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EMT 2017-2018 IB 國際交換學生-保險費調整
因 SOS 會員費調整，至 2016/08/30 起，每一會員費從新台幣 6,000
元，調升至每一會員費從新台幣 8,000 元。SOS 調升的新台幣 2,000 元，
以目前匯率換算(1:30.3)， 2,000/30.3=66，約美金 66 元。
原每位 IB 學生收取保險費美金$500 元，因 SOS 調升會員費，所以
至 2017-2018 起，每位 IB 學生保險費調升至美金$550 元。

RYEMT 2017-2018 Inbound 國際交換學生-保險內容說明
一、 前言
凡有投保『三商美邦保險計畫』及『國際 SOS 保險計畫』
，學生從離開派遣地
到台灣皆有保障。在台灣凡是疾病門診、疾病住院、意外門診、意外住院，在保險
額度內即可理賠，請詳見保險計畫。
學生來台滿 6 個月時，需投保健保才享有健保的醫療給付，本年度由各地區自
行處理加保。
如未投保我們提供的保險計畫，由接待家庭自行處理。

二、 保障內容
計畫一：三商美邦保險計畫
險種

保障金額

團體一年定期壽險 (GTL)

NT$ 1,000,000

團體傷害保險 ( ADD )

NT$ 2,000,000

團體傷害醫療保險金 ( GAMR )

NT$ 100,000

團體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型 ( GDHI )

NT$ 1,000 / 日

團體住院醫療保險 (GNHS )


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

NT$ 1,500 / 日【最高 120 日】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NT$ 45,000 【最高】



手術費用保險金

NT$ 60,000 【最高 120 日】

※住院日額保險金選擇權 ( 無收據正本 )

NT$ 1,500 / 日【最高 120 日】

團體住院醫療日額型保險 ( GNHI )


住院保險金 ( DHB )



加護病房住院保險金



NT$ 1,000 / 日【最高 365 日】

1) 1~30 日:

NT$ 500 / 日

2) 1~120 日:

NT$ 1,000 / 日

手術保險金

NT$ 5,000 ~ NT$ 60,000
(依手術類別及每日住院保險金額倍數表)



住院療養保險金
1) 1~15 日

NT$ 500【最高 120 日】

2) 16~120 日

NT$ 1,000 / 日

計畫二：國際 SOS 保險計畫
對於不幸身故的學生我們提供 SOS 國際保險計畫的協助，其內容包含：
保障額度及服務內容
(服務期間: 365 天無天數限制)

1、 每一會員每一事件美金$2,000,000，內所生海外醫療
轉送相關費用由國際 SOS 承擔。
2、 每一會員每一事件親友探視機票(單程)一張。

凡有投保保險計畫，即可有以下保障：
三商團險

門診基金

未投保

疾病門診







疾病住院







意外門診







意外住院







三、 理賠流程：
有加入三商團險計畫的 Inbound 學生從入境第一天開始：
1.入境前 6 個月疾病門診自費者，由門診基金去補助。
2.嚴重住院者，有三商團險計畫可申請理賠、緊急的 SOS 海外醫療協助服務。
3.入境滿 6 個月後加入健保，門診及住院產生的醫療費用有健保給付，健保不足
產生的自費項目由門診基金及三商團險去補助。
未加入三商團險計畫的 Inbound 學生從入境第一天開始：
1.入境前 6 個月疾病門診自費者，由門診基金去補助。
2.嚴重住院者，由學生自己的國外保險去申請。
3.入境滿 6 個月後加入健保，門診產生的醫療費用有健保給付，健保不足產生的
自費項目由門診基金去補助。住院由健保給付及學生自己的國外保險去申請
理賠請檢附：
※申請三商團險：
『診斷證明書』
、『正本收據』、
『居留證影本』
★理賠金 :三商美邦人壽開立取消禁止背書轉帳支票。
※申請門診基金：
『診斷證明書』
、『正本收據』、
『存摺封面影本』
★門診費用：直接匯入家長銀行帳戶。
郵寄至：70043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100 號 12 樓 陳美麗 經理收。

四、 理賠諮詢專線：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蔡錦富
EQ
業務協理
專線：+886-6-222-2977 Ext. 100
手機：+886-958-900088
傳真：+886-6-226-0158
Email：m221722@gmail.com

陳美麗 Mary
業務經理
專線：+886-6-222-2977 Ext. 836、830
手機：+886-932-601225
+886-925-180188
傳真：+886-6-226-0158
Email：m22teresa@gmail.com
m22mary81@gmail.com

國際 SOS 緊急救援組織
專線：+886-2-2536-0011

RYEMT 2017-2018 Inbound 國際交換學生-健保投保事宜
一、至 2014-2015 年度開始, 不向 Inbound 另外收取健保費 USD$200，改由各地
區從零用金每月 NT$3,000 改為 NT$2,500,差額$500x12 個月=NT$6,000，作
為健保基金。

二、目前健保費一個月的保費為 NT$749，請地區保留每位學生 5 個月健保費共
NT$3,745 在地區健保帳戶，NT$6,000- NT$3,745= NT$2,255，剩餘費用
NT$2,255 請匯至三商美邦指定帳戶。
意即各地區請於 9/30 前匯款【NT$2,255*Inbound 人數】至下列指定帳戶
戶名
帳戶
帳號

匯款帳號
蔡錦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南分行
059-54024090-2

2015-2016 門診基金結餘 NT$637,081，2016-2017 目前(結算至 106.03.28)
結餘 NT$974,352，此筆費用繼續提供學生門診自費門診基金申請。

三、Inbound 學生入境滿 6 個月時，由各地區為投保單位幫 Inbound 加入健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