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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保內容簡介(公費) 

險　　種

定期壽險

重大疾病險

傷害保險

意外醫療險

住院費 1,000元/日

醫院雜費 20,000元/次

外科手術費 30,000元/次

醫師診查費 500元/日

每次最高住院天數 365天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 2,000元/最高365天

癌症療養保險金 1,200元/最高365天

癌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30,000元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 1,200元/最高365天

保險金額

100萬

※詳細內容請詳「團體保險手冊電子版」

  200萬

1萬

＊每日住院津貼與實支實付擇一

癌症醫療險

住院醫療險

5萬(不含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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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眷屬自費內容簡介 

父母親僅限員工本人之戶籍登記之父母  
子女以人計算 

員工住院日額每次事故上限：60天。 

(二)日額津貼型

病房膳食費 醫院雜費 外科手術費 醫師診查費 事後選擇

計劃1 50萬 5萬 100萬 ─ ─ ─ 2,350元/人

計劃2 50萬 5萬 100萬 ─ 1,000

住院醫療保險金 　 　2,000

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30,000

療養保險金　 　 　　1,200

門診保險金　  　　　1,200

5,270元/人

計劃1 1,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500元 1,000元 ─ 2,910元/人

計劃2 1,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500元 1,000元

住院醫療保險金 　 　2,000

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30,000

療養保險金　 　 　　1,200

門診保險金　  　　　1,200

5,330元/人

計劃1 1,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500元 1,000元 ─ 1,300元/人

計劃2 1,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500元 1,000元

住院醫療保險金 　 　2,000

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30,000

療養保險金　 　 　　1,200

門診保險金　  　　　1,200

3,720元/人

父母親 ─ ─ ─ ─ ─ ─ 1,000元 20,000元 30,000元 500元 1,000元 ─ 3,000元/人

─

年繳保費
傷害

保險

傷害醫療

限額險

癌症醫療保險

(津貼型)
(一)實支實付型

住院

日額

住院醫療險

─

配偶

對象 計畫 定期壽險
重大

疾病險

員工

─

─

子女 ─ ─ ─ 1萬

1萬100萬3萬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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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壽險介紹 

保險範圍： 
 因 疾病 or 意外事故 身故 or 全殘 

除外責任：  

要保人故意謀害 

指定受益人故意謀害 

被保險人自殺or自成殘廢 

但被保險人連續投保滿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
保險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之責任。 

被保險人犯罪被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全殘： 

6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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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險介紹 

保險範圍： 
 因重大疾病事故發生  給付保險金額 

何謂重大疾病： 

 被保險人於加保持續有效30天以後，經醫院診斷初次罹患下列 
 各疾障或需下列手術或移植者，給付保險金。 

急性心肌梗塞(重度)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腦中風後殘障(重度) 
末期腎病變 
癌症(重度) 
癱瘓(重度) 
重大器官移植或造血幹細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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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保險介紹 

保險範圍： 
 意外事故身故 or 殘廢  

 

 

除外責任： 
要保人故意謀害 

指定受益人故意謀害 
被保險人自致或犯罪行為 
酒後駕(騎)車 
戰爭 
核爆 
角力摔跤…等競賽or表演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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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範圍： 

 因意外事故  門診 or 住院 

 事故發生之日起， 180天之內所有相關的治療費用， 

 每次一萬元限額內實支實付 

出院時，請準備～ 
診斷證明書正本 
醫療費用收據副本 

(副本收據需載明與正本相符) 

傷害醫療限額險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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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療險介紹 

保險範圍： 
因疾病或意外事故  住院 

出院時，請準備～ 

診斷證明書 

收據正本 
 

   

手術費 

外科手術費 

醫療雜費 
醫師指示用藥 

血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 

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來往醫院之救護車費 

手術室、治療室及其設備的使用 

敷料、外科用夾板及石膏整形 

化驗室檢驗、心電圖、基礎代謝率檢查、X光檢查 

對症所必要的物理治療、但以不超過兩個月為限 

麻醉劑、氧氣的使用 

靜脈輸注費及其藥液 

醫師診察與會診費 

 

每日病房費 

護理費   

病房費   

膳食費 



9 

保險範圍： 
因投保後初次罹患癌症  住院or門診 

住院津貼 

住院手術津貼 

出院療養 

門診治療 

 

契約生效、復效或加保日起第31天開始生效。 

門診治療每日以一次為限，全年次數限制365天。 

住院津貼與出院療養依實際住院天數給付，全年次數限制365天 

若罹患[原位癌]住院動手術，依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額之20%給付。 

理賠申請  請準備： 

2. 病理組織檢驗報告 

1.  診斷證明書 

癌症醫療險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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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療險條款說明&附加條款 

未以健保身份就醫、醫療費用不打折扣給付 

無收據可轉換日額：每次事故上限365日 (日額津貼型) 

骨折未住院：依骨折別表 (日額津貼型） 

加護病房：2倍給付（最初7日） (實支實付型）  

重大手術比例100%提高為400%  (實支實付型） 

住院前後一週門診給付  (實支實付型) 

 (若住院期間動外科手術則可延長後兩週）     

門診手術：限額內實支實付(以醫療雜費及外科手術費限額內為限) 

剖腹產：「必要性剖腹」及「健保身份就醫」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  

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     

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 

實支實付型及日額津貼型擇一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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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醫療險注意事項 

就醫前請注意該醫院是否為合格醫院 

中醫亦可，但請避免國術館或接骨所 

「醫院」係指依依照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
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醫療法人醫院。 

僅「傷害醫療限額險」可於診所治療 

便利理賠給付之申請，出院時請索取醫師之診斷證明書
及正本收據，以免日後徒勞往返，增加困擾 

意外傷害骨折理賠需檢附Ｘ光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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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理理賠 

填寫理賠申請書 

診斷書、收據正本證明文件 

骨折理賠需增附Ｘ光光碟片 

癌症理賠需附病理組織檢查報告 

事故日起二年內皆可申請理賠 

可採支票或匯款方式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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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團保更約權 

規  定 

員工參加團體保險滿 6個月後。 

員工離職起 30日內辦理。 

可更約險種：定期壽險、傷害保險、重大疾病險 

可保不高於本團體保險內，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的個人保單。 

按該被保險人更約當時之年齡以標準體承保。(不需告知或體檢) 

但員工的年齡或職業類別在保險公司拒保範圍內者，不予承保。 

辦  法 

 向人事室申請離職證明、勞保退保證明，聯絡服務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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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資格： 

「員工」：元智大學正式聘任之教職人員  

「配偶」：指員工戶籍登記之配偶 

「子女」：指員工戶籍登記之子女 

「父母」：指員工本人之戶籍登記之父母 

大家一起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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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表格： 

自費調查表 

健康聲明書 

 此次收件截止日：至106/09/25止 

 生效日期： 

保險期間：自生效日起至107年10月01日零時止。 

自費案參加方式及保險期間 

../../../100元智年度資料夾/元智資料夾/100團險資料夾/100自費資料夾/100學年團險自費資料夾/元智大學自費加入表1000906.doc
../../../100元智年度資料夾/元智資料夾/100團險資料夾/100自費資料夾/100學年團險自費資料夾/元智大學自費加入表1000906.doc
../../../100元智年度資料夾/元智資料夾/100團險資料夾/100自費資料夾/100學年團險自費資料夾/元智大學自費加入表10009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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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職業類別限1~4類以內 

夫妻同為員工或兄弟姐妹同為員工 

只能選一種身分參加 

眷屬也只能選一個人附加 

自費參與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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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配偶」: 

   初次承保 自滿15足歲至65歲止，續保可至70歲。 

 「子女」：出生且正常出院起至23歲未婚者。              

 「父母」（限員工本人之父母）：最高承保年齡至80歲 

承保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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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 106/9/25 

  未參加員工  

 隨時都可以加入喔  

申請收件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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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繳，中途加保者以天數計費 

統一由人事室薪資代扣 

保障不中斷 

     中途離職保障繼續至107/10/01零時止 

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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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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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服務團隊 

主辦單位： 

遠東商銀-保險代理事業群  

    黃珮菁 0960-508-895 

(02)7725-2777#322 

協辦單位：元智大學人事室 

人事窗口  黃雅芬 / 分機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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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屬駐點時間 

駐點人員 

遠東商銀-保險代理事業群：胡明志 
         0916-384-858 

時間 

每月第二、四個星期三上午9:30~11:30 

地點 

    元智大學人事室 

服務項目 

壽險〈醫療險、防癌險、投資型〉 
車險、火險 
意外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