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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銀行信用卡綜合保險-Q&A 

問 答 

一、本銀行所提供之金卡及普卡信用卡綜合保

險保障項目為何？ 

保障項目包含有兩種：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傷害保險及旅遊不便

保險。 

二、持卡人使用本銀行所提供之信用卡幫忙父

母親刷卡，是否有獲得信用卡綜合保險保

障？ 

信用卡綜合保險中所稱被保險人係指承保信用卡之持卡人本

人，其配偶及受其扶養且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故並不

包含持卡人之父母親。 

三、若父母親以信用卡幫未滿十五足歲的小孩

刷全額之團費，則其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傷

害保險之保障金額為何？ 

未滿十五足歲的小孩其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傷害保險之保障金額

依主管機關所規定之保險金額限制處理，不適用原持卡人之保

險金額，目前提供失能保險金最高新台幣為貳佰萬元。 

四、若金卡信用卡持卡人同時為本人、配偶刷

二張全額之機票款，則同時享有本保險單

承保之保障嗎？ 

若以持卡人本人之金卡同時刷本人及配偶之全額機票款，則持

卡人及其配偶同時分別享有本保單所提供之金卡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傷害保險及旅遊不便保險。 

五、何謂「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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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班機起飛前與到達目的地後五小時內是否

屬信用卡旅遊不便險附加海外旅遊全程傷

害保險之保障期間？交通工具是否限制必

須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1. 此段行程是信用卡旅遊不便險附加「海外旅遊全程傷害保

險」保障範圍之擴大保障-是本保險之保障期間，但應以機

場為第一目的地。 

2. 本段保障期間，被保險人可選擇搭乘任何交通工具，不以大

眾運輸交通工具為限(但不包括機器腳踏車、腳踏車或其他

類似之交通工具)。 

七、只要是台中銀行信用卡之持卡人就享有信

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障嗎？ 

須符合下列條件: 

1. 持有之信用卡必須有效 

2. 須以台中銀行發行之世界卡、白金卡、金卡及普卡於本保險

之保險期間內(109.08.01零時起至 110.07.31二十四時止) 

支付航空機票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 

八、本保險之受益人為何？ 1. 旅遊不便險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2. 旅行平安險之受益人：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失能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本人 

3. 海外全程保障保險之受益人：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失能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本人 

4. 海外全程保障傷害醫療保險受益人：被保險人本人。 

九、本保險之受益人是否可由被保險人指定？ 由於此非被保險人投保之個人保險，故不接受指定亦不接受變

更。 

十、信用卡刷卡消費後，是不是在意外事故發

生時，該卡片必須仍然維持有效？ 

是的，意外事故發生時信用卡必須仍然有效，才能獲得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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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十一、持卡人應如何支付旅費以享有保障呢？ 1.個人旅行時：以信用卡支付全部機票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費

用。 

2.參加團體旅行時：團費八成以上以信用卡支付。 

3.班機延誤保障僅適用於定期班機，行李延誤或遺失僅適用於

商用客機。 

十二、若持卡人未陪同配偶或受其扶養未滿二

十五足歲未婚之子女旅遊時，請問他們是

否受到保障？ 

是的，持卡人不一定要和配偶或受扶養子女同行，只要持卡人

之配偶或受其扶養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的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票款是由持卡人的承保信用卡所支付的，即受保障。 

十三、持卡人用自己的信用卡購買機票，後來

將這張機票讓給一位朋友，這位朋友能夠

享受保險的保障嗎？ 

依本保險單規定，被保險人為持卡人及其家人（配偶及受其扶

養之未滿２５足歲未婚子女）。持卡人的朋友不屬於前開“被保

險人”定義，因此不受保障。  

十四、持卡人在不同地點以承保信用卡付機票

款，對保障效力有影響嗎？ 

沒有影響，無論持卡人透過旅行社或直接向航空公司購買機

票，亦無論在台灣或在國外，只要用承保信用卡給付票款，在

保險期間內發生承保事故都受到相同保障。 

十五、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障期間為何？ 持卡人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旅行費用或參加旅行團

時，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或旅程中全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票

款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的旅遊期間。(最高保障日數為 30 日) 

十六、持卡人之未滿二十五足歲之已婚或離婚

子女是否可成為保障對象呢？ 

不可以。僅持卡人所扶養且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可成為保

障對象。 

十七、何謂「定期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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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業務證明、執照或相關許可航空公司，依據其出版定機場間

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旅客服務之班機。 

十八、持卡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火車票款，是

否可獲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傷害保險保障？ 

可以，持卡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票款，

於搭乘或上下該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期間可獲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傷害保險之保障。 

十九、如果我的朋友已替我刷卡付了機票錢，

那我也享有保障嗎？ 

沒有，必須是您本人刷卡，才能保障自己，如果別人為您付費，

則是保障刷卡人，而不是搭乘飛機的人了。 

二十、如客戶持有多張卡片是否可重覆理賠？ 不可以。此保險不會因持卡人以二張以上之信用卡支付同一筆

大眾交通工具費用，使保險公司於每次意外事故發生時，負擔

重覆理賠之責任。 

二十一、持卡人以金卡及普卡刷卡支付百分之

八十以上的團費，是否享有海外旅遊全程

保障？ 

沒有，本保險保障為被保險人搭乘或上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期

間，不包含整個旅遊活動期間。 

二十二、請問如果我的團費，是分別以金卡及普卡來

刷，是否可享有雙重保障？ 

沒有，必須使用同一張卡達到團費的 80%以上，否則不符合保障

條件。 

二十三、持卡人若是以用信用卡訂報方式獲得

機票是否受到保障？ 

不受保障，因為此保險的保障只供直接簽刷信用卡購買機票的

顧客，任何免費機票或因購買其他物品而間接獲得機票，均不

在保障之列。 

二十四、持卡人於旅行社以信用卡支付八成的 只要持卡人以刷卡方式向旅行社支付團費。無論旅行社是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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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團費，但旅行社是以支票支付機票費用給

航空公司持卡人可享有保障嗎？ 

金，支票或其他方式付款給航空公司，均不會影響持卡人的保

障。 

二十五、一位持卡人用信用卡支付自己和未婚

妻的機票，然後兩人準備前往國外結婚，

請問，這趟旅程若發生理賠事故，他的女

友可否獲得理賠？ 

不可以，持卡人的女友尚未成為其配偶，非本保險所約定之被

保險人，故不在保障範圍內。 

二十六、航空公司致贈每位搭乘延誤班機的旅

客另一張台北至洛杉磯的免費機票，這是

否會影響到持卡人的索賠權利？ 

不會，被保險人仍依本條款享有權利。但這張免費機票非以信

用卡付帳，自然不能享受相關保障。 

二十七、我於尾牙抽獎時，獲得一張免費的國

外來回機票，這是否享有保障呢？ 

沒有的，因您是獲得免費機票，即不符合刷卡支付費用的條件，

也就不在保障之範圍內。 

二十八、如果我只是單純的購買機票，是不是

一定要全額刷卡呢？ 

是的，持卡人須以以信用卡支付全額機票款方可享有保障。 

二十九、若以電話訂位機場取票的方式（也就

是到機場再刷卡付費）購買機票，則我在

前往機場途中，是否享有保障呢？ 

沒有的，因為本保險不溯及既往，只適用於持卡人已經刷卡付

費的公共交通工具，因此預先訂位，並未實行刷卡付費的動作，

保障也尚未開始。 

三十、計程車可以算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嗎？ 不是，計程車是私人雇用的交通工具，不算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因此即使是用信用卡付費，仍然不受保障。 

三十一、信用卡綜合保險是否包括包機及加班

機？ 

1. 本公司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信用卡旅行不便保險」條款約定，

適用於旅行不便保險『定期航班』係指（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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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許可航空公司（２）依據該航空公司出版之航行於固定機場間

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旅客服務之班機，所以如非航空公司時

刻表及價目表上記載而為臨時、不定期之加班機或包機即不在信

用卡旅行不便保險之保障範圍。 

2. 有關「信用卡旅行平安險」，規定持卡人所搭乘之交通工具，

限於「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即指（１）供不特定大眾使用，

（２）經政府登記許可，（３）行駛於固定航、路線之公共運

輸工具（包括商用客機，或水、路上之公共交通工具）。所謂

「固定航、路線」係指在定點（港口間、機場間、各站）間

經營「經常性客、貨運送路線」（參考航業法第 2條第 10 款

之規定），所以如係行駛於經常性路線上之加班機，定期包機

等商用客機係包含在內，屬於信用卡旅遊平安險之保險範

圍，而如屬政府包（專）機，或公民營企業包機或私人包機

因非供不特定大眾使用，即非屬保障範圍。 

三十二、台中銀行信用卡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保

障保額為多少？ 

台中銀行信用卡為您及家人(即配偶、受撫養且未滿 25足歲之

未婚子女) 刷卡支付全額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費用或參加旅行團

之團費 80%(含)以上費用，即可享有以下高額保險，讓您出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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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遊更安心。 

1.世界卡：5000 萬元 

2.白金卡以上卡別(世界卡除外)：3000 萬元 

3.金卡：1500 萬元 

4.普卡：800 萬元 

三十三、台中銀行信用卡保險包含哪些不便險?

保障金額為多少？ 

本保險包含班機延誤、行李延誤及行李遺失，皆為實支實付即

以被保險人事故發生時實際的支出為依據核付，保障金額如下

表（單位皆為新臺幣） 

卡   

別 

白金卡以上
卡別、世界卡 

金   卡 普   卡 

班機延

誤險 

10,000 元／持

卡人及家屬合計

以 20,000 元為

上限 

7,000 元／持卡人及

家屬合計以14,000元

為上限） 

7,000 元／持卡人人

及家屬合計以 14,000

元為上限） 

行李延

誤險 

10,000元／持卡

人及家屬合計以

30,000元為上限 

7,000 元／持卡人及

家屬合計以14,000元

為上限 

7,000 元／持卡人及

家屬合計以14,000元

為上限） 

行李遺

失險 

30,000元／持卡

人及家屬合計以

60,000 元為上

限） 

30,000 元／持卡人及

家屬合計以60,000元

為上限） 

20,000 元／持卡人及

家屬合計以40,000元

為上限） 

 

三十四、保險會隨著客戶卡片註銷或換發卡片

而停止保險效用嗎？ 

如信用卡因故註銷或強停、掛失不補發等情形發生，致使此張

信用卡為非正常有效之卡片時，此保險即隨之停止。如為換發

卡片或改申請其它國際卡時，保險依然有保障。 

三十五、持卡人參加旅行團出國，團費共三萬

元。持卡人刷卡支付訂金一萬元，其後

再以同一張卡刷卡支付尾款，團費分兩

次以信用卡支付，是否仍享有信用卡保

險？ 

只要以同一張信用卡支付 80%以上之團費，不論該 80%團費分幾

次刷卡支付，皆可享有保障。 

三十六、若被保險人發生意外事故死亡時，保險公

司是否會主動理賠嗎？如其家人不知其有

保險之事，是否即喪失保險之理賠嗎？ 

保險公司不會主動替被保險人理賠，必須受益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主動提出申請。另外如在時效內未提出申請理賠則視為放棄。 

三十七、「遊覽車」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嗎？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線、

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所以以觀光為

目的之「遊覽車」並非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但如係國道客運則屬

於本保險承保範圍。 

三十八、旅行社「包機」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嗎？ 

若屬開放式包機，對不特定旅客開放，則為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應予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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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三十九、以信用卡刷卡累積紅利里程數，換得

免費機票，以該免費機票搭乘班機，是

否可獲得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障？ 

不可以，以免費機票搭乘飛機，不在本保險保障範圍。 

四十、旅遊不便險中之班機延誤需延誤幾小時

才有理賠？ 

旅遊不便險中之班機延誤需延誤四小時以上才有理賠 

四十一、班機延誤險之保障範圍為何？ 發生下列事故時，本公司同意補償被保險人在出發地或轉機失接地

支付合理且必要之膳食、住宿費用、來往住宿地點之交通費、電話

費、及因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為緊急需要購買衣物及其他日用必

需品之費用。 

1.被保險人已確認之定期班機延誤四小時以上、或被取消、或因

超額訂位致被保險人無法登機，而於該定期班機預定起飛之四

小時內，無其他任何班機可供轉搭前往目的地；或 

2.失接已確認之轉接班機，且於其到達轉運站後之四小時內，無

其他空中交通工具可前往目的地； 

前述已確認之定期班機不包括自本國出發且在報到前已確定延誤

或取消者。 

 

四十二、旅遊不便險中之行李延誤需延誤幾小

時才有理賠？ 

旅遊不便險中之行李延誤需延誤六小時以上才有理賠 

四十三、行李延誤險之保障範圍為何？ 被保險人於其所搭乘之班機抵達目的地(但不含原出發地或居
住地)六小時後尚未領得其已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本公司同意
賠償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因行李延誤所必需購買日用必需品之
費用，及為領取行李，往返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 

四十四、旅遊不便險中之行李遺失需隨行行李抵

達目的地幾小時後仍未領得才視為永久遺

失？ 

旅遊不便險中之行李遺失需隨行行李抵達目的地二十四小時後

仍未領得才視為永久遺失。 

四十五、行李遺失險之保障範圍為何？ 被保險人已登記通關之隨行行李遺失或在抵達目的地(但不包
含原出發地或居住地)機場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則視為行李
遺失。本公司將賠償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五天(120小時)內，
領回行李前因行李遺失而緊急需要購買日用必需品之費用。及
為領取行李，往返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 

前項費用係指超過行李延誤費用之額外費用。 

四十六、行李遺失的賠償範圍是否包含行李內

物品的價值？ 

不包含，行李遺失賠償的範圍是包含持卡人到達預定目地後的一百二十

小時內，購買緊急日用品的費用支出。持卡人到家(出發地及居住地)

後發生的行李延誤或遺失不在承保範圍內。 

四十七、若行李延誤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領到通

關行李是否可同時申請行李延誤及行李

遺失？ 

因行李延誤及行李遺失為同一事故，故僅擇一申請。 

四十八、小李出國旅遊，出關取得行李後，待

前往目的地時不幸被小偷青睞，行李箱

內貴重物品全都不翼而飛，小李趕緊報

否。 

行李遺失是針對行李由於航空公司的疏失，導致卡友無法順利

取得行李出關，所造成的損失。若卡友在取得行李後因發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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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警。但不知此事是否構成信用卡綜合保

險保障範圍內之行李遺失? 

他事故導致行李遺失，則不在保障範圍內。 

四十九、是否發生行李延誤二十四小時以上，

即可獲得理賠？ 

我們所提供的行李遺失險，是因行李遺失造成不便而須購買日

常必需品，保險公司對因而所發生之費用(採實支實付)予以補

償。並非賠償整件行李之價值且保險公司亦不負責尋找行李。

(建議客戶可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請找尋及理賠)。 

五十、我持有不定期回程機票，班機延誤保障

何時開始適用？ 

經航空公司確定班次機位後開始適用，若是在機場排隊等候補

位，則不適用 

五十一、申請旅行不便保險理賠時，是否有時

問的限制？ 

必須於事故發生後六十日內，將所有有關損失證明文件送交保

險公司。 

五十二、對於旅遊不便險保障，因須於六十日

期限內向保險公司提出證明文件；如果

被保險人旅途超過六十日，是否喪失申

請賠償機會？ 

如果被保險人提出合理解釋，本公司仍將接受申請。 

五十三、信用卡旅行不便險是否適用於國內旅遊

嗎？ 

只要持卡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航空機票全額或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團費，則國內旅遊也在本保險的承保範圍內。 

五十四、被保險人在香港機場已確認的班機延

誤了四小時，導致其目的地－上海的旅

館被取消，且預付的訂金無法退回。該

被保險人旅館訂金的損失可向保險公司

申請理賠嗎？ 

被保險人班機延誤四個小時且於等候班機期間產生的住宿費用

可向保險公司求償，但此案例中的住宿費用訂金並非班機延誤

地產生的費用，所以不是保險公司理賠範圍，無法理賠。 

五十五、一段連續行程若於多處轉機點發生班

機延誤，則應如何計算延誤次數？ 

每次轉機點延誤四小時以上，且非前次機班延誤所致，即可算

一次事故。 

五十六、被保險人於美國甘迺迪機場欲搭機

時，該已確認之班機延誤二小時，致被

保險人錯過了在東京轉接的班機，而被

保險人在東京機場內等候了八小時以

上，才有續程班機可搭。被保險人在此

八小時內所產生的用餐費用和電話費可

申請理賠嗎？ 

此情形的班機延誤稱為「轉機失接」，被保險人因前段班機延誤

導致在轉機地等候四小時以上的續程班機，在此等候班機期間

內產生的膳食、住宿、來往機場與住宿地的交通費電話費與因

住宿且行李已交寄時發生為緊急購買衣物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

費用均可在限額內依消費單據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五十七、持卡人在北京發生班機延誤二小時後又於

香港班機延誤三小時，皆同時取得航空公司

證明，持卡人表示兩地延誤時間加總已過四

小時，是否可以理賠？ 

無法理賠。本保險必須以任一單一事故即班機延誤期間之時數

超過四小時以上者，才符合理賠之要件。 

五十八、小李從金門回台，因大霧所致班機全部

停飛，航空公司將回程機票款退費予小李

而小李因等待另一航次班機在金門多住

了一天，此等住宿費用，可否申請理賠？ 

航空公司退費予小李且小李也同意此項安排並收取此退款費

用，代表小李之刷卡效力已終止所以保障之效力也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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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五十九、若被保險人班機延誤超過四小時而他

必須住宿旅館等待隔日的班機，在等候

期間發生交通工具以及必須在旅館內打

電話的費用是否可以獲得賠償？ 

是的， 

來往住宿地點之交通費及電話費均在理賠範圍內。 

六十、因颱風而發生的班機延誤或轉機失接是

否受到保障？ 

是的，不過必須是已確認的航次被取消，或延誤達四小時以上。

〈但不包括自本國出發且在到達機場報到前已確認航班取消或

延誤〉。 

六十一、小明以刷卡支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團

費參加國內二日旅遊，因在遊樂園乘坐

旋轉木馬不慎摔傷，請問信用綜合保險

附加旅遊全程傷害保險有保障嗎？ 

沒有， 

本保險保障範圍為被保險人搭乘或上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期

間，不包含旅遊活動。 

六十二、小明以刷卡支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團

費參加阿富汗旅遊行程，全團員搭乘市

內公車遊覽時，不慎遭受游擊隊攻擊，

小明因此右腳遭槍傷，請問信用綜合保

險附加海外旅遊全程傷害保險有保障

嗎？ 

沒有， 

本保險不保障戰爭、侵略、叛亂或暴動等敵對行為所致之意外

事故。 

六十三、客戶以承保之信用卡購買機票的年

票，保障時間是和年票一樣是為期一年

嗎？ 

保險期間必須是信用卡有效期間，若使用該票證時信用卡已經

無效，則無保障 

六十四、信用卡綜合保險中之身故保險金需課

遺產稅嗎？ 

因保險契約中已規定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因此

該保險金不屬於被保險人之遺產，不必課遺產稅 

六十五、持卡人以承保之信用卡支付本人與其

配偶及其十歲獨生子之團費出國，如

不幸三人於空難中罹難，保險金應支

付給何人？ 

將依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十六、因某些原因，甲用他的朋友（持卡人

乙）的信用卡支付他的機票費用，若

甲不幸空難死亡，他是否被賠償？ 

不可以，因為他不是持卡人乙保險單中所定義的被保險人，故

甲無法獲得保障，甲必須使用他自己持有之承保信用卡購買機

票方受保障。 

六十七、女性持卡人懷有身孕，出國旅遊前用信

用卡買機票，搭乘飛機時不幸因飛機失

事而身故，請問該名孕婦及其腹中胎兒

是否同受保障？ 

僅持卡人本身受保障，因為僅母親本身以信用卡支付機票，所

以腹中胎兒不在信用卡保障範圍；但如果是新生兒隨同父母搭

飛機，嬰兒的機票也用該信用卡簽付，則保障範圍涵括了該名

嬰兒。 

六十八、持卡人同一趟旅遊分別在 A、B兩家旅

行社以承保之信用卡購買兩段行程的

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資費，不幸在其中

一段行程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上因意

外事故而身亡，他能不能獲得兩份理

由支付發生事故該段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信用卡保險辦理理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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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賠？ 

六十九、雖然有信用卡旅遊保險，被保險人是

否需要再購買一般的旅遊平安險？ 

是的，我們建議他們這樣做。 

信用卡旅遊保險保障持卡人以旅客身份在搭乘航空，陸運，水

運或其它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時發生意外所致的死亡或失能。 

一般的旅行平安保險則提供投保人在旅遊期間全程二十四小時

的保障，不限於搭乘交通工具期間所發生的意外事故，並包含

海外突發疾病，能給予被保險人更完善的照護。（請注意，一般

旅行平安險仍然有其除外不保事項） 

七十、被保險人若另外還購買其他保險時，對其信

用卡旅行平安保險有何影響？ 

無任何影響，被保險人依據信用卡旅遊保險應享有之保障，不

受其購買任何其他保險所影響。 

七十一、我分別持有普卡及金卡如果我自己的

80%以上的團費是以普卡刷的，而將配

偶的團費是以金卡刷的，保障內容是

否有不同？ 

金卡及普卡所享有的保險項目相同，但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保額

不同，普卡享有 800萬元的保障，而金卡則是 1500萬元的保障。 

七十二、一位持卡人以信用卡購買全額機票，

不幸飛機失事墜毀，而持卡人因而失

去雙腿和 10 隻手指，由於依照重大失

能保險給付標準，被保險人若失去雙

腿，保險公司應按保險金額 100％理

賠，失去 10 隻手指應按保險金額 80

％理賠，因此這位被保險人是否有權

請求保險公司按保險金額的 180％理

賠？ 

保單條款中規定被保險人於同一傷害事件遭受到多項損失時，

給付是合計每一損失的總數，但以最高的保險理賠金額理賠。

因此，這位被保險人在本次事故中將可得到 100％保險金額的理

賠給付 

七十三、如果我遇到航空公司促銷，買到折扣

價的機票，那是否享有保障？ 

只要機票的票面價格等於刷卡金額即享有保障。 

七十四、如持卡人遺失支付公共運輸工具票款

的信用卡簽單，可否以其他文件作為

證明憑證？ 

可以，本公司接受銀行每月核對列帳消費帳單，但仍須檢附旅

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 

七十五、發生理賠時如何支付給客戶？ 以匯款方式支付給被保險人。 

七十六、如果承保範圍內的緊急購買費用同時

涉及多種不同貨幣，保險公司將採用

何種匯率計算理賠金額？ 

以損失發生當天的台灣銀行該外幣買入與賣出匯率的平均值，

為理賠結算匯率基礎。 

七十七、若我團費以分期付款支付，是否仍享

有保障呢? 

有的，但是須請旅行社擬定一份契約認定書，內容須明確註記，

您共分幾期款項支付，每期應付金額，且分期付款之費用合計

達 80%以上，皆以信用卡支付即可 

七十八、持卡人僅向旅行社購買機票，而旅行

社所購買之機票通常比在航空公司櫃

台的機票便宜，或該票價比票面價值

是的，若持卡人就旅行社之售價全額機票費用以信用卡支付，

即可享有保障。 



 9 

問 答 

低；若持卡人刷卡支付該機票費用，

那麼仍然可受到保障嗎？ 

七十九、信用卡保險的保障範圍是否適用於國

內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是的。 

指該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的票款是由持卡人的信用卡支付的，此

保險的保障適用於世界的任何地方。 

八十、如果刷卡支付旅遊團費用，但一部份以

現金支付時可否符合理賠條件？ 

如被保險人刷卡支付旅遊團費占總團費百分之八十以上。  

八十一、小明欲前往美國，以刷卡支付全額機

票價款，須先至日本成田機場，再轉機

至美國甘乃迪機場。小明已在台灣桃園

機場確認飛往日本之定期班機，但該班

機誤點又無其他班機可供搭乘，直至延

遲五小時後才有班機可供搭乘至日本，

等小明到日本時已失接前往美國的班

機，須再等待八小時後，才有班機前往

美國，請問如何班機延誤次數？ 

每次轉機點延誤四小時以上，且非前次機班延誤所致，即可算

一次事故。 

八十二、申請班機延誤理賠需提供之文件為

何？ 

被保險人應於事故發生後六十天內，填妥理賠申請書與下列文

件一併送達本公司： 

一、持卡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機票款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二、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之影本。 

三、所有索賠費用之支出單據正本。 

四、延誤或失接之班機之明細，包括原班機及轉機日期及時間；

及 

五、航空公司出具之班機延誤或失接相關證明。 

八十三、申請行李延誤及行李遺失理賠需提供

之文件為何？ 

被保險人應於事故發生後六十天內，填妥理賠申請書與下列文

件一併送達本公司： 

一、持卡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機票款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二、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之影本。 

三、所有索賠費用之支出單據正本。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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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李票之影本。 

六、航空公司簽發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單。 

八十四、旅遊平安險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的申領須提供之文件為何？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持卡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公共

運輸工具或旅行費用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三、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之票

證，以證明其旅行之啟程地、目的地及時間。 

四、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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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五、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 

六、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八十五、旅遊平安險之失能保險金的申領須提

供之文件為何？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持卡人之刷卡記錄，以證明其公共

運輸工具或旅行費用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 

三、視承保範圍需要，提示被保險人所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之票

證，以證明其旅行之啟程地、目的地及時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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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受益人之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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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如果航空公司有促銷活動，如買一張

送一張機票，這二張機票是否有保險

呢？ 

不是的，因為您的確是有刷一張機票的款額，因此您刷卡付費

的機票是有保障的，但另一張 是航空公司免費贈送，則是完全

沒有的。 

八十七、我已確定的班機延誤了二小時，以致

錯過轉接的班機。在等待下一班飛機

期間的十二個小時內，所支出的用餐

及旅館住宿費用，可以得到理賠嗎？ 

可以的。 

八十八、持卡人以承保信用卡支付本人、配偶

及三名受其扶養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

婚子女的團費，倘若發生（a）旅遊不

便險損失或（b）一個致命的公共運輸

工具旅遊事故，其保險金額如何計

算？ 

(a)對於不便險之損失，不管這家庭有多少成員，適用一個家庭

的限額，家庭限額是持卡人賠償限額的兩倍。 

(b)(b)旅行平安險的保險金，不受家庭限額的限制，在這案件中，

賠償的總額是持卡人保險金額的五倍。（但未滿１5歲之子女

依保險法規定不包含死亡給付，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表計

算最高以新台幣２００萬為限） 

八十九、如理賠已核准，保險公司如何將理賠

款付給被保險人？如申請不符合理賠條

件時，保險公司如何通知被保險人？ 

理賠核准後，保險公司會將理賠款匯到被保險人指定的帳戶。 

申請不符合理賠條件時，保險公司亦會發函說明原因。 

九十、當我在海外遇到需要理賠之事故時，是

否需要蒐集相關證明文件？ 

是的！在此提醒您，不論發生上述任情況，請記得隨時向有關

單位索取並保留可資證明之文件或收據，以便回國後得到本公

司迅速的理賠。 

九十一、信用卡理賠申請是否訂有期限？ 是的，在旅行平安險部份，應於（意外傷害事故）發生後五日

內通知保險公司，並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送達保險公司。

在旅行不便險部份，應於事故發生後六十日內，備齊本公司規

定之各項資料及證據送交保險公司 

九十二、刷卡日期對保障效力有沒有影響？ 只要在保單有效期間（保單有效期間視各銀行保單內容而定）

發生承保意外事故或旅行不便事件即可獲得保障，只要信用卡

帳單的簽帳日期是在事故發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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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九十三、針對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險費用持卡

人須付費用嗎？ 

本項保險係本行為卡友提供的一項服務，保費由本行支付予保險公

司，您毋須另行付費，即可享有保障。 

九十四、持卡人替未滿二十五足歲已結婚又離

婚之子女刷卡亦屬於本保險之保障對

象嗎？ 

不屬於， 

因為本保險之保障對象為持卡人本人、配偶及受其扶養未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不限同行）；若未滿 25足歲之子女已結婚又

離婚，是無法獲得理。 

九十五、一位持卡人以信用卡付了機票款，然

後動身往機場準備搭飛機，不幸在路途

中發生嚴重意外事故，請問這位持卡人

是否能因此獲得理賠？ 

在下列情況遭受意外事故所致之死亡或失能，均可以獲得理

賠，搭乘交通運輸工具，身體受傷情事被承認時，他將獲得理

賠。 

但必須是： 

(a)於原訂班機起飛時間或班機實際起飛時間前五小時之內，為了去

機場搭飛機而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b)班機到達機場之後五小時之內搭乘交通運輸工具離開機場

時， 

(c)在機場內， 

然而上述三種承保範圍的前提是飛機之全部機票費用須以持卡

人的信用卡支付 

九十六、我是台中銀行白金卡的持卡人，除了

台中銀行提供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最

高 3000 萬之保障外，在海外旅遊期間

是否有全程保障? 

有的， 

若持卡人以本行白金卡支全部旅行費用或參加旅行團時 80%以

上之團費或旅程中全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票款係以同一張本

行白金卡支付時，即可享有海外旅遊期間 500 萬傷害險保障及

20 萬傷害醫療保障。 

九十七、我是台中銀白金卡的持卡人，以台中

銀白金卡替配偶及未滿二十五足歲之

未婚子女刷卡，該配偶及子女是否也有

海外全程傷害醫療保險實支實付 20 萬

元的保障？ 

沒有， 

本行白金卡所提供的海外全程保障限白金卡持卡人本人享有。 

九十八、我用台中銀行的信用卡支付全額之旅

行團費，要入境通過海關須提出有買

旅平險的保險證明，請問可以提供給

我個人的英文保險證嗎？ 

由於本項信用卡保險係本行為卡友提供的一項服務，保險費由

本行支付予保險公司，契約雙方為銀行與保險公司，無法由保

險公司出具英文證明予卡友；若為入境通關的英文保險證必須

由卡友自己付費購買全程的旅遊平安險後保險公司出具給您。 

九十九、申請理賠多久可以辦好？ 保險公司於收齊持卡人應備齊之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 

一 OO、若有任何信用卡綜合保險承保內容與理賠

事宜有疑問時，除了詢問銀行的客服人員

外是否可直接向保險公司詢問？ 

若銀行客服人員均忙線或對客服人員回答不瞭解時，可直接撥

打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二十四小時服務專線 0800－789

－999 有專人為您服務。 

有關本保險所衍生之理賠及其他任何問題，概由持卡人與新光產物保險(股)公司依本行與新光產物保險(股)公

司簽訂之保險單內容作出最後決定。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