整為限。 

中華航空璀璨無限卡/商務卡/大中華攜手飛

商務御璽卡/ANA晶緻卡/ANA商務御璽卡 

(持卡人及配偶及扶養未滿 25足歲未婚子女) 

海外全程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保險金：最高新臺

幣壹拾萬元整為限。 

3. 除外責任 

(1)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適用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列事由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a. 被保險人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b. 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或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客機者。但契約另有約者不在此

限。 

(2) 海外全程旅行平安保險適用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列事由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a. 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b. 被保險人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c. 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或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客機者。但契約另有約者不在此

限。 

4.保險金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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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儘速將事故狀況及被保險人的傷害程度通知本公

司。本公司得自行負擔費用，聘請醫師檢查被保險人之身體。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

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需有授權號碼）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交通運輸工具票根及訂位記錄證明影本。 

(4) 出入境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5) 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及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6) 請求失能保險金者，另具失能診斷書正本。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7) 請求移靈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移靈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8) 受益人的身份證明影本。受益人申領「失能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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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身故、失能、喪葬費用或移靈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5. 受益人之指定 

(1) 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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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失能保險金：被保險人本人。 

(3) 傷害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本人。 

(4) 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保險契約受益人。 

本公司不受理任何指定或變更。 

 

三、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事故或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1)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或其他類似之武裝變

亂所致者。 

(2)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3)被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收、扣留、徵收或銷毀者。(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所為之沒收、充公、

檢疫、隔離或強制徵收)。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5)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於第二十條之劫機補償不適用之。 

(6)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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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或先後介入所致者。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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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前項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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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恐懼狀態。 

(8)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身體或精神失常所致，或因被保險人自殺(包括未遂)、自殘所致，不

論其是否心神喪失。 

(9)因受益人之故意行為，但其他受益人仍得申領全部保險金。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 以上保險之理賠金額係依被保險人刷卡時使用之卡別決定之 

 

理賠申請 

中國信託產物24小時客戶服務電話：0800-882-868  

「信用卡理賠服務中心」之聯絡資訊如下:    

電 話：(02)2577-9868 

傳 真：(02)2577-4243 

地址:1059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86號13樓 

中國信託產物網址：https://www.ctbcin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