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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特色 

1. 意外傷害‧全球保障 

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時的意外風險，保障無國界，富邦讓您平安放心有保障！ 

2. 個人疏失‧富邦承擔 

因個人的疏失依法而引發對他人的賠償請求責任時，富邦為您承擔對方的賠償費用，讓您無負

擔！ 

3. 六大特定意外事故，千萬保障 

因下列六大特定意外事故所致失能或死亡，皆有高達 1,000 萬的高額保障。 

(1) 搭乘交通工具而遭受意外事故     (2) 火災            (3) 地震 

(4) 乘坐電梯而遭受意外事故            (5) 閃電雷擊     (6) 颱風洪水土石流 

4. 法定傳染病確診就理賠 

只要罹患衛福部疾管署公告之法定傳染病，如：登革熱、破傷風、百日咳、SARS、H7N9…，

經確診後，富邦就提供 10,000 元的關懷補助金，讓您安心接受醫療診治，早日康復。 

5. 顏面整形手術，填補健保缺口 

當意外造成頸部以上損傷，經治療後還存留顯著疤痕並需要接受美容整型手術，富邦貼心提供

您最高 50 萬元保險金，填補健保無法給付的缺口。 

6. 特定燒燙傷補助，彌補損失 

意外事故造成特定燒燙傷，只要第 6 天仍生存且依燒燙傷程度比例給付，富邦提供最高有 200

萬的特定燒燙傷保障，以彌補後續需要復健醫療費用或中斷工作的收入等。 

7. 實支實付與住院日額雙重給付，副本即可申請理賠 

意外事故住院日額型與實支實付型同時給付，有別於市場上意外傷害醫療只能二擇一，讓您毋

須為額外醫療費用而擔心。且理賠不限收據正本，副本即可申請，與其他醫療保險也不衝突，

提供給您多一層醫療防護。 

8. 意外住院，醫療全方位保障 

意外事故住院除了住院保險金、加護病房保險金外，每日還有 1,000 元的安心療養金，若是住

院連續達 3 天以上，再提供 5,000 元的住院生活補助金。經醫生診斷需要看護時，另外還可申

請每日 2,000 元的看護費用。全方位的保障，為您提升住院醫療品質及彌補健保不足！  

9. 傷害門診手術，定額給付 

若是意外造成的而需要做傷害門診手術時，每次事故也有 2,000 元的給付。只要附上合格醫院

醫師詳載手術名稱、部位的診斷證明書，就可以申請理賠，讓您的醫療品質大幅提昇。 

新新放放千千萬萬心心 IIVV                專專案案  

一天只要 21 元 

19 項保障天天陪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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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內容(本專案之法定傳染病無等待期間且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                                                

保障項目 保險金額 

個人責任險 100 萬元 

意外傷害保險-身故及失能 200 萬元 

特定意外           

事故保障 

搭乘交通工具增額給付 1,000 萬元 

火災意外事故增額保障 1,000 萬元 

地震意外事故增額保障 1,000 萬元 

閃電雷擊意外事故增額保障 1,000 萬元 

電梯意外事故增額保障 1,000 萬元 

颱風洪水土石流意外事故增額保障 1,000 萬元 

傷害醫療給付實支實付型(每次事故限額給付) 20 萬元 

法定傳染病關懷補助保險(同一法定傳染病給付一次) 10,000 元/次 

傷害醫療保險

給付日額型 

住院保險金(最高 90 天) 2,000 元/日 

加謢病房保險金(最高 45 天) 3,000 元/日 

住院生活補助金(連續住院達 3 日(含)以上) 5,000 元/次 

傷害保險       

看護費用 

看護費用保險金(最高 90 天) 2,000 元/日 

重大失能看護保險金(1-3 級失能)(最高 90 天) 2,000 元/日*實際住院日數之 4 倍 

住院安心療養金(最高 90 天) 1,000 元/日 

特定燒燙傷給付(依等級表 6 級 11 項) 200 萬元 

傷害保險顏面傷害整型費用(每次事故) 50 萬元 

傷害門診手術定額給付(每次事故定額給付) 2,000 元/次 

月繳保費(首期須繳二個月保費) 606 元 

年繳保費 1-3 級 6,978 元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  本專案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障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富邦產物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核保規則與保單條款辦理。 

* 本專案商品名稱：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搭乘交通工具增額給付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個人傷害醫療給付暨法定傳染病關懷補助健康保險；富邦產物個

人傷害保險住院安心療養給付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傷害保險(個人暨家庭型)特定燒燙傷給付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傷害保險看護費用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傷害保險顏面傷害

整型費用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個人綜合保險；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門診手術定額給付附加條款；富邦產物保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傷害暨健康保險自動續約

附加條款；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恐佈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 商品核准文號：103.05.08 富保業字第 1030000741 號函備查 108.09.02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06.21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96.12.28 依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令修正 107.07.03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 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102.04.02 富保業字第 1020000481 號函備查 109.01.02 富保業字第

1090000031 號函備查；100.06.28 富保業字第 1000000923 號函備查 108.09.02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04.09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97.11.24 (97)富保研發個

字第 026 號函備查 109.06.10 富保業字第 1090001434 號函備查；96.07.10 (96)富保研發字第 153 號函備查；96.04.12 (96)富保研發字第 081 號函備查 109.06.08 富保業字第

1090001420 號函備查；109.04.22 富保業字第 1090000975 號函備查；103.03.05 富保業字第 1030000327 號函備查；101.09.11 富保業字第 1010001286 號函備查 109.07.24 富保業

字第 1090001929 號函備查；106.01.23 富保業字第 1060000167 號函備查 106.08.18 富保業字第 1060001694 號函備查；92.12.29 財政部台財保第 0920073327 號函核准 107.07.03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 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 給付項目：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失能保險金、火災意外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火災意外事故失能保險金、地震意外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

葬費用保險金、地震意外事故失能保險金、閃電雷擊意外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閃電雷擊意外事故失能保險金、颱風洪水土石流意外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颱風洪水土石流意外事故失能保險金、電梯意外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電梯意外事故失能保險金、搭乘交通工具身故保險金、搭乘交通工具失

能保險金；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住院醫療保險金、加護病房保險金、住院生活補助金、法定傳染病關懷補助保險金；住院安心療養保險金；特定燒燙傷保險金給

付；看護費用保險金、重大失能看護費用保險金；顏面傷害整型費用保險金；個人責任保險金；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意外身故保險金限額給付、失能保險金限額給付。 

*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2.03%，最低 41.32%；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

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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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bon.com 查詢』。免費申訴電話: 0800-009-888。 

 

 

本商品由富邦保代代理銷售。網址：www.fubon.com 電話：(02)2370-5199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9 號 14 樓 

免費諮詢專線(週一~週五 上午 9:00~下午 6:00)：0800-099-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