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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綜合保險保險證 

投保單位：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個金行銷部 

保單號碼：1400 字第 113100003 號 

保險期間：自民國 111 年 10 月 01 日零時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01 日零時止 

重要名詞定義 

承 保 信 用 卡 ： 係指由華南商業銀行所核發，並交由被保險人所持有之普卡、VISA

金融卡、金卡、國旅金卡、Combo金卡、御璽卡、鈦金卡、晶緻

卡、白金卡、白金VISA金融卡、晶緻悠遊Debit卡、一般商務卡、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極緻卡、領航(極致)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夢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灣大學無限卡、奔騰

世界商務卡  

被 保 險 人 ： 係指持有要保人所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無論係正卡或附卡）在保

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

80%以上團費者之人，包括持卡人、其配偶及受其扶養且未滿25足

歲之未婚子女。 

公共運輸工具 ： 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

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但下列類型之運輸工具，非本保險契約所承保

之公共運輸工具： 

1.供遊覽之用而非經常性載運旅客之用者：如麗星郵輪/遊覽車/觀光

景點專用之交通工具等。 

2.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如總統包機、軍機等。 

3.使用信用卡單獨支付費用搭乘之國內大眾捷運系統、公共汽車（包

含市區公車及市區客運）及纜車。 

商 用 客 機 ： 係指領有航空器營運及註冊國相關單位核准其經營航空交通運輸業

務之證明、執照或相關許可之航空公司，依據其出版之航行於固定機

場間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載運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航空公

共運輸工具，亦包含加班機，或班機座位之一部或全部係由旅行社承

包，但開放予不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班機。 

固定航、路線 ： 係指於定點（港口、機場、車站）間經營經常性旅客運送的路線。 

團 費 ： 係指被保險人整趟旅程所需之所有交通工具及住宿費用。 

公共運輸工具

全 部 票 款 

： 包含票價、機場稅、兵險費用、燃油費用及其它附加費用。 

意外傷害事故 ： 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來突發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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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保險內容 
 一、旅遊不便保險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 80%以上
團費者，於保障期間內發生因意外事故致使被保險人受有下列損失或必須支付合理且必
要之費用時，本公司依本保險契約之規定負賠償之責。 

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賠償金額限制 

班機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因下列事故，在出發地或轉機失接地於航
空公司安排之最快改搭班機出發前因而產生之合理
且必要之住宿費、膳食、來往住宿地點之交通費、
電話費及因住宿且行李已托運時發生為緊急需要購
買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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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失接已確認之轉接班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

4 小時無其他任何可代替之空中交通工具前往
目的地。 

二、已經確認之班機延誤達 4 小時以上、被取消
或因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機，且於該機
預定起飛時間 4 小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
其轉搭前往目的地者。前述已經確認之班機不
包括自被保險人國籍地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
延誤或取消者。 

●領航(極致)尊榮
卡、The ONE 尊榮
卡、夢時代無限卡、
櫃買無限卡、臺灣
大學無限卡、奔騰
世界商務卡 
採實支實付，且以
NT$10,000.- 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合
計以 NT$20,000.-
為限）。 
 
●其它卡種 
採實支實付，且以
NT$7,000.- 為 限
（持卡人及家屬合
計以 NT$14,000.-
為限）。 

行李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在抵達目的地（但不含原出發地或居住
地）機場六小時後，仍未接到已登記通關之隨行行

李，本公司將補償被保險人因行李延誤所必需購置
之日用必需品費用，及為領取行李，往返機場及住
宿地點間之交通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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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行李遺失 
購物費用 

被保險人已登記通關之隨行行李遺失或在抵達目的
地（但不含原出發地或居住地）機場 24 小時後仍
未送達，則視為行李遺失。本公司將補償被保險人
到達目的地後 5 天（120 小時）內，因購買緊急
必需品所產生之費用。及為領取行李，往返機場及
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本項費用係指超過前條（行
李延誤費用）之額外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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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全卡種 
採實支實付，且以
NT$30,000.- 為限
（持卡人及家屬合
計以 NT$60,000.-
為限）。 

劫機之補償 

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本公司同意於
其遭遇劫機期間，每日支付承保明細表所記載之保
險金額以為補償，未滿 1 日之時間以 1 日計，惟
賠償金額最高以本保險契約所約定之保險金額為
限。 

●承保全卡種 
每日補償金額為
NT$5,000.-。 

除外責任 

1. 因戰爭、類似戰爭（不論宣戰與否）、敵人侵略、外敵行為、叛亂、內亂、強力霸佔 
  或征用所致者。  
2. 因核子反應、輻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3. 因暴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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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行為所致者。  
5. 因被保險人自殺、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不論其是否心神喪失。 

6. 被保險人為其預定搭乘班機之值勤人員或駕駛員者。  
7. 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身體或精神失常所致者。  
8. 相關班機所屬航空公司破產所致者。  
9. 海關或政府機關扣押、沒收、沒收焚毀、充公、檢疫、隔離或徵用所致者。  
10.被保險人向航空公司或受讓人或其代理人聲明放棄或留置其行李所致者。  
11.被保險人未向目的地之機場或航空公司相關單位通知行李之延誤或遺失，並取得行 
   李意外報告表者。  
12.被保險人發現護照或簽證文件遺失後未於 24 小時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者。 

申請理賠所需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有關被保險人搭乘班機之說明，包括班機號碼、啟航地、目的地、預定起飛時間及到 

 達時間、航空公司名稱及損失日期。 
3.以指定之信用卡支付全額機票或旅行團費 80%以上之刷卡證明文件（銀行對帳單明
細） 
4.機票訂位收據或團費收據（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5.原搭乘航班之電子機票或登機證及最後實際搭乘之登機證 。 
6.被保險人之身份證正、反面影本，申請配偶或 25 歲以下未婚子女費用時檢具戶口名
簿 
 影本。 
7.航空公司開立之班機延誤（取消）證明。 
8.延誤期間必要性費用支出明細清單及正本單據。 
9.航空公司開具班機延誤（取消）、行李延誤(遺失)之證明，及領回行李之簽收回條 
 、行李票之影本。 

 二、旅遊傷害保險-公共運輸工具保障型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80%以上
團費者，因下列情況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
依照本保險契約的約定，給付保險金：  
一、被保險人搭乘或上下公共運輸工具。  
二、於飛機原訂起飛前5小時或實際起飛前五小時搭乘汽車前往機場。  
三、於機場內。  
四、於飛機抵達機場後5小時內，搭乘汽車離開機場。 

賠償金額限制 

身故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遺體或骨灰運回費用

（移靈費用） 

普卡、VISA 金融卡 NT$ 7,500,000.- 被保險人於死亡當地實
際發生必要且合理之購
買棺木或火葬費用、及
合理之運送遺體或骨灰
返回啟程地之移靈費用 
，本公司亦同意補償，
但最高以NT$30,000.-
為限。 

金卡 NT$12,500,000.- 

國旅金卡、Combo金卡 NT$15,000,000.- 

御璽卡、鈦金卡、晶緻卡、白金卡、
白金VISA金融卡、晶緻悠遊Debit卡、
一般商務卡 

NT$25,000,000.-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極緻
卡 

NT$25,000,000.- 

領航(極致)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夢

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灣大學無
NT$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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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遭受主保險契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
事故發生之日起 180 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療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療費
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療保險金。但超過 180 日繼續治療者，受
益人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療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康保險身份治療時，本公司就其實際醫療費用之 70%，給付傷害醫
療保險金。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不得超過下列金額： 

普卡、VISA 金融卡、金卡、國旅金卡、Combo 金卡 NT$  100,000.- 

御璽卡、鈦金卡、晶緻卡、白金卡、白金 VISA 金融卡、晶緻悠
遊 Debit 卡、一般商務卡、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極
緻卡、領航(極致)尊榮卡、The ONE 尊榮卡、夢時代無限卡、櫃

買無限卡、臺灣大學無限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NT$1,000,000.- 

 

特殊給付限制 

依財政部函示及保險法第 107 條修訂，本項給付部分修正如下： 

1.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
日起發生效力；其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以 NT$2,000,000.-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給付比例
計算之。 

2.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金均變更為喪葬費用保險金；其失能
保險金之給付以喪葬費用保險金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之。 

除外責任 

1.因戰爭、類似戰爭（不論宣戰與否）、敵人侵略、外敵行為、叛亂、內亂、強力霸佔 

 或征用所致者。  
2.因核子反應、輻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3.因暴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行為所致者。  
5.因被保險人自殺、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不論其是否心神喪失。 

6.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益權。如有其他受益人者，喪失受益

權之受益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益人原約定比例分歸其他受益人。 

申請理賠所需文件 

1.受益人申請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事故證明文件。  
(3)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之刷卡記錄，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或旅遊費用係

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4)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之票證，以證明其旅遊之啟程地、

目的地及時間。  
(5)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金者，應另提供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診斷書、被保險人

除戶戶籍謄本及受益人身分證明。  
(6)請求移靈費用保險金者，應另具移靈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7)請求失能保險金者，應另提供醫師出具之機能障礙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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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益人申領「傷害醫療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單或其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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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療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4)醫療費用明細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費用收據)。 

(5)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三、旅行平安保險-海外全程保障型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已確認來回班次之全部公共運輸工
具票款或80%以上團費者，於保障期間內，於中華民國境外期間遭遇意外傷害事故致失
能或死亡者，本公司依本保險契約之約定，給付保險金。 
前項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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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民國境內機場或碼頭辦理出境登記之時起 
，至結束海外活動而進入中華民國境內機場或碼頭辦理入境登記之時止之期間。但最長
以被保險人出發日起60日為限。「中華民國境外」係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及政府
統治權所及以外之地區。 

賠償金額限制 

身故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遺體或骨灰運回費用（移靈費用）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
極緻卡、領航(極致)尊榮卡、
The ONE尊榮卡、夢時代無限
卡、櫃買無限卡、臺灣大學無限
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NT$10,000,000.- 

被保險人於死亡當地實際發生必要
且合理之購買棺木或火葬費用、及
合理之運送遺體或骨灰返回啟程地
之移靈費用，本公司亦同意補償之 
，但最高以NT$30,000.-為限。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比例計算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遭受主保險契約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
事故發生之日起 180 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療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療費

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療保險金。但超過 180 日繼續治療者，受
益人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療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被保險人未以全民健康保險身份治療時，本公司就其實際醫療費用之 70%，給付傷害醫
療保險金。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不得超過下列金額： 

商務御璽卡、無限卡、世界卡、極緻卡、領航(極致)尊榮
卡、The ONE 尊榮卡、夢時代無限卡、櫃買無限卡、臺
灣大學無限卡、奔騰世界商務卡 

NT$1,000,000.- 

 

特殊給付限制 

依財政部函示及保險法第 107 條修訂，本項給付部分修正如下： 
1.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

日起發生效力；其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以 NT$2,000,000.-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給付比例

計算之。 
2.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金均變更為喪葬費用保險金；其失 
能保險金之給付以喪葬費用保險金按失能等級表所列之給付比例計算之。 

除外責任 

1.因戰爭、類似戰爭（不論宣戰與否）、敵人侵略、外敵行為、叛亂、內亂、強力霸佔或
征用所致者。  

2.因核子反應、輻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者。  
3.因暴動、民眾騷擾所致者。  
4.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行為所致者。  
5.因被保險人自殺、自殘（包括未遂）所致者，不論其是否心神喪失。 
6.受益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益權。如有其他受益人者，喪失受益

權之受益人原應得之部份，按其他受益人原約定比例分歸其他受益人。 

申請理賠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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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益人申請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事故證明文件。  
(3)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之刷卡記錄，以證明其公共運輸工具或旅遊費用係

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4)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之票證，以證明其旅遊之啟程地、

目的地及時間。  
(5)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金者，應另提供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診斷書、被保險人

除戶戶籍謄本及受益人身分證明。  
(6)請求移靈費用保險金者，應另具移靈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7)請求失能保險金者，應另提供醫師出具之機能障礙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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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益人申領「傷害醫療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1)信用卡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 
(2)保險單或其謄本。 
(3)醫療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4)醫療費用明細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費用收據)。 
(5)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貳、受益人之指定 

一、失能保險金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變更。  
二、傷害醫療保險金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變更。 
三、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金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

定或變更。  
  本公司為身故或失能給付時，應以受益人直接申領為限。 
 
參、最高賠償限額 
  被保險人如使用數張承保信用卡支付同一筆簽帳款項，本公司就每次意外事故之賠償 
  責任，仍以使用之信用卡中所記載之最高保險金額為限。 
 
肆、恐怖主義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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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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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理 賠 服 務 中 心：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理賠服務中心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13 樓 
理 賠 服 務 時 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聯 絡 電 話：(02)2577-6865 
傳 真 電 話：(02)2577-4243 
24 小時客服專線：0800-010-850 按 1 
網 頁 網 址：https://www.south-chin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