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法國巴黎產險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最新維護日期：2020/05/27
 居家保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法商法國巴黎產物住宅火災

住宅火災保險

及地震基本保險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理賠時，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理賠申請書。
二、損失清單。如有必要時，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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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二項文件外，本公司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警察機關處
理證明文件。
住宅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被保險人遇有本保險契約所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被
保險人或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向本公司申請理賠，應檢附下
列文件：
一、體傷責任
(一)理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診斷書影本。
(三)醫療費收據影本。
(四)和解書、判決確定證明書或仲裁判斷書。
(五)請求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死亡責任
(一)理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第三人之死亡證明書、除戶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三)和解書、判決確定證明書或仲裁判斷書。
三、財物損害責任
(一)理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估價單或損失清單。
(三)和解書、判決確定證明書或仲裁判斷書。
被保險人或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依前項約定申請理賠，如有
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被保險人或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提供
政府相關單位處理證明文件。
被保險人請求理賠給付時應另行檢附支付第三人賠償金額
之證明文件，或通知本公司直接對第三人為賠償金額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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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付。
住宅玻璃保險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理賠時，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理賠申請書。
二、損失清單。
如有必要時，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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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前二項文件外，本公司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警察機關處
理證明文件。
住宅地震基本保險
住宅建築物因承保危險事故發生，符合第六十三條承保損
失要件者，被保險人應檢附下列文件，向本公司申請理賠：
一、住宅地震基本保險理賠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狀影本、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賠款接受書。
四、依第六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申請理賠者，拆除通知或
拆除命令之影本。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黎產物住宅火災
及地震基本保險續保約定附 同主契約
加條款
法商法國巴黎產物抵押權附
加條款(住宅火災保險附加地
震基本保險適用)(住宅火災

同主契約

及地震基本保險適用)
法商法國巴黎產物保險費延
緩交付特約條款_(甲式)(商
業火災保險適用)(住宅火災 同主契約
及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
適用)
法商法國巴黎產物保險費延
緩交付特約條款_(戌式)(商

同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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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業火災保險適用)(住宅火災
及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
適用)
 人身保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傷害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

保險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
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五、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失能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失能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重大燒燙傷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師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全民健康保險重大燒燙傷證明文件；若未投保全民健
保者，須檢附註明燒燙傷面積比例之診斷證明書。
五、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傷害

傷害醫療保險金的申領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日額型)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療診斷書或住院證明；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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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加護病房傷害醫療保險金的申領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載明加護病房住入遷出期間之住院診斷證明書；但必
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傷害

傷害住院看護保險金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手術及看護型)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或其他投保證明文件。
三、診斷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政府機關許可之合格看護人員證明書。
五、載明看護日數之醫療費用明細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
費用收據)。
六、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特定手術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或其他投保證明文件。
三、載明義眼、義齒、義乳及義肢等四項器官手術證明之
醫療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
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特定人工器官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或其他投保證明文件。
三、載明義眼、義齒、義乳及義肢等四項器官手術證明之
醫療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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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傷害

傷害醫療保險金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實支實付型)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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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醫療費用明細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費用收據)。
五、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傷害

住院慰問保險金的申領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受益人申領「住院慰問保險金」時應檢具下列文 件：

條款(住院慰問金型)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診斷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團體傷害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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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失能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三、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重大燒燙傷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醫師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燒燙傷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團體傷害

傷害醫療保險金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日額型)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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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加護病房傷害醫療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載明加護病房住入遷出期間之住院診斷證明書；但必
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團體傷害

傷害住院看護保險金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手術及看護型)

二、診斷證明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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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三、載明看護日數之醫療費用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費用
收據)。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特定手術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載明義眼、義齒、義乳及義肢等四項器官手術證明之
醫療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
證明文件。
三、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特定人工器官補助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載明義眼、義齒、義乳及義肢等四項器官手術證明之
醫療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
證明文件。
三、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團體傷害

傷害門診保險金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實支實付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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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醫療費用明細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費用收據)。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團體傷害

傷害醫療保險金

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

一、保險金申請書。

條款(實支實付與日額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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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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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加護病房傷害醫療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載明加護病房住入遷出期間之住院診斷證明書；但必
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三、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傷害門診保險金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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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醫療費用明細或醫療證明文件(或醫療費用收據)。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契約
用詞異動批註條款

同主契約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新安心傷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領

害保險

受益人申領「一般傷害身故保險金」或「特定傷害身故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
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五、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失能保險金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一般傷害失能保險金」或「特定傷害失能保
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失能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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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受益人申領「一般傷害失能保險金」或「特定傷害失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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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醫療保險金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傷害醫療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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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重大燒燙傷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師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全民健康保險重大燒燙傷證明文件；若未投保全民健
保者，須檢附註明燒燙傷面積比例之診斷證明書。
五、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債權債務
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

同主契約

權批註條款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平安遨遊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的申領

傷害保險

受益人申領「一般意外身故保險金」、「大眾交通意外身故
保險金」、「特定意外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
時，應檢具下列 文件：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
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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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四、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五、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失能保險金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一般意外失能保險金」、「大眾交通意外失能
保險金」或「特定意外失能保險金」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失能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受益人申領「一般意外失能保險金」、「大眾交通意外失能
保險金」或「特定意外失能保險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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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燒燙傷保險金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重大燒燙傷保險金」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師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
故證明文件。
四、全民健康保險重大燒燙傷證明文件；若未投保全民健
保者，須檢附註明燒燙傷面積比例之診斷證明書。
五、受益人的身分證明。
傷害醫療保險金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之保險金給付時應檢具下
列文件：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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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請第十五條實支實付型傷害醫療保險金時，必須檢
附醫療費用收據。
五、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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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守護防癌 受益人申領本契約各項保險金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健康保險

一、 保險金申請書。
二、 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 醫療診斷書及相關檢驗或病理切片報告；如為罹患類
癌，被保險人應出具相關病理切片報告、血液細胞學檢查報告
或其他足以證明為罹患「惡性」類癌之相關檢驗報告。但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被保險人出具診斷書、檢驗或
病理切片報告。
四、 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財產保險
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勞工失業

非自願性離職保險金

給付保險

一、保險金申請書。
二、勞工保險局之失業給付收據。若無法取得收據，須提
供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失業再認定證明或其相關證明文
件。
三、被保險人原工作單位或地方勞工行政主管機關出具之
離職證明文件。
四、
「代投保單位」受清償時應另檢附其債權債務關係證明
文件。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個人皮

皮件賠償保險金

件、證件及行動電話盜打賠

一、理賠申請書。

償保險

二、警察機關報案證明正本。
三、保險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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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卡片重置費用賠償保險金
一、理賠申請書。
二、警察機關報案證明正本。
三、發卡機構所出具之卡片重置費用（掛失手續費）收據
（或帳單）正本。
四、保險單正本。
證件重置費用賠償保險金
一、理賠申請書。
二、警察機關報案證明正本。
三、證件核發機構所出具之證件重置費用（補發證件之規
費、手續費）收據正本。
四、保險單正本。
卡片盜用費用賠償保險金
一、理賠申請書。
二、向發卡機構申請掛失停用時間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
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警察機關報案證明文件。
三、發卡機構所出具之卡片盜刷費用證明及繳費後收據。
四、保險單正本。
行動電話盜打費用賠償保險金
一、理賠申請書。
二、向電信公司申請停用時間證明或電話被盜用申報書影
本。
三、警察機關報案證明文件。
四、電信公司所出具之盜打費用收據（或帳單）正本。
五、保險單正本。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自動續保
附加條款

同主契約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產品延長

被保險人遇有產品購買人要求維修故障之產品時，應依下

保固費用保險

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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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一、產品購買人應出示產品延長保固保證書 給被保險人備
查，如本公司要求被保險人提供相關備查資料，被保險
人應立即提供。
二、被保險人應於產品購買人要求維修後之 30 日內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通知內容應包括被保險人與產品購買人之
姓名、產品故障之時間、原因及受損程度。
三、於接受產品購買人要求維修之訊息後，應檢具本公司
要求之證明文件，向本公司提出理賠請求。
被保險人同意接受本公司所指派之人員進行產品故障之查
核工作。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平安遨遊

班機延誤保險 理賠文件

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機票及登機證或航空業者出具之搭機證明。
三、航空業者所出具載有班機延誤原因及延誤期間之證明。
行李延誤保險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公共交通業者所出具行李延誤達六小時以上之文件。
旅程延誤保險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警方出具之護照或旅行文件遺失證明文件，或海關、
警方或衛生單位檢疫證明文件，或航空公司或當地警方
交通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三、旅遊地突發事故證明文件。
四、需要住宿之證明文件。
旅程更改保險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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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理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二、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死亡證明書及身份關係
證明文件。(依據本保險契約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所列事
故申請理賠者)
三、事故證明或其他經本公司認可之證明文件。(依據本保
險契約第二十六條第二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者)
行李損失保險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因本保險契約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
者：向警方報案證明。
三、因本保險契約第二十九條第二款所列事故申請理賠
者：公共交通工具業者所開立之事故與損失證明。
四、損失清單。
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旅行文件之遺失證明。
三、旅行文件重置證明及費用單據。
劫機慰問保險金 理賠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航空公司或其他足以證明劫機之文件。
三、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或航空公司出具之搭機證明。
理賠申請程序
理賠申請文件 → 收件 → 審核 → 主管簽核 → 請款
→ 給付保險金 → 文件歸檔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國際制裁
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同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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