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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算保費 2 輸入資料 3 確認資料 4 投保完成 

機車險-線上投保操作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b2c/content/main/qanda/index.html
https://b2c.518fb.com/portal/products/orderQuery/orderQuery.do?step=0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b2c/content/travel_coverage/index.html


操作流程(以手機版為例) 

 尋找網路投保頁面： 

進入富邦產險官網首頁囉~ 

(以下範例圖片皆為手機版為例) 

 小提示： 

①請再次確認上方橫幅是否有富邦產險的企業

符號~看到富邦的企業符號就可以繼續安心操

作。 

 

②接下來，請點一下左上角的「漢堡選單」 

漢堡選單就是像下圖的三條橫槓圖示喔~ 

 

 

 

 



③按下「漢堡選單」後，可點選「網路試算投

保區」或也可以點選下方的「機車險」。 

 

④進入保險自動販賣機頁面囉! 

請確認上方是否有切換至「機車險」，並可選擇

機車種類專區。 

 

 

 

 

 

 

 

 

 

 

 

 

 

 



⑤中間卡通圖案(機車)下方，有兩個橘色按鈕 

「試算投保」、「線上快速續保」 

 「試算投保」 

分為自選型、套裝型 

「自選型」→ 

1. 可自由選擇投保項目 

2. 且不限車主信用卡 

(刷卡人須為要保人) 

「套裝型」→ 

1. 不可自由選擇投保項目 

2. 方案為套裝組合，不可異動 

3. 限刷車主本人信用卡 

 「線上快速續保」 

若為續保且不需變更保險項目  

則可直接點選「機車 快速續保」按鈕(保期

若已中斷不視為續保，如需變更項目請改選

試算投保_自選型)，請記得按照投保的需求

點選~ 

 

 



 進入投保服務網頁 

步驟一_試算保費： 

進入投保試算流程囉！以下操作小編將以 

「試算投保」→「自選型」為範例 

 小提示： 

請確認右上角為「機車險」圖示！ 

(因許多客戶會同一天幫家中的汽、機車投保，

小心不要投保錯囉！汽、機車是不同的試算頁

面，若要投保機車，機車的試算頁右上角會顯

示「機車險」) 

①選擇本國、外國；若為公司車請選法人 

②因為小編為本國人→輸入身份證字號 

若為外國人→輸入統一證號 

      法人→輸入公司統編 

③輸入車牌號碼 

(記得不要輸入顛倒，需與行照一模一樣) 

 

 



④如有優惠代碼請記得輸入(一筆交易僅限一

組優惠代碼)。 

若未投保強制險，則不需輸入，單純只投保任

意險無需輸入優惠代碼即可享網路投保 9 折優

惠。 

若無優惠代碼，可下載富邦產險 APP；在 APP

中的「會員服務」內就有一組優惠代碼可供您

使用~ 

請注意，如有取得優惠代碼請記得輸入，若投

保刷卡完成才發現忘記輸入優惠代碼，客服人

員也無法為您補輸入喔！ 

⑤勾選「我已閱讀並瞭解上述相關告知事項」 

請將 1.線上投保注意事項 2.直接蒐集個人資料

告知事項閱讀完畢即可勾選 

⑥點選「下一步」按鈕 

 

 

 

 

 

 

 



步驟二_填寫資料： 

進入「填寫車主/車籍資料」頁面囉！ 

①請下拉選單 

選擇車主的「出生年、月、日」 

若是幫家人投保，請記得生日不要選錯~ 

 

 

 

②選擇保險期間 

提醒您，如需投保車體險與營業機車附加條款

僅限投保一年期。 

③選擇強制險生效日 

(如您的強制險尚未到期，請選擇原到期日為生

效日，如保期已中斷，請以投保日為生效日) 

如強制險已有投保，請勾選「本次不投保強制

險」 

④選擇任意險生效日 

(如您的任意險尚未到期，請選擇原到期日為生

效日，如保期已中斷，建議以投保日為生效日) 

如這一次不想投保任意險，請勾選「本次不投

保任意險」 
 



⑤請選擇車輛種類 

 小提示： 

預設為重型機車 

若您的車輛為電動機車，請再次確認排氣量為

c.c 數或 hp/馬力數，若為 c.c.數可能為重型或

輕型摩托車，請勿選擇電動機車喔! 

 

下圖為網路投保可選擇之車種： 

   

⑥請按行照記載輸入「排氣量」，電動機車請

點選 hp 馬力並按照行照記載填寫。 

⑦請按照行照記載選擇「出廠年月」 

 

 

 

 

 

 



⑧請按照行照記載選擇「原始發照日」 

⑨請勾選是否投保車體險或竊盜險 

如勾選是，需選擇廠牌、車系車型 

   

⑩請選擇廠牌 

○11請按行照記載輸入「引擎號碼」 

○12如資料都輸入，就可按「下一步」按鈕囉~ 

 

 

  



接下來進入「試算頁面」 

一年期【自選型】                          

① 請針對您想投保的險種前方框框處打勾。   

(打勾代表想要投保，如有預設勾選的險種為您 

不想投保之項目，請將勾勾取消) 

② 每個險種名稱的後方，按一下皆可連結到該險

種說明頁面。 

③ 如要附加《營業機車附加條款》，請在最下方 

勾選「我要加保《營業機車附加條款》(如美食外

送員)」。 

④如果第一頁忘記輸入優惠代碼，試算頁也有優

惠代碼欄位可以輸入。 

如單純「只投保任意險」，不需輸入優惠碼即可享

網路投保 9 折優惠。 

請注意，如有取得優惠代碼請記得輸入，若投保

刷卡完成才發現忘記輸入優惠代碼，客服人員也

無法於投保後為您補輸入喔！ 

 

 

 



一年期【超額險/護身符】 

①此處為套裝內容，套裝內容含:第三人責任

險、慰問金保險及超額責任險，保額與保費無

法任意變更。 

②如欲投保 58 交通事故傷害險、0L 限額車對

車碰撞險請至自選型投保。 

 

③如要附加《營業機車附加條款》，請在最下方

勾選「我要加保《營業機車附加條款》(如美食

外送員)」。 

 



兩年期【護身符兩年期】 

① 此處為套裝內容，險種為:第三人責任險 

、慰問金保險，保額無法任意變更。 

 

② 兩年期無法附加《營業機車附加條款》， 

也無法投保 0L 限額車對車碰撞險， 

如有需要煩請回上一步，保險期間改選為 1

年。 

③勾選好想投保的項目後，就可以按「試算保

費請按我」。 

④如果確認投保，就可以按「下一步」~ 

 小提示： 

部份險種官網未開放投保，可投保之險種以試

算頁面為主。 

如欲投保官網未開放之險種，需請您改洽業務

投保，謝謝您。(範例保費為小編測試，實際保

費以網路試算為主) 

 

 

 



 

  

接下來進入「身份驗證頁面」囉~ 

 小提示： 

因為小編已經投保過了，本身是富邦產險的會

員~若是第一次網路投保的客戶，會引導至註

冊的頁面喔~ 

 

①請按下”發送認證碼” 

②請輸入您所收到認證碼(6 碼) 

③請勾選”我已閱讀並同意上述相關告知事

項” 

○4 輸入後請按”下一步” 

 

 

 



①試算承保內容，會把您在試算頁勾選的

項目完整顯示出來，在這一個頁面可以檢查

投保項目。 

 

②填寫被保險人資料(行照上登記之車主)         

 小提示： 

 若您的姓名內有難字、特殊古字， 

可在「車主姓名」下方按一下「難字輸入」 

 

 下面就會出現一個空格 

下方的「注」是請您輸入難字的注音 

輸入好後就會出現選單讓您選字~ 

(小編這邊是以注音 ㄓㄣ 為例) 

 

被保險人資料輸入完畢後，客戶屬性請參考

以下說明選擇；職業欄位請參考網頁內的註

 

 

 

 

 



一職業，若您的職業在註一職業內請勾選

「註一職業/行業」 

若您的職業不在網頁內所列出的職業請勾選

「一般職業/行業」 

③填寫要保人資料 

小編是車主也是付款人，所以就直接勾選要

保人同被保險人~ 

如付款人為家人，請將勾勾取消後，就可以

輸入要保人資料。(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

以網頁下拉選單為主。) 

④填寫被保險人名冊 

 小提示： 

 58 交通事故傷害險只能列一位人員。 

    按一下 的按鈕， 

    就可輸入欲投保的人員的資料。 

如「未投保」58 交通事故傷害險，「不需填

名冊資料」，當然就不會看到上方的名冊欄

位喔！ 

⑤選擇保單寄發方式 

可選擇電子保單、紙本保單。 

響應環保愛地球，小編建議您選電子保單~ 

 

 

 



(為配合金管會政策，若您投保強制險，就

算點選紙本保單也不會收到強制證喔) 

 

 

 

 

 

 

 

 

 

 

 

 

 

 

 

 

 

 

 

 

 

 

 

 

 



步驟三_確認資料 

接下來進入「刷卡頁面」囉~ 

①請先確認您的信用卡是否適用！ 

②目前網路投保只開放使用要保人信用卡

繳費(公司車須自行輸入持卡人資料)。 

③請輸入信用卡號 

④請選擇信用卡的有效月年 

⑤最後輸入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⑥如您的信用卡為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 

機車險保費滿 2 千元以上，可選擇分 3 期 0

利率。  

 小提示： 

 如勾選分期，投保完成後，無法變更分

期的期數。 

 如您的信用卡為鑽保卡、J 卡、Momo

卡...等，若已於台北富邦銀行登錄信用

卡分期活動，則此頁面無需再勾選分

期。 

⑦接下來就可以按「確認送出」按鈕~  

 

 

 



步驟四_投保完成： 

看到這個畫面 

小編要恭喜您，代表您投保完囉~ 

但是小編這一筆是以「自選型(小編滿 20

歲，而且要、被保險人、刷卡付費皆為小編

自己本人)」為範例。 

小編這一筆測試的是未投保傷害險，所以投

保完成是不需回傳簽名文件~ 

如要、被保險人、刷卡付費為不同人，或有

投保到部份險種是需簽名回傳的話，系統會

提醒您需於投保完成 3 日內簽名回傳要保書

文件(系統將會自動判斷您投保的項目，請

以交易完成頁為主，如未回傳簽名文件，系

統會於 3 日後刪除您的投保記錄~) 

 小提示： 

 若您選擇電子保單，1 日內電子保單會

mail 至您的電子信箱。 

 若您選擇紙本保單，將於 7 至 10 工作

天會以平信方式寄發保單及收據~ 

提醒您~為配合金管會政策，若您投保強制

險，就算點選紙本保單也不會收到強制證喔 

 

 



 若電子保單未收到，可自行至會員專區

自行下載。 

 若想查詢網路投保內容，可點選投保後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