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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溫哥華氣候異常溫哥華氣候異常溫哥華氣候異常溫哥華氣候異常 冬奧運雪救急冬奧運雪救急冬奧運雪救急冬奧運雪救急

〔本報訊〕距離冬季奧運會開幕只剩不到5天，地主國溫哥華卻因為天候
異常暖和鬧雪荒，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冬奧委員會還必須動用運輸直昇
機，將雪從附近山脊運至賽場，以解決燃眉之急。

四年一度的冬奧將從本週五起溫哥華盛大展開。但受氣候異常影響，今年
溫哥華的1月均溫創下70年來的最高紀錄，目前溫哥華的氣溫依然維持在
零度以上，這使得預訂13日進行滑雪板和自由式滑雪比賽的賽普勒斯山，
面臨積雪量不足的窘境。

冬奧委員會連忙動用世界上最大的運輸直升機，把一桶桶的雪從附近山脊
運至賽場。冬奧當局另外計劃共出動150架次大貨車，把新雪從260公里外
的的曼寧公園（Manning Park）運至賽普勒斯山，委員會表示，陸空運雪
工程的支出，將由2010冬奧儲備基金支付。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3

溫室效應的影響，北極浮冰不斷融化，讓北極熊必須游很長的
距離才能找到食物，研究人員最近一個月就發現了四隻北極熊
溺斃的屍體，環保團體警告，這樣下去，北極熊可能會在45年
之內絕種。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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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水都」之稱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遭遇了二十
二年來最嚴重的水災，水位達一點五六米，市中心95
％地方被洪水淹浸，部分地區水深及腰，很多房屋和
商店被大水淹沒，損失慘重，許多人被迫撤離。
市內著名的聖馬可廣場已成一片澤國，水深達八十釐
米。行人腳穿雨鞋或塑膠袋在水中艱難跋涉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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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

在在在在88年至年至年至年至98年間年間年間年間，，，，全國天然災害共發生全國天然災害共發生全國天然災害共發生全國天然災害共發生82次次次次，，，，就類型而言就類型而言就類型而言就類型而言，，，，主要以水災主要以水災主要以水災主要以水災、、、、地震地震地震地震、、、、
颱風及豪雨為主颱風及豪雨為主颱風及豪雨為主颱風及豪雨為主；；；；就次數而言就次數而言就次數而言就次數而言，，，，則以颱風居冠則以颱風居冠則以颱風居冠則以颱風居冠，，，，達達達達64次之多次之多次之多次之多；；；；其次依序為地震其次依序為地震其次依序為地震其次依序為地震
12次次次次、、、、水災及水患共水災及水患共水災及水患共水災及水患共9次次次次、、、、豪雨豪雨豪雨豪雨2次及山洪爆發次及山洪爆發次及山洪爆發次及山洪爆發1次次次次。。。。

8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一一一一、、、、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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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

10



一一一一、、、、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台灣發生的天災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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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鄉光復國中操場，因逆斷層形成高約2.5公尺的落差。 車籠埔斷層通過石岡水壩南側，產生高約9.8
公尺的垂直落差，使堅固的水壩斷裂。

強震使名間
車站東方
600公尺處
的集集線鐵
路的鐵軌彎
曲，並隆起
3公尺。

日月潭至水里公路因地震而使路面下陷斷裂。



二二二二、、、、那些天災損失可由保險附加承保那些天災損失可由保險附加承保那些天災損失可由保險附加承保那些天災損失可由保險附加承保

地震：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颱風、洪水：

住宅火災保險附加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

颱風、地震、海嘯、冰雹、洪水、或因雨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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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地震、海嘯、冰雹、洪水、或因雨積水：

汽車車體損失保險附加颱風、地震、海嘯、冰雹、洪
水、或因雨積水險附加條款



三三三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七成房屋 沒保地震險，地震釀火災，純火險不賠。

依據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統計資料，平均每年
約有500次的有感地震，以921集集地震而言，地震
規模高達7.3級，造2415人死亡、5萬1711棟房屋全
毀、5萬3768棟房屋半毀及高達3000多億的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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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5萬3768棟房屋半毀及高達3000多億的財產損失。

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統計，目前國內住宅地震險投保率
僅27.45%，雖相較於921地震時投保率0.2%已成長
許多，但全台仍有七成多的房屋，對地震災害損失沒有

保險保障；已投保者，多數因為辦理銀行房貸，在銀
行要求下投保，在房貸繳清後便不再續保。



三三三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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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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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16轉載自住宅地震基金網站



三三三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保費部分，住宅地震基
本險年保費1350元(保險
金額150萬元)，臨時住
宿費用由18萬元調高為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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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元。

理賠認定，需經地震險
合格評估人員評定為不
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
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
修復費用為重置成本50%
以上者。

轉載自住宅地震基金網站



三三三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18轉載自住宅地震基金網站



四四四四、、、、擴大地震保險附加條款擴大地震保險附加條款擴大地震保險附加條款擴大地震保險附加條款

由於「地震基本保險」僅提供房屋在「全倒/半倒」狀況下
的基本保障，若是一般中小型地震造成房屋的部份損失，
例如常見的房屋龜裂、地磚隆起、玻璃震碎、廚櫃或家電
摔落等狀況，則需再加保「擴大地震保險」或「輕損地震
保險」才可獲得理賠。

19

「擴大地震保險」可補強地震基本保險在部份損失與動產
保障之不足，也可再提高全倒或半倒時的保險金額，但足
額投保時保險費較高。

「輕損地震保險」則是專為強化中小型地震所設計，由於
保險費不高且理賠簡便，可搭配地震基本保險同時投保。

地震不僅造成財產損失，也會造成居住在內的家屬人身傷
害，因此目前住家保險也有針對居家期間，因地震承保事
故造成家人傷亡或醫療所設計的保單。



五五五五、、、、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

年度  強度 強烈 中度 輕度 總計

2009 2 2 4

2008 2 4 6

2007 2 1 2 5

2006 5 2 7

颱風警報資料統計颱風警報資料統計颱風警報資料統計颱風警報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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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TDB防災颱風資料庫

颱風：係指經中央氣象局就台灣地區發布有陸上颱風警報者。

洪水：係指由海水倒灌、海潮、河川、湖泊、水道之水位突然暴
漲、氾濫，或水壩、水庫、堤岸崩潰，或豪雨、雷雨之積水導致
地面遭水迅速淹沒之現象。

每一事故則是指72小時內發生的洪水而造成的理賠賠償，視為同
一個事故，如果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後，再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就
可視為另一次事故。



五五五五、、、、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

~應注意事項

� 不論是豪大雨淹水或是颱風引起風災水災，均可能造
成住家財產嚴重的損害，然而卻不在一般住宅投保的
火險或地震險保單標準承保範圍之內，民眾必須再加
保「颱風洪水險」，或是直接投保同時涵蓋火險與颱
風洪水險的居家綜合險，才可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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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洪水險的居家綜合險，才可獲得保障。

� 颱風洪水險不是「水險」，「水險」指貨物傳統上經
過水路運送所投保的「貨物運輸保險」，不等於颱風
洪水險。

� 颱風洪水險並非承保所有的水災意外，例如因為消防
管線爆裂引起的積水，由於非因颱風洪水所引起，則
不在颱風洪水險的承保範圍。



五五五五、、、、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

~應注意事項(續)

� 不要以為高樓住家就不需要保，許多消費者誤以為只有
一、二樓的住家才要投保颱風洪水險，事實上，即使是
高樓層的住家，若是玻璃遭颱風吹落招牌碰撞打破，包
含玻璃的修復費用或是大雨因此侵入住家積水造成裝修
或動產的損失，亦屬於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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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動產的損失，亦屬於承保範圍。

� 若是高樓層住戶因為住家大樓地下室機電設備或公共空
間裝修等公共設施因颱風洪水受損，因權狀持分比例而
需分攤的修復費用，亦是可獲得理賠的項目。



五五五五、、、、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颱風及洪水保險附加條款

颱風地震洪水險賠什麼？最主要的，就是理賠保險標的物
直接因颱風或洪水造成的損失，包括清除受損保險標的物
殘餘物造成的必要費用，以及承保建築物毀損而在重修期
間，被保險人的臨時住宿費用，也可申請理賠，但每日最
高3.000元、60日為限。

不是每個區域及住宅投保金額都一樣，例如一樓、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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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區域及住宅投保金額都一樣，例如一樓、地下室
的保費就最貴，而基隆、宜蘭、花東、屏東等每次颱風來
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保費也較高。一般而言，國內30餘坪一
般住家投保足額住宅火險加保颱風洪水險為例，平均約四
千元的颱風洪水險。

要注意的是，理賠項目是針對超過條款載明的自負額以外
的金額進行理賠。



六六六六、、、、地層下陷地層下陷地層下陷地層下陷、、、、滑動或山崩保險附加條款滑動或山崩保險附加條款滑動或山崩保險附加條款滑動或山崩保險附加條款

經雙方同意，經要保
人加繳約定之保險費
後，對於保險標的物
在本附加條款有效期
間內，直接因非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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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直接因非地震
之突發及不可預料之
地層下陷、滑動、山
崩、地質鬆動、沙及
土壤流失（包括土石
流）所致之毀損或滅
失，依約定負賠償責

任。



七七七七、、、、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

甲式 乙式 丙式 車體碰撞損失險

碰撞 碰撞 1.被保險汽車與車輛發生

碰撞、擦撞

傾覆 傾覆 X

火災、閃電、雷擊 火災、閃電、

雷擊

2.若對照車輛肇事逃逸，

但經憲警現場處理且經保

被保險汽車在保險

契約有效期間內，

因發生碰撞、擦撞

所致之毀損滅失，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

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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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擊 但經憲警現場處理且經保

險公司查證屬實者

爆炸 爆炸 X

拋擲物、墜落物 拋擲物、墜落

物

X

第三人非善意行為 X X

不屬於保險契約特

別載明不保事項之

任何其他原因

X X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不包含因不包含因不包含因不包含因「「「「颱風颱風颱風颱風、、、、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海嘯海嘯海嘯海嘯、、、、冰雹冰雹冰雹冰雹、、、、洪水或因雨積水洪水或因雨積水洪水或因雨積水洪水或因雨積水」」」」所造成的損失所造成的損失所造成的損失所造成的損失



七七七七、、、、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

26轉載自聯合報



八八八八、、、、颱風颱風颱風颱風、、、、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海嘯海嘯海嘯海嘯、、、、冰雹冰雹冰雹冰雹、、、、洪水洪水洪水洪水、、、、或或或或
因雨積水險附加條款因雨積水險附加條款因雨積水險附加條款因雨積水險附加條款

承保範圍：對於被保險汽車，因颱風、地震、海嘯、
冰雹、洪水或因雨積水所致之毀損滅之，保險公司負賠
償之責。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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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投保颱風洪水險之前，要先投保車體損失險後才可加保。

� 本附加險無自負額。

� 颱風洪水險應與車體損失險同時起保或退保，如在中途
加保者，應按保險單所載期限 ( 如一年期 )計收基本保
費，如在中途單獨退保者，不予退費。



九九九九、、、、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由於台灣位於地震最頻仍的環太平洋地震帶，平均每年
約有500次有感地震，建議民眾投保地震險，讓地震造成
的動產及不動產損失得到適當的補償。

住宅可以投保的地震險有住宅地震基本險、超額地震險
及擴大地震險3種，其中住宅地震基本險為921大地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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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擴大地震險3種，其中住宅地震基本險為921大地震後
推行的政策性保險。

已投保長期住宅火災保險的民眾，可向原保險公司加保
超額地震險，以保障居家財產安全。



九九九九、、、、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續續續續)

歷年來多次水災沖毀許多人最溫暖的住家與愛車，讓人
驚覺只要一次天災，就有可能讓一輩子的努力瞬間化為
烏有。居安必須思危，只要透過適度的保險規劃，可以
在天災降臨時保住畢生的心血。

投保住宅火災保險附加「颱風及洪水保險」、「地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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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住宅火災保險附加「颱風及洪水保險」、「地層下
陷、滑動或山崩保險」可以讓住家、財產與家人更有保
障。

投保車損險附加「颱風、地震、海嘯、冰雹、洪水或因
雨積水附加條款」，讓車險保障無缺口，不用再擔心愛
車受到風雨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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