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共投保内容、 投保禍t入、 各神手鏡等， 清盗淘所属

学校的負責部円（学生源、学生支援漂、保健中心等）。

保陰金（支付限額）・保障費・保障期間
i主梓イ呆Iを的枠呉国学校而昇。 洋知情況清向各学校有美部 n 杏均。

1. 本保陸対象的活劫m

�瓦一
一一---1:竺そ

実＞）、 介オ戸体耳金活坊、 教育実＞）、 保育呉
弓、 志患者活劫及其イ主�途中。 (><4〕

正規深手豆、 学校活幼或深タ卜活幼（＊5）及其私i毛
途中。

医ヂH目：美宴弓（キ6）及其仕込途中。

( * 1）医弁相美実弓除タト。 包括詩学教育.,Il:_1,ト尖弓 。
(* 2）医弁相美英刀及草寺学教育止条尖巧l冷 タ卜。
(* 3）包括医弁相美柔JJ。

A美保陸（* 1) 
｛”Gakkenbai”） 

。

。

× 

( * 4）イ又F民子学校4人定的正規深程、 学校7舌幼及深タ卜i舌幼（＊ 5）。

B吉健保険（＊ 2) 
（”lntern-bai”） 

。

× 

× 

仁美保障（＊ 3) 
｛”lgakubai”） 

。

。

。

(* 5）指接照学校規則履行所規定的手緩， 主主学校同意成立的升及尖JJi舌幼或忘尽者活号方的校内学生図体重且金沢進行的笑弓；舌幼或志忍者i舌幼。イ豆
え， 学校禁止的吋l可手ロ場所遂行的活幼及禁止的行均除タ卜。

(* 6）え指医弁相美学吾f・学科も人定的正規深程以及学技法号右中的実巧。

2. 保陰金（支付限額）・保障費

A長保lを B長保！を C美保隆

えイ寸限額（＊ I) ヰ十対同一事故， 対人賠俊手ロヌオ物賠イ会的賠傍限額均lイ乙目元（除タ卜責任金額（＊2)Q日元）

l年 340目元 210日ゐ 500目元
今ルー

2年 680田元 420日尤 1,000日え
一

イ釆 3年 1,020日え 630日え 1,500目元
隆

4年 1,360目元 840日え 2,000日え

保 5年 1,700日え 1,050目元 2,500目元
隆

6年 2,040日え 1,260日ゐ 3,000田元

( * 1）付対核保隆人 1 人 1 年的えイ寸限額。
(* 2）除タ卜責任金額， えオ旨在t十算えイサ的保険金吋， A人損害金額中オロl徐的金額。 除タ卜責任金額由被保隆人ノト人負担。
※年反中途加入保隆費�以一年去り単位交納。
※係正告期河中途解約吋， 当年的保隆費不予i旦述。























人止条約札美
④九名保隆人均法人以タ卜的手土困吋，其成員
⑤4乙名被保隆人均白然人吋，共同居的余属

(3）イ又F良子保lを羊記載的保隆期河 内在日本国内（保隆羊
的

“
i主用地区

”
桂有不同4乙華民吋主台所4乙裁地区 ）友生

四（1）款的事由所造成的事故吋，本公司えイナ保隆金。
第2条（用 i吾定文）

本特別条款中使用的下列用活，分別検如下定え。
用t吾 ええ
受托物 指由記名被保険人管理的、由記J名被保隆人以タト

的人所有的J千在イ釆隆羊上4乙裁的財物，不包括下
列物品。
a. 貨ip、生氏ip、有伶証券、印花税票、知票（色

括印刷了票ii)金額約明信片）、弘布、県民主事
b.宝石、貴重金属、美木品、古萱、励章、J紋章
C.原稿、改t十布、模型全体型
d.幼物、桂物
e. 土地及其回定物
E其イ也」ラ a 至 e目的財物桑イ以的物品

事故 オ旨オ員採、遺失、失窃或作耳元。
第3条（不支付保障金的情況）

除普通保隆条款第7条（不支イサイ釆隆金的情況）及第8条
（不支イ寸保lを金的情況）（受託物的崎形②項除外）所規定

的技害以タ卜，1十四 下列事由ヲ｜起的損害，え合え宜接或i司
接的原因，本公司不えイサ保隆金。 比タト，①項及②項以
及普通イ釆隆条款第7奈 ①項及第8条③項的i毛用，以毎イ立
核保隆人羊独進行判断。

①投保人式被保隆人兵花或都助宴花的盗耳え.. 記作耳又
②投保人式被保＆人問手ム人目的使用イ言北対物吋皮生的

事故
③自然友火点自然；爆沖約受北財物本身的損杯
④問自然消耗或由自身，f生成局友生約j呈然、友事、腐敗、

変色、生傍、汗i責及其イ也長似的現象
⑤鼠ち之、虫主主及其イ也条似的現象
⑥供排水管、冷暖宝t周装宜、湿度洞"i$'装宜、天火栓，

以及止条用或家用�具排放的蒸；九五見漏水、溢7］＜..，以
及白幼7海水天火器内的物検流出、溢出

⑦因降雨、降雪、J水章、雨夫雪或下寂i受入或吹入建筑
物内

⑧4主将受托財物交付絵委託人以后友JYl的事故
⑨受托財物元法使用（色括ヰk.益成少）

第4条（責任的限度）
ヌナ子普通保隆条款第2条（荻害的花園）①項中本公司対
依法賠イ套的損害金額えイ寸的保隆金額，不起辻事故友生地
点及日ナ問的受北財物的行ト格（指同一 手中柔、同一 制造年同
一 祥式、同祥損耗程度的財物的市場佑嘗イ介格）。

第5条（1事故的定文）
困同一原因或事由友生的一 連串事故，与ま生的吋l司、地
点以及放害人数元美，札苅

“
l事故

”
，Z生最初事故友生

之日十視均所有事故皮生。
第6条（替換規定）

在本特別条款中，普通保lを条款依下表脊換。
普通保隆条款的規定 替挟前 替挨后
第6奈（告知え条）(1)、（2) 被保l珍人 t乙名被保隆人
款及（3）款③項、第10 条

（通知え条） (1）款及（2)
款以及第14条（保険費精
算） (2）款
第7条（与普通保障条款等的美系）

対子本特約条款中未規定的事項，在与本特約不相杭触的
情沈下，i主用普通保lを条款以及本保隆令同附帯的特約条
款的規定。

【2018年1月1日伴随商品政定的I降吋措施】
対子1事故定�的i主用，如来在商品tk定前進行了更新則対
子可能成主命保隆金え付対象的事故，将史新之后友生約 一

逢串事故中的最初事故，札クb l事故定え中的最初事故。

受托人特別条款修正特釣条款

（受托人特別条款用）

4主本保lを合同中，与受北人特別条款的規定元美，i乏用以下
規定。
第 1 条（支付保障金的情；兄）

(1）在下i主任 ー情沈下由子信北財物的事故、ヌす子被保隆
人庇依法負損害賠傍責任造点的損害，与賠傍責任保
Iを普通保＆条款（以下村：

“
母通保隆条款

”
。）第 1 条

（えイ寸保隆金的情況）及第8 条（不支イ寸保＆金的情況）
②的規定元美，本会司え付イ末隆金。

①イ言北財物保管在保隆羊所五乙裁的保管汲施内吋
②信託財物挨イ釆隆羊所妃裁的目的保管在保菅波花タト吋

(2) ( 1）項的事故限子友生4生保隆羊所犯裁的保隆期河（以
下称

“
保隆期尚

”
）内吋，本会司えイ寸保隆金。

第2条（用 i吾定文）
本特別条款中使用的下列用活，分別按虫ロ下定え。

百五「 定 え
指被保隆人管理的他人的財物、在イ来降羊上記載的
物品。 包括下列物品。

イ言北 la.貨ip、生氏ip、有伶弘券、印花税票、古F票、弘�、
I R忠簿

見付方 ｜ lb.宝石、貴金属、美本品、古董、励章、徽章
C.原稿、t生t十布、模型
d.其官与a豆c的財物条似的物品

事故｜指核杯、遺失、失窃、非耳足。

第3条（不支付保障金的情況）
除了主手通保lを条款第 7 条（不えイす保隆金約 十青況）及第

8 条（不え付保＆金的情況）（美子信託財物、②除タト。）
所規定的損害以外，Jti令是主接点同接的原因，図下列事
由引起的損害，本会司不えイナ保lを金。

①投係人、被保隆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保隆人去り法
人的情沈下，則指理事、董事及其他負責抗行法人止
条的机物。下向。），或在員、dえ」ヲ被保＆人同居的奈
J亀戸庁道行、式会伏進行的盗耳元、咋耳元

②投イ釆人、被保隆人、及其法定代理人，ix.A主員、或与
被保隆人 同居的余属図私人目的使用イ言托財物吋友生
的事故

③自然友九或白然；爆沖約信託財物本身的損杯
④図白然消耗或位l責 而友生的湿然、友毒、腐敗、変色、

生鈴、汗漬，及其官よ5比長イ以的現象
⑤鼠ち之、虫主主及其官与此桑イ以的現象
⑥給排水菅、冷暖宝明菜豆、湿皮i）司"i$'装豆、天火栓，

以及止条用或家用器具排放蒸/i.或漏水・溢Jj(.，以及
白幼治水天火器内的物及流出・溢出

⑦図降雨、雪、＊章、雨雪或下薙；是入或淵i辻建立え物内。
⑧4主将イ討も財物交付絵委托人以后友現的事故
⑨イ討も財物え，法使用（包括枚五i成少。）

第4条（責任的限度）
ヌナ子普通保lを条款第2条（損害的花周）①中本会司校依

法賠イ射英害金額、え付的保＆金額，不超辻事故友生地区及
日十問的イ言北財物的イ介格（指校同一 科長、同一款式的財物，
同祥扱耗程皮日十的市場錆答イ介格。）。

第5条（1事故的定文）
え付限額或除タ卜責任金額約送用，保＆期同内因同一原

因或事由友生的 一 造事故，与友生的吋f司、地点以及被害
人数ええ札均

“
l事故

”
，将最初事故友生之吋机均所有

的事故友生。
第6条（与普通保障条款等的美系）

ヌ寸子本特約条款中未規定的事項，在与本特約不相批蝕
的情沈下，i主用幸子i亘イ釆lを条款以及本イ釆lを令同附帯的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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