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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注意的信息）1关于上学途中或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途中发生的事故，保险金的支付对象仅限于加入
“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及“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附加险的学生。

2关于接受预防措施后因接触感染引发感染症的情况，保险金的支付对象仅限于投保
“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及“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约”附加险的学生。

2021年4月1日以后
保险开始适用

（特约有/无 兼用）

请将本指南作为保险单妥善保管。
本保险不向学生个人发放保险单。

本指南是将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的。中文内容、解释与日文版不一致时，以日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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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加入保险的各位

本保险的内容以及各位“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对象者）”的义务，适用于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

保险普通保险条款、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以及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约的规定。

本“指南”记载了条款、特约以及其中特别重要的事项。为防备万一，请务必阅读，并请妥善保

存在身边。

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是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以下称“本协会”）与以下保险公司（预定）
之间签订的共同保险合同，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承担其它承保保险公司的代理、代办。各承保保险
公司根据签订合同时确定的承保比例负有各自的保险责任，而不负连带责任。此外，有关承保比例请向本协会
确认。

爱和谊日生同和　　损保 JAPAN　　东京海上日动（主办保险公司）　　三井住友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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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投保内容、投保确认、各种手续等，请咨询所属学
校的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

保险费一览表
加入有特约保险的保险类型时，其保险费外加上希望加入的特约保险费。

各学校采用特约的情况有所不同，详细内容请向学校的负责部门咨询。

保险期间

基本 特约

日间部 夜间部 函授教育
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 接触感染预防

保险金
支付特约日间部･夜间部 函授教育

1年 650日元 100日元

100日元

350日元

40日元

20日元

2年 1,200日元 200日元 550日元 40日元

3年 1,800日元 300日元 800日元 50日元

4年 2,300日元 400日元 1,000日元 70日元

5年 2,800日元 500日元 1,250日元 80日元

6年 3,300日元 ― 1,400日元 100日元

＊年度中途加入保险费也以一年为单位交纳。
＊本保险不向学生个人发放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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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概要
1．本保险的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为以下任一期间。

保 险 开 始 时 间 保 险 结 束 时 间

4月入学新生 4月1日凌晨零点开始 （所规定的毕业年度的（＊1））　3月31日晚上12点为止

9月入学新生 9月1日凌晨零点开始 （所规定的毕业年度的（＊1））　8月31日晚上12点为止

10月入学新生 10月1日凌晨零点开始 （所规定的毕业年度的（＊1））　9月30日晚上12点为止

（＊ 1）原则上保险期间一次性申请到毕业为止。
但是，下述情况保险开始时间分别如下所示。

全员加入的情况下（由学校决定学生加入时），经学校机构决议（＊ 2）
的保险加入日期是在上述保险期间开始以后时。

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保险开始时间

任意加入的情况下（由学生决定加入时），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交
纳规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上述保险期间开始以后时。（＊ 3）

申请加入之日的次日凌晨零点为保险开始时间

（＊ 2）保险加入日期不能提前到决议日期之前。
（＊ 3）原则上在办理入学手续的同时提出申请。

如果不清楚自己所加入保险的形式（全员加入或者任意加入）和保险期间，请向学校的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
保健中心等）进行确认。

注意事项
（1） 4 月入学新生，保险责任自 4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但是，4 月 1 日以后加入的其保险开始时间如下所示。

①全员加入的情况 ：经教授会决议的加入保险日期是在4月1日以后时，经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保险开
始时间。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交纳所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4月1日以后时，交纳之日的次日凌晨零点
为保险开始时间。

（2） 9 月入学新生，保险责任自 9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但是，9 月 1 日以后加入的其保险开始时间如下所示。
①全员加入的情况 ：经教授会决议的加入保险日期是在9月1日以后时，经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保险开

始时间。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交纳所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9月1日以后时，交纳之日的次日凌晨零点

为保险开始时间。
（3） 10 月入学新生，保险责任自 10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但是，10 月 1 日以后加入的其保险开始时间如下所示。

①全员加入的情况 ：经教授会决议的加入保险日期是在10月1日以后时，经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保险
开始时间。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交纳所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10月1日以后时，交纳之日的次日凌晨零
点为保险开始时间。

2．属于本保险对象的伤害
（1）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条款

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对象者）在所在学校的国内外的教育研究活动中，因急剧且偶然的外来事故遭受身体伤害时支付
保险金。

（注）伤害包括下述情况
① 从身体外部偶然且一时吸入、吸收或者摄取了有毒气体或有毒物质所造成的急剧中毒症状（持续地吸入、吸收或摄

取而导致的中毒症状除外）。
② 因日照或热辐射导致的身体障碍。

“教育研究活动中”指下述期间………

① 正规课程学习时
指在听课、实验、实习、演习或实际技能课（以上总称为“上课”）期间，包括下述期间。

ａ．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期间。但是，被保险人在个人生活专用场所从事上述研究时
除外。

ｂ．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课前准备、课后整理时，或在上课的场所、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或语言学习设施等进行
研究活动时。

ｃ．根据大学院设置基准第15 条、大学设置基准第28 条以及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第19条的规定，在其他大学、
短期大学或者高等专门学校学习正规课程时。这里所说的“其他大学、短期大学或者高等专门学校”也包括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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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短期大学等。
ｄ．若为函授生，则指在参加面授时。

② 参加学校活动时
参加学校主办的入学典礼、新生入学教育、毕业典礼等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环举行的各种活动时。

③ 除了①②④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

在学校为开展教育活动而拥有、使用或管理的学校设施内时。但是，在宿舍时、或者在学校禁止的时间或场所时、
或进行学校禁止的行为活动时除外。

④ 进行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时
按照学校规则履行所规定的手续，在学校认定的校内学生团体管理下进行文化活动或体育活动时。但是，攀岩、滑

翔等从事危险体育活动时，或在学校禁止的时间或场所时，或进行学校禁止的行为活动时除外。

（2）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

仅限于加入学研灾普通保险以及本特约时。

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对象者）在从住所到学校设施等之间上学时、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途中发生事故导致身体伤害
时支付保险金。

① 上学途中
为了去学校上课等（*1）、参加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按照合理的路径及方法（学校禁止的方法除外）（注1）

在被保险人的住所（通过社会人入学考试入学的学生去学校时包括工作单位）（注2）和学校设施等（*2）（进入学校用地为止）
之间往返时。

② 在学校设施等（*2）之间移动途中
为了去学校上课等（*1）、参加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按照合理的路径及方法（学校禁止的方法除外）（注1），

在学校为开展教育活动所拥有、使用或管理的设施、以及上课、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的场所之间移动时。
（＊ 1）关于“学校上课等”请参照第２～３页正规课程中的内容。
（＊ 2）“学校设施等”是指学校为开展教育活动而拥有、使用或管理的设施，以及上课等、进行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俱

乐部活动）的场所。
（注 1）“合理的路径及方法（学校禁止的方法除外）”是指往返于住所和学校之间、或学校设施之间移动时，学生通常采

用的路径和方法。
关于“路径”，定期月票所记载的当然是合理路径，但是路径也有多条，按一般常理认为可以采用的路径，都可以
视为合理的路径。另外，因公共交通部门罢工、公路封锁等不得已的原因而需要绕道的情况下，认为该迂回路径
符合一般常理时，该迂回路径也可以视为合理的路径。

关于脱离和中断
原则上脱离路经时（不是为上课脱离合理的路经时）或者中断往返・移动时（途中进行与往返・移动无关的行为），
在此期间或其后遭受伤害时将不支付保险金。但是，如果脱离・中断是为了购买上课等、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俱
乐部活动）所必需的物品及其它与此相应的行为时，或者因不得已的原因所进行的日常生活上最起码的必要
的行为时，在返回合理的路径后遭受的伤害支付保险金。如下列行为。
① 购买上课必需的教科书。	 ② 购买副食品等。	 ③ 独身生活的学生顺路去食堂。
④ 参加选举投票。	 ⑤ 去医院或诊所看病。
关于“方法”，是指一般可以利用的方法，如铁路、巴士等公共交通，或者自行车、汽车、徒步等通常利用的
方法（学校禁止的方法除外。），不管日常是否使用，都可视为合理的方法。

（注 2）“住所”，是指学生居住和进行日常生活的房屋等场所，是学生就学的据点。此外，通过社会人入学考试 ※ 进入
学校的学生去学校时，包括工作单位。但是，长时间上学以及因自然灾害、交通情况等不可抗力一时必须住在平
时住所以外的场所时，该场所也可视为住所。
※“社会人入学考试”…是指与一般报考者不同的入学选拔方式中，通过社会人特别选拔入学考试等以社会人为

对象的入学考试。

（3）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约

仅限于加入学研灾普通保险以及本特约时。

在用于临床实习的设施内，意外地接触感染症的病原体，并且由此引发的事故之日起（含事故发生日）180天内接受
了接触感染预防措施时，将支付15,000日元（定额）保险金。

※接触感染以外的医院内感染（空气感染等）不属于本特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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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的各用语，分别按如下定义。

用　语 定　义

① 接触感染 指在用于临床实习的设施内，被保险人意外地直接或间接地接触（＊ 2）感染症（＊1）的病原体。

② 临床实习 指在医院等（＊ 3）进行的实习。

③ 感染症预防措施 指为了预防引起或感发感染症所进行的检查、投药等。但是，仅限于在医生等的指示或指导下所进行
的

（＊ 1） 指针对感染症的预防及感染症患者医疗相关法律第 6 条第 1 项的感染症。在本特约中下同。
（＊ 2） 包括有可能接触的情况。
（＊ 3） 指医院或诊所等。在本特约中下同。

<关于感染症的预防及感染症患者医疗的法律第6条（截至 2014 年11月21日）>
第6条　本法中的“感染症”是指第一类感染症、第二类感染症、第三类感染症、第四类感染症、第五类感染症、新型

流感等感染症、指定感染症以及新感染症。

2  本法中的“第一类感染症”是指下列感染性疾病。
1 埃博拉出血热
2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
3 天花
4 南美出血热
5 鼠疫
6 马尔堡病
7 拉沙热

3  本法中的“第二类感染症”是指下列感染性疾病。
1 急性脊髓灰质炎
2 结核病
3 白喉

4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仅限于病原体为冠状病毒属 SARS 冠
状病毒的肺炎）

5
禽流感（仅限于病原体为属于 A 型流感的甲型流感
病毒且该血清亚型为 H5N1 的流感。是指第 5 项第
7 号中的“禽流感（H5N1）”）

4  本法中的“第三类感染症”是指下列感染性疾病。
1 霍乱
2 细菌性痢疾
3 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症
4 伤寒
5 副伤寒

5  本法中的“第四类感染症”是指下列感染性疾病。
1 戊型肝炎
2 甲型肝炎
3 黄热病
4 寇热
5 狂犬病
6 炭疽
7 禽流感（禽流感（H5N1）除外）
8 肉毒杆菌病
9 疟疾

10 土拉菌病

11

除前面指出的疾病之外，属于已知的感染性疾病，通过
动物或动物尸体、饮食、衣物、寝具及其他物品传染给
人类，并且由政令规定的可能对国民健康产生与前面指
出的疾病同等影响的疾病

6  本法中的“第五类感染症”是指下列感染性疾病。
1 流感（禽流感及新型流感等感染症除外）
2 病毒性肝炎（戊型肝炎及甲型肝炎除外）
3 隐孢子虫病
4 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
5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症
6 梅毒
7 麻疹
8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症

9
除前面指出的疾病之外，属于已知的感染性疾病（第
四类感染症除外），并且由厚生劳动省令规定的可能
对国民健康产生与前面指出的疾病同等影响的疾病

7  本法中的“新型流感等感染症”是指下列感染性疾病。

1

新型流感（是指以新型的具有人向人传染能力的病毒
为病原体的流感，一般来说，由于国民不具有针对该
感染症的免疫能力，该感染症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
延，并且认为可能对国民的生命及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2

重现型流感（曾经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之后销声匿迹，
被厚生劳动大臣规定为经过长时间没有爆发的流感重
现，一般来说，由于目前的大部分国民不具有针对该
感染症的免疫能力，该感染症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
延，并且认为可能对国民的生命及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8  本法中的“指定感染症”是指，属于已知的感染性疾病（第
一类感染症、第二类感染症、第三类感染症以及新型流感
等感染症除外），若不准用第 3 章至第 7 章的全部或部分
规定，则该疾病会迅速蔓延，并且由政令规定的可能对国
民的生命及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的感染症。

9  本法中的“新感染症”是指，具有人向人传染能力，其病
情或治疗结果与已知的感染性疾病明显不同，若罹患该疾
病则会病情严重，并且认为该疾病蔓延后可能对国民的生
命及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的感染症。

	 省略（第10项至第2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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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险金的种类和金额

（1）死亡保险金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含当日）180天之内死亡时）

赔偿范围 保险金额

“正规课程中”“学校活动中” 2,000万日元

“正规课程和学校活动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进行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
时）”、“特约加入者上学途中及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时”

1,000万日元

（2）残疾保险金（注1）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之内留有残疾时）

赔偿范围 保险金额

“正规课程中”“学校活动中”
根据残疾程度支付

120万日元～3,000万日元

“正规课程和学校活动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进行课外活动（俱乐部活
动时）”、“特约加入者上学途中及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时”

根据残疾程度支付
60万日元～1,500万日元

（3）医疗保险金（接受医生治疗时）以及入院补贴

发生事故时活动的种类 治疗天数（注2） 医疗保险金

●＋
住院时

住院补贴
（最多不超过180天）

每住院一天
4,000日元

（无论哪种活动
都自住院起第
1天开始支付。）

（对象之外）

（对象之外）

1天～ 3天 3,000日元

4天～ 6天 6,000日元

7天～ 13天 15,000日元

14天～ 29天 30,000日元

（治疗天数从1天
起为支付对象 ）（ 治疗天数从4

天起为支付对
象対象 ）（治疗天数在14

天以上为支付
对象 ）

30天～ 59天 50,000日元

60天～ 89天 80,000日元

90天～ 119天 110,000日元

正规课程中或
学校活动中

除了进行课外
活动（俱乐部
活动）之外在
学校设施内时、
特约加入者在
上学途中或学
校设施等之间
移动时

无论是否在学
校 设 施 内， 在
进行课外活动
(俱乐部活动)时

120天～ 149天 140,000日元

150天～ 179天 170,000日元

180天～ 269天 200,000日元

270天～ 300,000日元

（4）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注3）

赔偿范围 支付保险金

临床实习时 一次事故支付15,000日元（定额支付）

（注1）
死亡保险金和后遗症
保险金互相重叠时，
支付死亡保险金。

（注2）
是指实际住院或者去医院就诊的天数。请注意，是指自受到伤害开始治疗之日起到“医生认定有必要的治疗结束之日”
之间的实际治疗天数，而不是指治疗期间的总天数。
注意事項

（注 1）支付左记的保险金，与生命保险、健康保险、其它伤害保险、加害人支付的赔款无关。
（注 2）因保险金限定为左记的金额，不可加入两份以上。
（注 3）	同一天去多家医院就诊时，治疗天数仍为 1 天。即使同一天去两家医院就诊，治疗天数也不按两天计算，务请注意。

（注3）在用于临床实习的设施内，自意外地接触感
染症的病原体，并因此导致事故发生之日(包括事故
发生当天)起180天之内接受因接触感染导致感染症
的预防措施时，为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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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険金支払例
⑴ 实施教育研究活动过程中
① 正规课程中 
⃝在实验过程中，当在烧瓶内进行搅拌时，突然发

生爆炸致使双目被火灼伤（3.1万日元）。
⃝在烹调实习过程中，当使用菜刀切菜时不慎切

到左手食指（6千日元）。
⃝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保育实习过程中，罹患热射病，并接受

入院治疗（1.8万日元）。
② 学校活动过程中
⃝在毕业典礼上从台阶上摔下，受了挫伤（3千日

元）。
⃝因在住宿培训处饮食而食物中毒（3 千日元）。
⃝在棒球赛上担任裁判时，被球击中左眼而受伤（3

万日元）。
③ 除了①②④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 
⃝在学校内的楼梯上，因踩空导致下肢骨折（5

万日元）。
⃝在学校的教室内跨过桌子时落地失败，导致
左脚大拇趾骨折（6千日元）。

④ 进行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时 

⃝在滑雪部的活动中，从坡道上摔倒骨折（11.4万日元）。
⃝学校外竞技场上举行的橄榄球比赛中，受到对

方的擒抱，导致左肩锁关节半脱位（5万日元）。
⑵ 上学途中、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的过程中
① 上学途中
⃝骑自行车上学途中，与从停车场驶出的汽

车相撞。导致双膝和胸部被撞伤（6千日元）。
⃝在冻结的路面步行上学途中，打滑摔倒。导致

头部受到挫伤或被撞伤（5.9万日元）。
⃝骑轻便摩托车上学途中，与向右转弯的其

他轻便摩托车相撞，导致右肩和右脚踝被
撞伤（20万日元）。

② 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的过程中
⃝骑摩托车从学校向俱乐部活动场所移动过程中，
想要闪躲汽车而摔倒。导致右手腕和双脚被撞
伤、划伤（1.5 万日元）。

⑶ 针对临床实习时接触感染引发感染症的预防措施
⃝在正规课程的手术中，执刀医生使用的器具

针头扎入左手中指，接受感染症预防处理
（1.5万日元）。

（　）内为支付保险金的金额

5．不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
下列原因造成的伤害
投保人、被保险人（成为保险对象者）、保险金受益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犯罪行为、争

斗行为、因无证驾驶、酒后驾驶、麻药等影响而在可能无法正常驾驶的状态下驾驶汽车等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脑疾患 / 疾病 / 精神失常、妊娠 / 生育 / 早产 / 流产、外科手术等医疗处置（属于本保险赔偿对象的治疗除外）、
地震、火山喷发或由此引起的海啸（被保险人在从事此类自然现象观测活动时除外）、战争、内乱、暴动、由
于核燃料物质的有害特性等引起的事故（被保险人使用核燃料物质、受核燃料物质污染的物质、或者使用此
类物质的装置进行研究或实验活动的情况除外）、放射线照射、放射能污染（被保险人使用放射线或放射能的
发生装置进行研究或实验活动的情况除外）、颈部症候群（即“鞭打症”）、腰痛等没有医学性客观诊断的症状。
作为学校设施外的课外活动而进行的攀岩（使用冰镐等登山用具的行为）、平底雪橇、雪橇比赛、跳伞、悬动
式滑翔机等危险运动过程中的事故、作为学校设施外的课外活动进行的使用汽车等乘用具进行的竞技、试车、
在竞技场进行的自由驾驶、被保险人受到刑法处置（※）等

另外，因酗酒引起的急性酒精中毒，以及随时间推移逐渐加重的伤害等“急剧且偶然的外来”条件不充分的事故也
不属于保险对象。

（※）详情请参考 P.11 附表 2。并且，上述情况如果是在正规课程中、学校活动过程中及在学校设施内的期间则能
够获得赔偿。

6．合同内容变更（转系、退学、休学）时的手续
⑴ 加入期限为 2 年以上的学生，出现如下变更时，请到学校的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领取必

要的表格，办理规定的手续。
① 日间部、夜间部或者函授部变更时

ａ．从夜间部转到日间部时
未经过年度依据变更后合同来计算应交纳保险费。在变动通知书上填入必要事项，与应交纳保险费一起（＊）
提交给学校。

ｂ．从日间部转到夜间部时
未经过年度保险费一部分返还。
在变动通知书上记入必要的事项，并领取学校出示的变更证明，将通知书邮寄到本协会学生支援部学生保险课，
申请返还保险费。

② 退学时（包括开除学籍和死亡。）
请按照上述①b. 向本协会学生支援部学生保险课申请返还保险费。
但是，在学年度中途退学时，不返还该学年度的保险费差额。

③ 保险期间内合计休学1 年以上时
休学期间将返还保险费。休学期间结束后，请按照上述① b.向本协会学生支援部学生保险课申请返还保险费。

（＊）学校内备有变更通知书。
⑵ 因休学、留级等原因延长规定的修业年限时，保险合同结束时需要补办新的加入手续。请向学校提交申请并交纳规

定的保险费（＊）。
（＊）保险费的支付方法根据学校不同有所差异，详情请到所在学校的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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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事故发生起到保险金支付为止〉

1．事故的通知
当本保险对象人遭遇事故时，事故发生之日（含事故发生日）算起的30天以内，请向学校的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

援课、保健中心等）报告事故的时间、地点、状况、伤害程度等，并利用那里设置的事故通知明信片、FAX，或者通过电脑、
手机的“事故通知系统”，通知东京海上日动的损害服务课。

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之内未通知时，有可能不支付保险金，务请注意。
保险金申请权具有时效（3年），务请注意。

在如下情况下，除利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通知事故的发生以外，还请填写以下资料中的必要事项，提交给东京海
上日动的损害服务课。

・上学途中的事故 ：上学途中事故证明书
・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途中发生的事故 ：设施间移动途中事故证明书
・接触感染事故 ：接触感染的检查资料等

（＊）学校备有事故通知明信片、上学途中事故证明书、设施间移动途中事故证明书。
（＊）事故的通知以及保险金索赔的申请，请向东京海上日动的损害服务课提出。（请参阅 16 页，保险金申请地址）

2．申请保险金的手续
在申请保险金时，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将下列资料提交到东京海上日动损害服务课。

① 保险金申请书（已经学校证明的。包括其他事故证明书等）
② 医生的诊断书

但是，保险金的申请金额在10 万日元以内（与其它伤害保险等合计在10 万日元以内时）且无残疾时，申请人本人填
写治疗状况报告书并贴上收据（记载去医院就诊的天数的。没有收据时，用诊疗卡的复印件）提交，而不需要医师的诊
断书。

③ 其它（请参阅普通保险条约第25条、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第4条、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约第3条。）
（※）被保险人尚未成年时，原则上由其监护人申请保险金。

死亡保险金，原则上由法定继承人申请。
（＊）住院时，需要提交记载有住院天数等医院出具的证明资料（在收据上有记载也可以）。
（＊）上述①、②的资料，请使用学校备用的规定表格。
（＊）保险金原则上通过银行汇款支付。

（重要）在保险金支付后，承保保险公司将保险金支付相关事宜通知本协会，本协会以此向学校提交保险金支付报告书。该
事故的保险支付情况等相关信息会在承保保险公司、学校以及本协会三方之间共享，请予以谅解。

Ⅱ．发生事故时的手续

治 疗 期 间

保 险 公 司 手 续 期 间（向 本 人 或 学 校、
医生等查询或联络）

３．领取保险金（原则上通过账户汇款）

从学校负责部门领取保险金申请表格
①　加盖各种证明印章、填写申请书上必要的事项
②　医师的诊断书（或者治疗状况报告书）

提交东京
海上日动）

２．保险金申请手续（资料的作成）治愈之后

１．立即向学校负责部门（学生课等）报告事故。
 自事故之日起30日之内，用备用的事故通知明信片、FAX、或

是通过电脑、手机的“事故通知系统”向东京海上日动（16页）报
告事故。

	 ・上学途中及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途中发生事故时 ：
上学途中事故证明书或设施间移动途中事故证明书

 ・发生接触感染特约相关的事故时 ：接触感染事故证明书

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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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条款
第 1 章　用语定义条款

第 1 条（用语定义）
本条款中，下表中的用语分别按如下定义。

用　语 定　　义
医学上的
他觉所见

指通过理学检查、神经学检查、临床检查、影像检查等
确认的异常所见。

课外活动 指按照大学等的规则履行所规定的手续、经大学等认定的
校内学生团体的管理下进行的文化活动或体育活动。但是，
在大学等的禁止时间或场所时，或进行大学等的禁止行为
时除外。

学校活动 指大学等主办的入学典礼、新生入学教育、毕业典礼等作为
教育活动的一环而举行的各种学校活动。

学校设施 指大学等为开展教育活动所拥有、使用或管理的设施。
但宿舍除外。

危险 指引发伤害的可能性。
竞赛等 指比赛、竞争、演出（＊ 1）或试行驾驶（＊ 2）。

（＊ 1）并包括为进行上述活动的练习。
（＊ 2）指以性能测试为目的进行的驾驶或操纵。

残疾 指不能取得医学上期待的治疗效果、以至被保险人身体
留下的残疾症状将来也不能恢复的严重的功能障碍或身
体一部分残缺。

告知事项 指有关危险的重要事项中，本公司要求告知的、在保险
合同申请书上记载的事项。（＊ 1）

（＊ 1）包括与其它保险合同等的相关事项。
汽车等 指汽车或轻便摩托车。
死亡保险
金额

指保险单上记载的死亡保险金额。

手术 以治疗为直接目的，使用手术刀等器械在患部或必要部
位施行切除、摘除等处理。

乘用具 汽车等、汽艇（＊ 1）、游戏用模型小汽车、动力雪橇及其
它与此类似的乘用具。

（＊ 1）包括水上摩托艇
正规
课程中

指上课（＊ 1）时，包括下述期间。
ａ．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研

究期间。但是，被保险人在个人生活专用场所从事上
述研究时除外。

ｂ．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课前准备或课后整理时，
或在上课的场所、大学等的图书馆、资料室或语言学
习设施进行研究活动时

（＊ 1）指听课、实验、实习、演习或实际技能课。下同。
大学等 指被保险人在籍的大学或者高等专门学校。
其它保险
合同等

指对于本保险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承保责任相同的其它
保险合同或共济合同。

治疗 指医师（*1）认为有必要且由医师（*1）进行的治疗。
（＊1）被保险人本人是医师时，指被保险人以外的医师。

治疗天数 指被保险人住院或去医院就诊的天数。
但是，即使被保险人未去医院就诊，如果在附表 1 所列
的骨折、脱臼、韧带损伤等伤害的部位常时包扎石膏绷
带等（*1）时，该天数被视为去医院就诊的天数。
但仅限于诊断书上记载了有关附表 1 所列的骨折、脱臼、
韧带损伤等伤害的部位包扎石膏绷带等（*1）的医生证
明，而且在诊断报酬明细单上记载了有关包扎石膏绷带
等（*1）的内容。

（＊1）指石膏绷带、石膏夹板、石膏托、夹具和固定支架、
骨外固定器、髌腱负荷石膏、PTB 支架（＊ 2）以
及颚部三内式夹线。

（＊ 2）关于下腿骨骨折后带的支架，仅限于诊断书上明
确记载了骨头痊愈为止医生指示佩戴的期间。

去医院
就诊

指去医院或诊所治疗或者接受医师的出诊治疗。但是，
仅为领取药剂、诊断书、医疗器械等前往医院而未进行
治疗的情形不包括在内。

住院 指由于在家中等治疗困难，住进医院或诊所一直在医师
的管理下专心治疗。

被保险人 指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
保险期间 指保险单记载的保险期间。
保险金 指死亡保险金、残疾保险金或医疗保险金。

第 2 章　赔偿条款
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1）本公司对于被保险人在日本国内或国外在下述期间内因急剧且

偶然的外来事故（＊ 1）造成的身体伤害，根据本条款支付保险金
① 参加大学等的正规课程和学校活动时
② 除①以及已向大学等申报的课外活动之外在学校设施内时。

但是，在大学等禁止的时间或场所时，或进行大学等禁止的
行为时除外。

③ 在学校设施内进行已向大学等申报的课外活动时

④ 在学校设施外进行已向大学等申报的课外活动时
（2）（1）项所指的伤害，包括下表所示的伤害。

① 从身体外部偶然且一时吸入、吸收或摄取了有毒气体或有毒
物质时产生的急剧中毒症状（＊ 2）

② 因日照或热辐射导致的身体障碍。
（＊ 1）以下称“事故”。
（＊ 2）因持续地吸入、吸收或摄取而导致的中毒症状除外。

第 3 条（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之一）
（1）　对于下表所示的事由造成的伤害，本公司不支付保险金。

①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② 保险金受益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但是，若该人是死亡

保险金受益人之一时，仅限于不支付该人应得到的金额。
③ 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犯罪行为或争斗行为
④ 被保险人在下述任一期间发生的事故

ａ．在尚未取得法定驾驶资格（＊ 1）的情况下驾驶汽车等时
ｂ．在道路交通法第 65 条第 1 款中规定的带酒气的状态下

驾驶汽车等时
ｃ．在使用毒品、大麻、鸦片、兴奋剂、危险药物＊２信纳

水等＊３状态下驾车期间
⑤ 被保险人患脑疾患、疾病或精神失常
⑥ 被保险人妊娠、生育、早产或流产
⑦ 被保险人接受外科手术等医疗处理。但是，利用外科手术等

医疗处理治疗本公司应支付保险金的伤害时导致的伤害，支
付保险金。

⑧ 被保险人被判刑
⑨ ⑨战争、外国的武力行使、革命、夺取政权、内乱、武装叛

乱及其它与此类似的事变或暴动（＊ 2）

⑩ 地震、火山喷发或由此引起的海啸。但是被保险人在从事此
类自然现象观测活动时，支付保险金。

⑪ 核燃料物质（＊ 3）或受核燃料物质污染的物质（＊ 4），因其放射性、
爆炸性及其它有害特性或由这些特性引发的事故。但是，被
保险人在使用被核燃料物质、受核燃料物质污染的物质、或
者使用此类物质的装置进行研究或实验活动时，支付保险金。

⑫ 伴随⑨至⑪的事由引发的事故，或由此产生的秩序混乱而引
发的事故

⑬ ⑪以外的放射线照射或放射能污染。但是，被保险人使用放
射线或者放射能的发生装置进行研究、实验活动时，支付保
险金。

（2）即使是被保险人诉说有颈部症候群（＊ 5）、腰痛及其它症状，对
于不能通过医学检查出示证明的疾患，无论其症状的原因为何，
不支付保险金。
（＊ 1）指根据驾驶地法律所规定的资格。
（＊ 2）指有关确保药品、医疗器械等的质量、有效性以及安全

性的法律第 2 条第 15 项规定的指定药物。
（＊ 3）指基于毒物及剧物取缔法第 3 条之 3 的规定在政令中

规定的物品。
（＊ 4） 指由于群众或多数人的集团行动、导致全国或一部分地

区不稳定、被确认为治安维持困难的重大事态。
（＊ 3）包括使用完毕的燃料。下同。
（＊ 4）包括原子核分裂生成物。下同。
（＊ 5）指所谓的“颈椎损伤”。

第 4 条（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之二）
（1）对于被保险人在下表所示的任一期间因事故造成的伤害，本公

司不支付保险金。
① 被害人在进行附表 1 所示的运动期间
② 被保险人在下述的任一期间

ａ．使用乘用车进行比赛期间。但是 , 符合 c. 的下列情况除外，
使用汽车等在道路上进行比赛等期间，支付保险金。

ｂ．在使用乘用车进行比赛等的场所，按照比赛等方法或方
式使用乘用车期间。但是 , 符合 c. 的下列情况除外 , 在道
路上按照比赛的方法或方式使用汽车等期间，支付保险金。

ｃ．经法律许可，在限制一般通行、占用道路的状态下 , 使
用汽车等进行比赛等期间 , 或按照汽车比赛的方法或方式
等使用汽车等期间

（2）(1) 项表①、②或③所示期间内遭受的伤害。
第５条 ( 死亡保险金的支付 )
（1）被保险人因遭受第 2 条 ( 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 所述的伤害、由此

导致在事故发生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之内死亡时，本公司
将按下表所示比例乘以死亡保险金额后得到的金额（*1）作为死
亡保险金 , 并支付给死亡保险金受益人。

① 符合第２条 (1) 项的表①的情况时 ………………… 100％
② 符合第２条 (1) 项的表②、③或④的情况时 ………… 50％

（2）第 30 条 ( 死亡保险金受益人的变更 )(1) 或 (2) 的规定，被保险
人的法定继承人是死亡保险金的受益人时 , 法定继承人在２人以
上时 , 本公司按法定继承的分配比例向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支付死
亡保险金。

（3）第 30 条（8）项的死亡保险金受益人为两名以上时，本公司按
均等比例向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支付死亡保险金。

（＊ 1）已根据第 6 条（残疾保险金的支付）规定支付残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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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时，则适用死亡保险金乘以（1）的表中所示的比例
之后扣除已支付金额的余额。

第 6 条（残疾保险金的支付）
（1）被保险人遭受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伤害、由此导致在

事故发生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之内出现残疾时，本公司根
据下列算式算出的金额作为残疾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但是，
出现残疾后，因其原因造成的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之
日起（含当日）180 天之内死亡时，不支付残疾保险金。
死亡
保险
金额

第 5 条（ 死亡保险
金的支付）（1）项
的表中所示的比例

对于附表 3 所示各等
级残疾的保险金给付

比例

适用的
比例

× × ＝

（2）若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之日起（含当日）超过 180 天仍需治疗时，
与（1）项的规定无关，本公司将根据事故发生之日起（含当日）
第 181 天之日被保险人以外的医生的诊断确定残疾程度，按（1）
项算出的金额支付残疾保险金。

（3）即使不能适用附表 3 所示的各等级残疾，对于被认定为与各等
级相符合的残疾，将根据身体残疾程度分别视为符合各等级的
残疾。

（4）因同一事故造成两种以上的残疾时，本公司将死亡保险金乘以
第 5 条（1）的表中所示的比例，再乘以下表中所示的保险金
给付比例，并将该金额作为残疾保险金予以给付。

① 当有两种以上附表3所示的第1级至第5级的残疾时，则适
用从所符合的最严重的残疾等级起向上第3个等级的保险金
给付比例。

② ①以外的情形中，当有两种以上附表 3 所示的第 1 级至第 8
级的残疾时，则适用从所符合的最严重的残疾等级起向上第
2个等级的保险金给付比例。

③ ①与②以外的情形中，当有两种以上附表3所示的第1级至
第 13 级的残疾时，则适用从所符合的最严重的残疾等级起
向上第1个等级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但是，当对于各残疾的
保险金给付比例的合计之比例达不到上述的保险金给付比例
时，则采用该合计比例作为保险金支付比例。

④ 对于①至③以外的情形，适用符合的最严重的残疾等级的保
险金给付比例。

（5）本身原有残疾的被保险人遭受第 2 条的伤害，由此导致同一部
位的残疾程度加重时，将死亡保险金乘以第 5 条（1）的表中
所示的比例，再乘以下列比例，并将该金额作为残疾保险金予
以给付。

按附表 3 进行加重后的残
疾所符合等级的保险金给
付比例

原有残疾所符合等级
的保险金给付比例

适用的比
例

－ ＝

第 7 条（医疗保险金的支付）
（1）被保险人遭受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所述的伤害，由此

导致接受被保险人以外的医师的治疗时，根据其治疗天数，本
公司按下表所示的金额作为医疗保险金，并支付给其被保险人。
符合第 2 条（1）表中的②时，以下表中的②至⑪所规定的金额
为限额。此外，符合第 2 条（1）表中的③或④时，以下表中的
④至⑪所规定的金额为限额。

① 治疗天数为1天以上未满4天时 …………………3,000日元
② 治疗天数为4天以上未满7天时 …………………6,000日元
③ 治疗天数为7天以上未满14天时 ……………… 15,000日元
④ 治疗天数为14天以上未满30天时 …………… 30,000日元
⑤ 治疗天数为30天以上未满60天时 …………… 50,000日元
⑥ 治疗天数为60天以上未满90天时 …………… 80,000日元
⑦ 治疗天数为90天以上未满120天时 ……… 110,000日元
⑧ 治疗天数为120天以上未满150天时 ……… 140,000日元
⑨ 治疗天数为150天以上未满180天时 ……… 170,000日元
⑩ 治疗天数为180天以上未满270天时 ……… 200,000日元
⑪ 治疗天数为270天以上时 …………………… 300,000日元

（2）第（1）款所述的治疗天数中，包括按被保险人以外的医师的指
示住进医院或诊所治疗的天数时，除（1）表中的①至⑪所规定
的金额外，住院期间向被保险人每天支付 4,000 日元的医疗保
险金，住院天数以 180 天为限度。

（3）在（2）项期间内，根据有关脏器移植法律第 6 条（脏器的摘
除）的规定，经同条第 4 项规定的医生判定为“脑死者的身体”
后，在其身体接受处置时、该处置（＊ 1）被认为符合按同法附则
第 11 条规定的医疗给付关系各法规定的医疗给付时，包括其
处置天数。

（4）被保险人在领取医疗保险金期间，再次遭受应领取医疗保险金
的伤害时，将各次伤害的天数合计计算，从中扣除重复天数后
作为治疗天数按（1）项规定支付。

（5）当被保险人住院接受治疗时，即使重新受到第 2 条所述的伤害，
该公司将不会重复支付（2）所规定的金额。

（＊ 1）在不适用医疗给付相关各法令的情况下，包括如果适用医
疗给付相关各法令，被看作是符合医疗给付的处置。

第 8 条（死亡的推断）
被保险人搭乘的飞机或轮船下落不明或遇难时，包括飞机或轮船

下落不明之日或遇难之日在内，经过 30 天仍未发现被保险人时，推
断被保险人于该飞机或轮船下落不明之日或遇难之日第 2 条（支付
保险金的情况）的伤害而死亡。

第 9 条（其它身体残疾或疾病的影响）
（1）被保险人在遭受第2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的伤害时，因原有

的残疾或疾病的影响，或与同条伤害所致的事故无关的伤害或疾
病的影响而加重同条的伤害时，本公司支付未受影响时相应的金额。

（2）被保险人无正当理由疏于治疗、或投保人、保险金受益人没有
让其接受治疗而导致第 2 条的伤害加重时，也按（1）项同样
的方法支付。

第 3 章　基本条款
第 10 条（保险责任的开始及结束）
（1）本公司的保险责任，自保险期间的第一天凌晨零点开始，至最

后一天晚上 12 点结束。
（2）（1）所指的时间，以日本的标准时间为准。
（3）即使保险期间开始后，除另行规定外，对于收到保险费之前发

生的事故所造成的伤害，本公司不支付保险金。
第 11 条（告知义务）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必须将有关告知事项如实
地告知本公司。

第 12 条（关于日间夜间部等变更、休学或退学的通知义务）
签订保险合同后，被保险人变更日间部、夜间部或函授部时，或休学、

退学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立即将变更事项通知本公司。
第 13 条（保险合同的无效）
（1）在判明投保人以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或者为使第三者不法

获取保险金为目的签订保险合同的事实时，保险合同全部无效。
（2）有下表所示的任一事实时，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部分无效。

①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以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或为使
第三者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签订保险合同时。

② 在确定死亡保险金的受益人时（＊ 1），未经被保险人同意时。
（＊ 1）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除外。

第 14 条（保险合同的失效）
签订保险合同后，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部分失效。

第 15 条（保险合同的取消）
（1）因投保人的欺诈或强迫，本公司与其签订了保险合同时，本公

司可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取消全部保险合同。
（2）因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的欺诈或强迫，本公司与其签订了

保险合同时，本公司可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取消保险合同
的被保险人部分。

第 16 条（由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解除全部或一部分保险合同。

第 17 条（因重大事由解除保险合同）
（1）在投保人符合下表中所示的任一情形时，本公司有权以书面通

知投保人的形式解除本保险合同。
① 被认定属于反社会势力（＊1）时
② 被认定以向反社会势力（＊1）提供资金、给予便利等形式与反

社会势力保持关系时
③ 被认定存在不当利用反社会势力（＊1）的行为时
④ 对法人而言，被认定反社会势力（＊1）控制该法人的经营或者

正在实质性参与该法人的经营活动时
⑤ 被认定与反社会势力之间存在应受到社会谴责的性质的关

系时
（2）当发生符合下表中所示的任一事由时，本公司有权以书面通知

投保人的方式解除本保险合同（*2）。
① 当被保险人符合（1）表中的①至③或者⑤的任一情形时
② 当被保险人遭受伤害后保险金受益人符合（1）表中的①至

⑤的任一情形时
（3）不论第19 条（保险合同解除的效力）如何规定，伤害（＊ 3）发生后

根据（1）或（2）的规定解除合同时，本公司对于自（1）表中的
①至⑤的事由或者（2）表中的①或②的事由发生之时起至解除合
同为止期间发生的伤害（＊ 3）将不给付保险金（＊ 4）。此时，如果保险
金（＊ 4）已经给付，本公司有权要求返还该保险金。

（＊ 1）指暴力团、暴力团成员（＊ 5）、暴力团准成员、与暴力团相关
的企业以及其他反社会势力。

（＊ 2）仅限于与该被保险人相关的部分。
（＊ 3）在合同已按（2）的规定被解除的情形下，指发生于该

被保险人的伤害。
（＊ 4）在合同已按（2）的表②的规定被解除的情形下，金额

限于保险金受益人中符合（1）表的①至⑤的任一情形
的人应得的金额。

（＊ 5）包括脱离暴力团之日起未超过 5 年的暴力团成员。
第 18 条（被保险人申请解除保险合同）
（1）被保险人为投保人以外的人时，符合下表所示的任一情况时，被

保险人可请投保人解除该保险合同（＊ 1）。
① 被保险人未曾同意成为该保险合同（＊ 1）的被保险人时
② 投保人或保险金受益人为使本公司据该保险合同支付保险金

为目的造成伤害，或试图造成伤害时
③ 保险金受益人基于该保险合同申请保险金，进行欺诈，或试

图进行欺诈时
④ 当投保人或保险金受益人符合第 17 条（因重大事由解除保

险合同）（1）表的①至⑤的任一情形时
⑤ 因与其它保险合同等重复，与被保险人相关的保险金额的总

额过度增大，可能产生违反保险制度目的的状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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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除②至⑤的情况之外，投保人或保险金受益人与②至⑤同等
程度损害了被保险人对其信赖，并使该保险合同（＊1）难以维
持时

⑦ 因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亲属关系终结等原因，被保险人当初
同意成为该保险合同（＊1）的被保险人时的情况有明显变动时。

（2）因（1）项表中①至⑦的事由、由被保险人要求（1）规定的解除保
险合同时，投保人必须通知本公司，解除该保险合同（＊1）。

（3）有（1）项表中①的事由时，其被保险人可以通知本公司，解除
该保险合同（＊ 1）。但是，仅限于提出健康保险证等、证明被保
险人身份的资料时。

（4）根据（3）项的规定解除本保险合同时（＊ 1），本公司立即以书面
形式将实际情况通知投保人。

（＊ 1）仅限于与该被保险人相关的部分。
第 19 条（保险合同解除的效力）

保险合同的解除只对将来发生效力。
第 20 条（保险金的返还或加收－关于日间夜间部等变更、休学或退学
的通知义务等时）
（1）本公司收到第 12 条（关于日间夜间部等变更、休学或退学的通

知义务）的通知时，返还或加收按下列算式算出的保险费。
①变更日间部、夜间部或函授部、适用的保险费发生变动时，返

还或加收按下列算式算出的数额。但是，在学年度中途变更日
间部、夜间部或函授部的情况下，不返还或加收该学年度的保
险费差额。

已收保险费 已经过学年度期间对应
的旧适用保险费－〔 〕

－ ＝
返 还 或 加 收

（ 为 负 值 时 ）
的保险费

现保险期间对
应的新适用保
险费

已经过学年度期
间对应的新适用
保险费

－〔 〕
②退学时，返还按下列算式算出的金额。但是，在学年度中途退学时，

不返还该学年度的保险费差额。

已收保险费 －
已 经 过 学 年 度 期
间 对 应 的 旧 适 用
保险费

＝ 返还的保险费

③休学时，保险期间内休学期间合计达 1 年以上时，按下列算式算
出的金额返还。在此情况下，合计休学期间以年为单位，如有不
足 1 年的天数则舍去。

已收保险费
保险期间扣除合计休学
期间后的期间所对应的
适用保险费

返还的保
险费

－ ＝

（2）除（1）之外，签订保险合同之后，投保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本
公司申请保险合同条件的变更，经本公司同意，需要变更保险
费时，本公司返还或加收按变更前后保险费的差额计算的未经
过期间的保险费。

（3）根据（2）项的规定，在要求追加保险费时，投保人对本公司
的要求支付迟缓时，对于收到追加保险费之前发生事故造成的
伤害，本公司按没有申请保险合同条件的变更，适用本保险合
同的普通保险条款及特约支付保险金。

第 21 条（保险费的返还－无效时）
（1）根据第 13 条（保险合同的无效）（1）项的规定，保险合同全

部无效时，对于本公司知道无效之日所属学年度的保险费，本
公司不予返还，对于其后的学年度的保险费全额返还。

（2）根据第 13 条（2）项表中①的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部分
无效时，对于本公司知道无效之日所属学年度的与被保险人相
关的保险费，本公司不予返还，全额返还其后的学年度的被保
险人的保险费。

（3）根据第 13 条（2）项的表中②的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部
分无效时，本公司返还与被保险人相关的全额保险费。

第 22 条（保险费的返还－失效或解除时）
（1）保险合同全部失效时，本公司不返还失效之日所属学年度的保

险费，对于其后的年度的保险费全额返还。
（2）保险合同全部解除时，本公司不返还解除之日所属学年度的保

险费，对于其后的学年度的保险费全额返还。
（3）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失效或解除时，与被保险人相关的保险费，

适用（1）或（2）的规定。
第 23 条（保险费的返还－取消时）
（1）根据第 15 条（保险合同的取消）（1）项的规定，本公司取消

全部保险合同时，本公司不返还取消之日所属学年度的保险费，
对于其后的学年度的保险费全额返还。

（2）根据第 15 条（2）项的规定，本公司取消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
部分时，本公司不支付取消之日所属学年度与该被保险人相关
的保险费，对于其后的学年度与该被保险人相关的保险费全额
返还。

第 24 条（事故的通知）
（1）被保险人遭受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的伤害时，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必须自发生事故之日（含当日）起
30 天之内将事故发生的状况及伤害程度通知本公司。此时，若
本公司要求提交书面通知或说明时，或者要求提交被保险人的
诊断书或尸体检验书时，必须按要求提交。

（2）被保险人搭乘的飞机或轮船下落不明或遇难时，投保人或保险

金受益人必须在自飞机或轮船下落不明之日或遇难之日起（含
当日）30 天之内，以书面形式将下落不明或发生遇难的状况通
知本公司。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无正当理由违反（1）或（2）
项的规定时，或着没有如实通知、或者其通知或说明中没有告
知事实，或所告知的与事实不符时，将扣减由此给本公司造成
的损害金额后支付保险金。

第 25 条（保险金申请）
（1）在下表所示之时开始，可以行使向本公司申请保险金的权利。

① 死亡保险金的申请，在被保险人死亡时
② 残疾保险金的申请，自被保险人出现残疾时，或自事故发生之

日起（含当日）经过 180 天、该期间内尽早的时间
③ 医疗保险金方面，以治疗被保险人所受的第 2 条（支付保险

金的情况）所述的伤害为目的而住院或去医院就诊的进程结
束时、或者治疗天数达到 270 日以上时，该期间内尽早的时
间

（2）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申请保险金时，必须向本公司提交保
险金申请书并附上下表所示的资料。
①死亡保险金的申请

a. 本公司规定的伤害状况报告书
b. 公的机关（不得已时第三者也可）出具的事故证明
c. 死亡保险金受益人（尚未规定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为被保

险人的法定继承人）的印鉴证明书
d. 死亡诊断书或者尸体检验书
e. 被保险人的户口副本
f. 尚未规定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提交法定继承人的户口副本
g. 其它本公司为确认第 26 条（保险金支付时期）（1）项所规

定的必要事项，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本公司交付的书面资料等
所规定的必备资料或证明

②残疾保险金的申请时
a. 本公司规定的伤害状况报告书
b. 公的机关（不得已时第三者也可）出具的事故证明
c. 被保险人的印鉴证明书
d. 证明残疾程度的被保险人以外的医生的诊断书
e. 另外本公司为确认第 26 条（1）项所规定的必要事项，在签

订保险合同时本公司交付的书面资料等所规定的必备资料或
证明

③医疗保险金的申请时
a. 本公司规定的伤害状况报告书
b. 公的机关（不得已时第三者也可）出具的事故证明
c. 被保险人的印鉴证明书
d. 证明伤害程度的被保险人以外的医生的诊断书
e. 记载住院天数或去医院天数的医院或诊所出具的证明资料
f. 其它本公司为确认第 26 条（1）项所规定的必要事项，在签

订保险合同时本公司交付的书面资料等所规定的必备资料或
证明

（3）被保险人不能申请保险金、且又没有领取保险金的代理人时，
下表所示的任何一人向本公司提示证明其身份的资料，经本公
司认可后，可以作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申请保险金。

① 和被保险人同居或共同生活的配偶（＊ 1）

② 没有①所规定的人时、或者①所规定的人有不能申请保险金的
事由时，和被保险人同居或共同生活的 3 代以内的亲属

③ 没有①及②所规定的人、或者①及②所规定的人有不能申请
保险金的事由时，①以外的配偶（＊ 1）或②以外的 3 代以内的
亲属

（4）对于按照（3）项规定、由被保险人的代理人申请保险金时，本
公司在支付保险金后，即使重复收到保险金申请，也不支付保
险金。

（5）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委任第三者申请保险金时，除（2）
项的资料之外，还必须提交委任证明以及接受委任一方的印鉴
证明书。

（6）根据事故的内容或伤害程度等，本公司有时可能要求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提出（2）或（5）项以外的资料或证明，
或者请协助本公司进行调查。此时，必须及时提交本公司要求
的资料或证明，提供必要的协助。

（7）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无正当理由违反（6）项的规
定时，或记载了与（2）、（3）、（5）或（6）的资料不相符的事实、
或者伪造或编造资料或证明时，本公司将扣减由此给本公司造
成的损害金额后支付保险金。

    （＊ 1）限于法律上的配偶。
第 26 条（保险金的支付时期）
（1）自申请完了之日（＊ 1）起（含当日）30 天以内，本公司为支付

保险金确认下表必要的事项结束时，支付保险金。
① 为确认是否有发生保险金支付事由的必要事项，包括事故的原

因、事故发生的状况、有无发生伤害以及符合被保险人的事实。
② 确认是否有不支付保险金事由的必要事项，是否有保险合同

中规定的不支付保险金事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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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为计算保险金必须确认的事项、包括伤害程度、事故和伤害
的关系、治疗经过及内容

④ 确认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力的必要事项，包括是否有本保险合
同所规定的解除、无效、失效或取消事由的事实

（2）为确认（1）项的内容，必须进行下表所示的特别查询或调查时，
与（1）项的规定无关，本公司自保险金申请完了日（＊ 1）起（含
当日）在下表所示天数（＊ 2）之内，支付保险金。在此情况下，
本公司将需要确认的事项及其确认结束的时间通知被保险人或
保险金受益人。

① 警察、检察、消防及其它公共机构为了确认（1）项表中①
至④的事项所进行搜查・调查结果的查询（＊ 3） 180 天

② 医疗机构、检查机构及其它专门机构为了确认（1）项表中①至
④的事项所进行的诊断、鉴定等结果的查询 90 天

③ 医疗机构为了确认（1）项表中③的残疾内容及其程度所进
行的诊断、残疾认定的专门机构进行的审查等结果的查询 
120天

④ 为在灾害救助法所适用的受灾地区确认（1）项表中①至④
的事项的调查 60 天

⑤ 确认（1）项表中①至④的事项，没有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
代替方法时、在日本国外进行调查 180 天

（3）在进行（1）和（2）项所示的必要事项的确认时，投保人、被
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无正当理由阻碍确认、或者没有应对时

（＊ 4），由此延迟的确认期间，不计入（1）或（2）项的期间内。
（4）根据（1）或（2）项规定支付保险金，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保险金受益人事先与本公司达成协议之外，均在日本国内、以
日元支付。

（＊ 1）指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履行完第25 条（保险金申请）（2）、
（3）及（5）项规定的手续之日。

（＊ 2）需要多项查询时，以其中最长的天数为准。
（＊ 3）包括依据律师法的查询以及依据其它法令的查询。
（＊ 4）包括没有提供必要的协助时。

第 27 条（本公司指定的医生出具的诊断书等要求）
（1）本公司收到第 24 条（事故的通知）规定的通知或第 25 条（保

险金申请）规定的申请时，在认定伤害程度及其保险金支付的
必要限度方面，可以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提
交本公司指定的医生出具的被保险人的诊断书或尸体检验书。

（2）本公司负担按（1）项规定进行诊断或尸体检验（＊ 1）所需要的
费用（＊ 2）。

（＊ 1）指针对尸体，对于死亡事实进行医学确认。
（＊ 2）不包括收入的丧失。

第 28 条（时效）
保险金申请权，自第 25 条（保险金申请）（1）项规定时间的次

日起经过 3 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 29 条（代位）

即使是在本公司支付了保险金的情况下，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继承
人因该伤害对第三者具有的损害索赔权，也不转移到本公司。

第 30 条（死亡保险金受益人变更）
（1）签订保险合同时，若投保人尚未确定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则

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死亡保险金的受益人。
（2）签订保险合同后，至被保险人死亡之前，投保人可以变更死亡

保险金受益人。
（3）根据（2）项规定进行死亡保险金受益人的变更时，投保人必须

将其事实通知本公司。
（4）在（3）项规定的通知寄达本公司时，死亡保险金受益人的变更，

以投保人发出变更通知之时开始生效。但是，在其通知寄达本
公司之前，若本公司已经向变更前的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支付了
保险金，则即使此后收到保险金申请，本公司也不支付保险金。

（5）投保人可以通过法律上有效的遗嘱，进行（2）项的死亡保险金
受益人的变更。

（6）根据（5）项的规定进行死亡保险金受益人的变更时，在遗嘱生
效后，投保人的法定继承人必须将其事实通知本公司，不得向
本公司隐瞒其变更。此外，在其通知寄达本公司之前，若本公
司已经向变更前的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支付了保险金，则即使此
后收到保险金申请，本公司也不支付保险金。

（7）根据（2）及（5）项的规定，将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改为被保险
人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时，若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则其变更无
效。

（8）死亡保险金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前死亡时，以已故的死亡保
险金受益人死亡时的法定继承人（＊ 1）为死亡保险金受益人。

（9）有关死亡保险金以外的保险金，投保人不可将其受益人确定为
被保险人以外的人、或进行变更。

（＊ 1）  法定继承人中若有死亡的人，则以其顺次的法定继承人。
第 31 条（死亡保险金受益人为数人时的办理方法）
（1）本保险合同中，若死亡保险金受益人为 2 人以上时，本公司可

要求其确定 1 名代表。此时，由代表作为其他死亡保险金受益
人的代理。

（2）在没有确定或尚未明确（1）项所述的代表时，本公司针对死
亡保险金受益人其中 1 人的行为，对于其它死亡保险金受益人
同样有效。

第 32 条（提起诉讼）
针对本保险合同的诉讼，应向日本国内法院提起诉讼。

第 33 条（遵循法律）
本条款未规定的事项，依据日本国的法令执行。

附表 1　骨折、脱臼、韧带损伤等受伤害的部位

1．长管骨（＊ 1）或者脊柱
2．与长管骨（＊ 1）相连的上肢或下肢的三大关节部分（＊ 2）
3．肋骨或者胸骨（＊ 3）
4．颚骨或者颚关节（＊ 4）

（＊ 1） 长管骨是指上腕骨、桡骨、尺骨、大腿骨、胫骨以及腓骨。
（＊ 2）三大关节部分是指肩关节、肘关节、手关节、骨关节、膝关

节以及踝关节。
（＊ 3）仅限于固定躯干部位的情况。
（＊ 4）仅限于利用颚部三内式夹线等固定上下颚的情况。

附表 2　第 4 条（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之二）（1）项表中①所示的
运动等

攀岩（＊1）、平底雪橇、雪橇比赛、冰橇、飞机（＊2）操纵（＊3）、跳伞、
搭乘悬动式滑翔机、超轻量动力机（＊4）、搭乘悬翼机、及其它与此
类似的危险运动。
（＊ 1）指使用冰镐、防滑铁钉、结组绳、铁锤等登山用具。
（＊ 2）滑翔机及飞艇除外。
（＊ 3）因职务关系操纵时除外。
（＊ 4）指电动悬动式滑翔机、小型飞机、超轻型飞行器等，降落

伞型超轻量动力机（＊ 5）除外。
（＊ 5）指带引擎的小型滑翔机等。

附表 3 残疾等级表

等级 残疾 保险金给
付比例

第1级（1）双目失明时
（2）丧失咀嚼及语言机能时
（3）神经系统的机能或精神留下显著障碍，时常需

要护理时
（4）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显著的障碍，随时需要

护理时
（5）从肘关节以上处失去两上肢时
（6）完全丧失两上肢机能时
（7）从膝关节以上处失去两下肢时
（8）完全丧失两下肢机能时

150％

第2級（1）一目失明，另一目的矫正视力（检测视力时使
用国际通用视力表）低于0.02以下时

（2）双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02以下时
（3）神经系统的机能或精神留下显著障碍，随时需

要护理时
（4）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显著的障碍，随时需要

护理时
（5）从腕关节以上处失去两上肢时
（6）从踝关节以上处失去两下肢时

133.5％

第3級（1）一目失明，另一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06以下时
（2）丧失咀嚼或语言机能时
（3）神经系统的机能或精神留下显著障碍，终生无

法参加劳务工作时
（4）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显著障碍，终生无法参

加劳务工作时
（5）双手失去全部手指时（失去手指指拇指失去指

节间关节以上以及其他手指失去近位指节间关
节以上的情形，下同）

117％

第4級（1）双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06以下时
（2）咀嚼及语言机能留下显著障碍时
（3）两耳丧失全部听力时
（4）从肘关节以上处失去一支上肢时
（5）从膝关节以上处失去一支下肢时
（6）两手手指完全丧失机能时（丧失手指机能指失

去手指的末节骨的一半以上或者掌指关节或近
位指节间关节（若是拇指则为指节间关节）留
下显著的运动障碍时，下同）

（7）从利斯弗朗关节以上处失去两只脚时

103.5％

第5級（1）一目失明，另一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1以下时
（2）神经系统的机能或精神留下显著的障碍，除极

为简单的劳动以外无法参加劳务工作时
（3）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显著障碍，除极为简单

的劳动以外无法参加劳务工作时
（4）从腕关节以上处失去一支上肢时
（5）从踝关节以上处失去一支下肢时
（6）一支上肢完全丧失机能时
（7）一支下肢完全丧失机能时
（8）两脚失去全部脚趾时（失去脚趾指失去脚趾的

全部，下同）

88.5％

第6級（1）双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1以下时
（2）咀嚼或语言机能留下显著障碍时
（3）两耳听力仅能听清靠近耳朵大声说话的声音时
（4）一只耳朵完全丧失听力，另一只耳朵的听力无

法听清距离超过40cm时通常的说话声音时
（5）脊柱留下显著的变形或运动障碍时
（6）一支上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两个关节丧失机能时
（7）一支下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两个关节丧失机能时
（8）失去一只手的五根手指，或者失去包括拇指的

四根手指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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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残疾 保险金给
付比例

第7級（1）一目失明，另一目的矫正视力下低于0.6以下时
（2）两耳听力无法听清距离超过 40cm 时通常的说

话声音时
（3）一只耳朵完全丧失听力，另一只耳朵听力无法

听清距离超过1m时通常的说话声音时
（4）神经系统的机能或精神留下障碍，除简单的劳

动外无法参加劳务工作时
（5）胸腹部脏器留下机能障碍，除简单的劳动以外

无法参加劳务工作时
（6）失去一只手的包括拇指的三根手指或拇指以外

的四根手指时
（7）失去一只手的五根手指或者失去包括拇指的四

根手指时
（8）从利斯弗朗关节以上处失去一只脚时
（9）在一支上肢上留下假关节以及显著运动障碍时
（10）在一支下肢上留下假关节以及显著运动障碍时
（11）两脚的脚趾完全丧失机能时（脚趾丧失机能指

第一脚趾失去末节骨的一半以上，其他脚趾失
去远位指节间关节以上部分，或者跖趾关节或
近位指节间关节（若是第一脚趾则为指节间关
节）留下显著运动障碍时，下同）

（12）外貌留下显著的丑陋形状时
（13）失去两侧睾丸时

63％

第8級（1）一目失明或者一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02以下时
（2）脊柱留下运动障碍时
（3）一只手失去包括拇指的两根手指或者失去拇指

以外的三根手指时
（4）一只手失去包括拇指的三根手指或者失去拇指

以外的四根手指时
（5）一支下肢缩短5cm以上时
（6）一支上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一个关节丧失机能时
（7）一支下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一个关节丧失机能时
（8）一支上肢上留下假关节时
（9）一支下肢上留下假关节时
（10）一只脚失去全部脚趾时

51％

第9級（1）双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6以下时
（2）一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6以下时
（3）双目留下半盲症、视野狭窄或者视野改变时
（4）双目的眼皮显著缺损时
（5）鼻子缺损并留下显著的机能障碍时
（6）咀嚼及语言机能留下障碍时
（7）两耳的听力无法听清距离超过1m时通常的说话

声音时
（8）一只耳朵的听力仅能听清靠近耳朵大声说话的

声音，另一只耳朵的听力很难听清距离超过1m
时通常的说话声音时

（9）一只耳朵完全丧失听力时
（10）神经系统的机能或精神留下障碍，导致能够参

加的劳务工作范围极为受限时
（11）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障碍，导致能够参加的

劳务工作范围极为受限时
（12）一只手失去拇指或拇指以外的两根手指时
（13）一只手失去包括拇指的两根手指或拇指以外的

三根手指时
（14）一只脚失去包括第一脚趾的两个以上脚趾时
（15）一只脚丧失全部脚趾的机能时
（16）外貌留下相当程度的丑陋形状时
（17）生殖器留下显著障碍时

39％

第10級（1）一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1以下时
（2）正面视野出现复视症状时
（3）咀嚼或语言机能留下障碍时
（4）对14颗以上的牙齿实施了牙科修补时
（5）两耳的听力很能听清距离超过1m时通常的说话

声音时
（6）一只耳朵的听力仅能听清靠近耳朵大声说话的

声音时
（7）一只手丧失拇指或拇指以外的两根手指的机能时
（8）一支下肢缩短3cm以上时
（9）一只脚失去第一脚趾或其他四个脚趾时
（10）一支上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一个关节的机能留下

显著障碍时
（11）一支下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一个关节的机能留下

显著障碍时

30％

等级 残疾 保险金给
付比例

第11級（1）双目的眼球留下显著的调节机能障碍或运动障
碍时

（2）双目的眼皮留下显著的运动障碍时
（3）一目的眼皮显著缺损时
（4）对10颗以上的牙齿实施了牙科修补时
（5）两耳听力无法听清距离超过1m时小声说话的声

音时
（6）一只耳朵的听力无法听清距离超过 40cm 时通

常的说话声音时
（7）脊柱留下变形时
（8）一只手失去食指、中指或无名指时
（9）一只脚丧失包括第一脚趾的两个以上的脚趾的

机能时
（10）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障碍，并对履行劳务工

作造成相当程度的障碍时

22.5％

第12級（1）一目的眼球留下显著的调节机能障碍或运动障
碍时

（2）一目的眼皮留下显著的运动障碍时
（3）对7颗以上的牙齿实施了牙科修补时
（4）一只耳朵的耳廓大部分缺损时
（5）锁骨、胸骨、肋骨、肩胛骨或骨盆留下显著的

变形时
（6）一支上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一个关节留下机能障

碍时
（7）一支下肢的三大关节中的一个关节留下机能障

碍时
（8）长管骨留下变形时
（9）一只手失去小指时
（10）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或者无名指丧失机能时
（11）一只脚失去第二脚趾时、失去包括第二脚趾的

两个脚趾时、或者失去第三个脚趾以下的三个
脚趾时

（12）一只脚失去第一脚趾或其他四个脚趾的机能时
（13）局部留下顽固的神经症状时
（14）外貌留下丑陋形状时

15％

第13級（1）一目的矫正视力低于0.6以下时
（2）一目留下半盲症、视野狭窄或者视野改变时
（3）正面视野以外出现复视症状时
（4）双目的眼皮存在一部分缺损或者不再生长眼睫

毛时
（5）对5颗以上的牙齿实施了牙科修补时
（6）胸腹部脏器的机能留下障碍时
（7）一只手的小指丧失机能时
（8）一只手失去拇指指骨的一部分时
（9）一支下肢缩短1cm以上时
（10）一只脚失去第3脚趾以下的一个或者两个脚趾时
（11）一只脚丧失第二脚趾的机能时、丧失包括第二

脚趾的两个脚趾的机能时、或者丧失第三脚趾
以下的三个脚趾的机能时

10.5％

第14級（1）一目的眼皮存在一部分缺损或者不再生长眼睫
毛时

（2）对3颗以上的牙齿实施了牙科修补时
（3）一只耳朵的听力无法听清距离超过1m时小声说

话的声音时
（4）上肢的露出部分留下手掌大的丑陋的疤痕时
（5）下肢的露出部分留下手掌大的丑陋的疤痕时
（6）一只手失去拇指以外的手指指骨的一部分时
（7）一只手的拇指以外的手指的远位指节间关节无

法屈伸时
（8）一只脚丧失第三脚趾以下的一个或两个脚趾的

机能时
（9）局部留下神经症状时

6％

注 1 ：有关上肢、下肢、手指以及脚趾的障碍的规定中的“以上”指
自该关节起靠近心脏一侧的部分。

注 2 ：关节等的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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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上学途中的事故及学校设施之间移动途中事故造成的
伤害，其保险金的支付对象仅限于加入学研灾普通保
险及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的学生

Ⅳ．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
第 1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1）与普通条款（＊ 1）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的规定无关，被
保险人去大学上课等、参加大学活动或课外活动，按合理的路
径及方法（＊ 2）在被保险人住所（＊ 3）和学校设施等之间往返途中
或学校设施等相互间移动途中因事故遭受的人身伤害，本公司
根据本特约支付保险金（＊ 4）。

（2）（1）所述的往返期间或移动期间如果脱离路径、或中断往返或
移动时，则该脱离或中断的期间以及其后则不包括在（1）项的
往返或移动期间内。但是，如果脱离・中断是为了购买上课等、
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所必需的物品及其它与此相应的行为时，
或者因不得已的原因所进行的日常生活上最起码的必要的行为
时，其脱离或中断期间除外，其后的期间包括在（1）项的往返
期间或移动期间之内。

（＊ 1）指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条款。在本特约中
下同。

（＊ 2）大学禁止的方法除外。
（＊ 3）通过社会人入学考试入学的学生去大学时，包括工作单位。
（＊ 4）指死亡保险金、残疾保险金以及医疗保险金。在本条约中

下同。
第 2 条（用语定义）

本特约中下表所示的用语，分别按如下定义。
用　语 定　义

① 上课等 指上课及下述情况。
ａ．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毕业论文研究或

学位论文研究。但是，被保险人在个人生活
场所从事上述活动除外。

ｂ．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课前准备、课后整理，
或在上课的场所、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或者
语言学习设施等进行研究活动。

② 学校设
施等

指大学为开展教育活动而拥有、使用或管理的学校设
施，以及上课等、开展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的场所。

③ 日常生
活上必
要的行
为

指下列所示的行为。
ａ．购买日用品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
ｂ．行使选举权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
ｃ．在医院或诊所接受检查或治疗以及与此相应

的行为
④ 社会人

入学考
试

指与一般报考者不同的入学选拔方式中，通过社会人特
别选拔入学考试等以社会人为对象的入学考试。

第 3 条（保险金的支付）
被保险人遭受第 1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的伤害需支付保险金

时，该事故符合普通条款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1）项表中
②的规定时、本公司按普通条款第 5 条（死亡保险金的支付）、第
6 条（残疾保险金的支付）及第 7 条（医疗保险金的支付）的规定
算出的金额支付保险金。

第 4 条（保险金申请）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申请第 1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所

规定的保险金时，必须向本公司提交普通条款第 25 条（保险金
申请）（2）项所规定的资料及大学出具的事故证明书。

第 5 条（适用规定）
本特约中未规定的事项，在与本特约宗旨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按

普通条款的规定执行。

（注　意）接受了接触感染预防措施时的保险金，支付对象仅限
于加入学研灾普通保险及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
约的学生。

Ⅴ．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约
第 1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被保险人遭受普通条款（＊1）第 2 条（支付保险金的情况）的伤害、
并由此造成接触感染，并且自事故（＊ 2）发生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
之内接受针对该接触感染的感染症预防措施时，本公司按照本特约
以及普通条款的规定，按下表金额支付被保险人接触感染预防保险
金。但是，一事故所造成的伤害，只支付一次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

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额 15,000 日元
（＊ 1）指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条款。在本特约中下同。
（＊ 2）指造成普通条款第 2 条的伤害的事故。在本特约中下同。

第 2 条（用语定义）
本特约中下表所示的用语，分别按如下定义。

用　语 定　义
① 接触感染 指在用于临床实习的设施内，被保险人意外地直

接或间接地接触（＊ 2）感染症（＊ 1）的病原体。
② 临床实习 指在医院等（＊ 3）进行的实习。
③ 感染症预

防措施
指为了预防病原体传染或感染症发病所进行的检查、投
药等。但是，仅限于在医师等的指示或指导下所进行的。

（＊ 1）指为了预防引起或感发感染症所进行的检查、投药等。但是，
仅限于在医生等的指示或指导下所进行的。

（＊ 2）包括有可能接触的情况。
（＊ 3）指医院或诊所等。在本特约中下同。

第 3 条（保险金申请）
（1）针对本公司的保险金申请权，在接受感染症预防措施之时起拥有、

并可行使。
（2）被保险人申请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时，必须提交（3）项的资料

中本公司所要求的资料。
（3）提交本公司的资料，如下表所示。

① 本公司规定的保险金申请书
② 本公司规定的事故报告书
③ 事故发生的医院等出具的事故证明书
④ 医生出具的自发生事故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以内实施感

染症预防措施的证明书
⑤ 被保险人的印鉴证明书
⑥ 同意本公司就有关被保险人的感染症预防措施的内容，向医

院等或医生进行查询、了解情况的同意书
⑦ 委托第三者进行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申请时，委任证明资料

以及接受委任一方的印鉴证明书
⑧ 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本公司交付的书面资料等中规定的、其它

本公司为确认普通条款第 26 条（保险金的支付时期）所必
须的资料或证明。

第 4 条（普通条款变换语句后适用）
普通条款按下表所示变换语句后适用本特约。

变换部分 语句变换前 语句变换后
① 第 24 条（ 事

故的通知）（1）
事故发生的状况及
其伤害的程度

事故发生的状况、感
染症预防措施的内容
及经过等详细情况

② 第 26 条（保险
金的支付时期）

（1）项的表中①

有无发生伤害 有无实施感染症预防
措施

③ 第 26 条（1）
项的表中③

伤害程度、事故和
伤害的关系

事故和感染症预防措
施的关系

④ 第 28 条（时效）第 25 条（ 保 险 金
申请）（1）

本特约第 3 条（保险
金申请）（1）

第 5 条（适用规定）
本特约中未规定的事项，在与本特约宗旨不相抵触的情况下，

按普通条款的规定执行。

Ⅵ．关于变更去医院就诊保险金的支付要件的特约
（1）根据本特约，本公司将普通条款（＊ 1）第 1 条（用语定义）表
的治疗天数的规定按下表所示变换语句后适用。

治疗天数 指被保险人住院或者去医院就诊的天数。但是，即
使被保险人未去医院就诊，如果为了固定附表 1 所
列的骨折、脱臼、韧带损伤等伤害的部位，听从被
保险人以外的医生的指示常时包扎石膏绷带等（*1）
时，该天数被视为去医院就诊的天数。

（＊ 1）指石膏绷带、石膏夹板、石膏托、固定支架
以及其他类似用具，但不包括颈椎固定带、
轴颈环、束颈矫正环、锁骨固定带、胸部固
定带、肋骨固定带、软矫正环、松紧式绷带、
胶带等其他易脱落的物品。

（2）根据本特约，本公司将普通条款附表 1 的规定如下变换语句后适用。
附表 1 常时包扎石膏绷带等时可被视为等同于去医院就诊的部位
1. 长管骨或脊柱
2. 与长管骨相连的上肢或下肢的三大关节部分。但是，仅限于连同长
管骨一同包扎石膏绷带等（＊ 1）的情形。
3. 肋骨与胸骨。但是，仅限于躯干上包扎石膏绷带等（＊ 1）的情形。
注 ：1 至 3 的规定中关于“长管骨”、“脊柱”、“上肢或下肢的三大关
节部分”以及“肋骨与胸骨”，以附表 3 注 2 的图为准。

（＊ 1）指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条款。在本特约中下同。

Ⅶ．关于共同保险的特约
第 1 条（独立责任）

本保险合同是保险单所记载的各保险公司共同承办的保险合同，
保险单记载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单所记载的各自的保险金额或承
保比例负有各自的权力、义务，而不负有连带责任。

第 2 条（主办保险公司执行的事项）
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由指定的保险公司作为本保险合同

的主办保险公司，代表保险单所记载的全体保险公司进行下表所
示的事项。
① 保险合同申请书的收取以及保险单等的发行及交付
② 保险费的收纳及收取或返还
③ 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的认定或保险合同的解除
④ 保险合同规定的告知或通知相关资料的收取以及告知或通

知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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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保险金申请权等转让通知相关资料等的收取以及转让的认
可，或保险金申请权等方面的质权设定、转让或消灭的通
知相关资料等的收取及其设定、转让或消灭的认可

⑥ 保险合同相关的变更手续结束的通知的发布、交付及对保
险单进行背书等

⑦ 保险对象及其它保险合同相关事项的调查
⑧ 事故发生或损害发生通知相关资料等的收取或保险金申请

相关资料的收取
⑨ 损害调查、损害核定、保险金等支付以及保全保险单所记

载的保险公司的权利
⑩ 其它伴随①至⑨中的事务或业务附带的事项

第 3 条（主办保险公司的行为效果）
有关本保险合同，主办保险公司进行的第 2 条（主办保险公司

执行的事项）的表中所示的事项，可看作是保险单所记载的全体
保险公司进行的事项。

第 4 条（投保人等的行为效果）
有关本保险合同，投保人等向主办保险公司进行的通知等行为，

可看作是向保险单所记载的全体保险公司进行的行为。

Ⅷ．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特约书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以下称“甲方”。）与爱和谊日生

同和损害保险公司 , 损害保险 JAPAN 日本兴亚保险公司、东京海上日动
火灾保险公司、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以下将这 4 家公司称“乙
方”。），根据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普通保险条款（以下称“普通条
款”。）和关于变更去医院就诊保险金的支付要件的特约、上学途中等伤害
危险担保特约（以下称“上学特约”。）以及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支付特约（以
下称“接触感染特约”。）的保险合同（以下称“本保险合同”。），签订如下
特约。在此情况下，乙方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作为代表公司，根据
本特约签订保险合同、收取保险费、支付保险金，以及进行其它与本保
险合同相关的一切事务。

甲方和乙方，按照对大学生教育研究活动中的灾害进行赔偿制度的
本保险的宗旨，相互配合健全地运营。

第 1 章　保险合同承保的相关事项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第 1 条　投保人为甲方，普通条款第 1 条中所说的被保险人为甲方
的赞助会员、即学校教育法等规定的大学或者高等专门学校（以
下称“会员大学等”。）的在籍学生（大学学部、短期大学的学科
以及大学院的研究科、高等专门学校的本科以及专科、别科的学生、
留学生、旁听生、研修生、科目等履修生等）。

（担保的事故范围）
第 2 条　普通条款第 2 条中所说的“正规课程时、参加学校活动、

学校设施、课外活动的范围”内因突发的、偶然的外来的事故造
成身体伤害时，根据普通条款支付保险金。另外，有上学特约以
及接触感染特约附加险时，根据上学特约第 1 条及接触感染特约
第 1 条支付保险金。

2 ．普通条款第 1 条“正规课程时”所指的“上课期间”，包括下述各期间。
⑴  根据大学设置基准第 28 条以及大学院设置基准第 15 条的规定，

在其他大学或短期大学学习正规课程时，或者根据高等专门学校
设置基准第 19 条规定在其他高等专门学校学习正规苛政时。这里
所说的“其他大学或者短期大学”也包括外国的大学或短期大学。

⑵若为函授生，则指在参加面授时。
（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第 3 条　普通条款第 5 条所述的本保险合同每位被保险人的死亡保
险金额为 2,000 万日元或 1,200 万日元。

2 ．本保险合同的每位被保险人的保险费按附件 1 所示。
3 ．计算保险费时，保险责任期间有不足 1 年的天数时，将其按 1

年为单位计算。
4 ．保险责任期间的中途加入上学特约或接触感染特约附加险时，

未经过期间有不足 1 年的天数时，计算保险费时也将其按 1 年
为单位计算。

（保险费的加收、返还方法）
第 4 条　保险费的加收和返还，按下述方法进行。
⑴ 本保险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变得无效、失效或解除时，乙方根据普

通条款第21条、第22条的规定返还保险费。另外，被保险人退学时，
根据普通条款第 20 条第 1 项第 2 号的规定返还保险费。

⑵ 被保险人所属的日间部、夜间部或函授部有所变更从而对应的保险
费发生变更时，从变更前和变更后的日间部、夜间部或函授部分别
适用的保险费（对应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期间的费用）中分别扣除
已经过期间对应的保险费的差额，据此加收或返还保险费。

⑶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责任期间合计休学 1 年以上时，乙方从保险责
任期间中扣除休学期间（有不足 1 年的天数时，舍去不计。）作为
经过期间，按第 1 号规定返还差额。

第 2 章　支付责任相关事项
（保险责任期间）

第 5 条　与普通条款第 10 条第 1 项的规定无关，本保险合同的保
险责任期间按如下规定。
(1) 4 月入学新生

ａ．新生 4 月入学时，入学之年的 3 月末之前到会员大学等申请加
入本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时，其保险责任期间自 4 月1日
凌晨零点开始、至所定毕业年度的 3 月31日晚上 12 点结束。

ｂ．上述以外的保险责任期间为，自学生到会员大学等申请加入
本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款项，申请加入本保险合同的次日

凌晨零点开始，至所定毕业年度的 3 月31日晚上 12 点结束。
(2) 9 月入学新生

ａ．新生 9 月入学时，入学之年的 8 月末之前到会员大学等申请加
入本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时，其保险责任期间自 9 月1日
凌晨零点开始，至所定毕业年度的 8 月31日晚上 12 点结束。

ｂ．上述以外的保险责任期间为，自学生到会员大学等申请加入
本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款项，申请加入本保险合同的次日
凌晨零点开始，至所定毕业年度的 8 月31日晚上 12 点结束。

(3) 10 月入学新生
ａ．新生 10 月入学时，入学之年的 9 月末之前到会员大学等申请

加入本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时，其保险责任期间自10 月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所定毕业年度的 9 月 30 日晚上 12 点
结束。

ｂ．上述以外的保险责任期间为，自学生到会员大学等申请加入
本保险合同并交纳保险费款项，申请加入本保险合同的次日
凌晨零点开始，至所定毕业年度的 9月30日晚上 12 点结束。

(4) 教教授会决议，以大学学部、短期大学学科、大学院研究科的学
年以上为单位“全员加入”及“保险加入日”，并且大学负担全体
学生的保险费的情况下，新加入之年的保险责任期间自通过决议
的保险加入日的凌晨零点开始。但是，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时间，
不能提前到决议之日之前。

(5) 前项所述的情况，继续加入之年的保险责任期间为，自 4 月 1 日、
9 月 1 日或者 10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

（保险承保比例）
第 6 条　本保险合同中乙方的保险承保比例按另文规定。但是，乙方

各公司独自负有保险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不负有连带责任。

第 3 章　会员大学等、甲方及乙方的权利、义务、事务处理相关事项
（保险费款项的保管责任）

第 7 条　甲方要求会员大学等将代乙方收取的保险费款项，与其他
财产加以区分保管。

（保险费款项以及帐簿、资料的报告）
第 8 条　乙方认为对本保险合同有特别必要时，可以要求甲方报告有

关保管的款项及账簿、资料状况等。此外，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
通知会员大学等向乙方报告其保管的款项及账簿、资料状况等。

（加入者名册的编制及保管）
第 9 条　甲方要求会员大学等编制加入者名册 3 份，其中 1 份由会员大

学等保管，向甲方提交 2 份。甲方保管其中 1 份，要将另 1 份送交乙方。
2 ．在符合第 5 条第 3 项所规定的“全员加入”的情况下，则不受前项规定

之限制，甲方可省略保管加入者名册及向乙方送交。但是，甲方应要求
会员大学等备有加入者名册，在乙方需要阅览时必须随时提供阅览。

（变更事项的处理）
第 10 条　在下述各情况下，甲方应要求会员大学等附上具体的证

明书、以书面形式进行通知。
⑴ 被保险人所属的日间部、夜间部或函授部变更、或退学时
⑵ 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期间合计休学 1 年以上时

2 ．前项的通知，应在前项第 1 号的情况发生时立即通知，第 2 号
的情况下，应在休学期间结束后立即通知。

3 ．3 ．甲方在收到前 2 项所规定的会员大学等的通知时，应立即
将其内容通知乙方。

（事故的证明）
第 11 条　被保险人申请保险金时，甲方应要求会员大学等实施下列事项。
⑴ 当该事故符合普通条款第 2 条第1 项第1号时，确认该事故属于“正

规课程学习时及参加学校活动时”发生的事故，并出具有关证明书。
⑵ 当该事故符合普通条款第 2 条第 1 项第 2 号时，确认该事故属于“前

号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发生的事故，并出具有关证明书。
⑶ 当该事故符合普通条款第 2 条第 1 项第 3 号时，根据需要，应要
求被保险人所属的校内学生团体（指按照大学规则履行所规定的
手续经大学同意的团体。）向会员大学等提交证明该活动已经报请大
学同意的证明资料。
⑷ 被保险人加入上学特约附加险时，并且该事故符合上学特约条款第 

1 条第 1 项时，则按以下办理。
ａ．该事故发生在从住所到学校设施等的去路途中时，应让会员

大学等证明该事故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事故地点、事故发生
当天预定的活动场所、预定的活动内容、活动预定开始时间、
通常利用的路径及方法。

但是，会员大学等未能了解事故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事故
地点、通常利用的路径及方法时，则无需证明。

ｂ．该事故发生在从学校设施到住所的返回途中时，应让会员大
学等证明该事故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事故地点、事故发生当
天的活动场所、活动内容、该活动结束的时间、从进行活动
的学校设施等离开的时间、通常利用的路径及方法。

但是，会员大学等未能了解事故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事故
地点、从进行活动的学校设施等离开的时间、通常利用的路
径及方法时，则无需证明。

ｃ．该事故发生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途中时，需要让会员大学等
证明该事故发生的时间、事故地点、事故发生当天预定前去的
活动场所、活动预定开始时间、从所去的学校设施等离开的时
间、通常利用的路径及方法。此外，需要证明已经向学校申报
到所去的学校设施等上课、参加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以及该
活动的地点、活动内容及活动结束时间。

但是，会员大学等未能了解事故发生的时间、事故地点、从
所去的学校设施等离开时间、通常利用的路径及方法时，则无
需证明。

⑸ 被保险人加入附带接触感染特约、并且该事故符合接触感染特约第
1． 条时，需要让会员大学等证明该事故发生在临床实习期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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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重要事项说明书
合同概要、提请注意的信息的说明
・ 为使加入的各位了解所参加的保险的内容，合同概要中记载了特别重要的信息。请务必阅读。
・	提请注意的信息中记载了对各位加入的学生来说不利的事项等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请务必阅读。
・	本书面资料并没有记载各位所加入的保险的全部内容。详细内容请参阅8 ～ 14页的保险合条款等，若有不明之处，请到
所在学校的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咨询。
※宣传手册以及加入依赖书备份等表明加入内容的资料，请妥善保管。

1．合同概要

1．保险的构成及承保条件等
（1）保险的构成

本保险，是（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作为
投保人，该协会赞助会员学校在籍学生为被保险人（成为
保险对象者）的团体合同。申请保险单的权利、解除保险
合同的权利原则上属于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2）赔偿内容、保险期间（保险的合同期间）
关于①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支付的保险金、②不支付保险
金的主要情况、③保险期间等，请参阅第2 ～ 6页。

（3）承保条件（保险金额等）
本保险中的承保条件由预先确定的加入的保险合同类型决
定。有关加入保险类型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封面里页或第 1
页和第1页和第5页。

2 ．保险费
保险费由所加入的保险缴费标准等决定。有关保险费，请
参阅第1页。

3 ．满期返还金和投保人红利
本保险没有满期返还金和投保人红利。

2．提请注意的信息

1．请注意重复赔偿的事宜
○加入补偿赔偿责任的特约等时，被保险人或者其家属另外加入其
他含有同样补偿内容的保险合同（包括与其他保险合同捆绑的特约
和本公司以外的保险合同）时，赔偿范围可能会重复。
○如果赔偿范围重复，则会获得所有合同针对保险对象事故的赔
偿，但是有时其中一方会不支付保险金。请确认好赔偿内容的差
异和保险金额后，考虑是否需要加入特约等（只与1个合同捆绑时，
若日后该合同解除时，或因从同居更改为分居而导致被保险人不再
是补偿对象等情况下，则可能得不到该项赔偿，敬请注意。

2．告知义务等
签订保险合同时，有向承保保险公司说明有关重要事项（※）的义务。
・签订保险合同时，如果有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或记载的事项

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本公司可以解除合同或不支付保险金。
・为他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由于被保险者（成为保险对象者）

或者其代理人的故意行为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大学统计报告
书有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或记载的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即便签约者或是其代理人没有过失，其结果同上。

（※）包括其它保险合同等有关事项。
3．通知义务等

（1）加入后的留意事项（通知义务等）
关于退学等时的通知义务或事故等发生时的手续等请参阅第6
～ 7页。如果不进行通知或办理手续等，可能不予支付保险金
或解除合同。

（2）下次更新合同的承保
根据保险金申请状况等，有可能拒绝承保下次更新合同，或者
限制承保条件等，敬请谅解。

4．保险开始日期
请参阅第2页。

5．不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等
请参阅第6页。

6．保险公司破产时的处理方法
在承保保险公司出现经营破产等情况下，有时会一时冻结支付
保险金、返还金等、或者扣减支付金额。详细请参阅第16页。

7．关于共同保险
关于共同保险，请参阅封面里页。

8．关于个人信息的使用管理
请参阅第16页。

9．由被保险人提出的解约
在该解约制度下，可由被保险人提出解除该被保险人参加的合同。
关于制度及手续的详细信息，可按照《加入指南》中记载的联系方
式进行咨询。请将该内容向被保险人的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说明。

10．由代理人申请保险金
当被保险人无法申请保险金时，如果应得到保险金的被保险人
没有代理人，那么在被保险人的配偶等家人中，满足承保保险
公司规定条件的人士可作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申请保险金。详
细信息，可按照《加入指南》中记载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请
将该内容向被保险人的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说明。

11.关于保险合同的取消、无效、因重大事由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时，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存在欺诈或强迫行为时，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有权取消本保险合同。
○发生符合下列任一情形的事由时，保险合同视为无效。
・加入时投保人以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或者为使第三者不法获

取保险金为目的时
・指定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未经被保险人的同意（被保险人的

法定继承人为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除外。）
○发生符合下列任一情形的事由时，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株）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此种情形时，可能无法支付全部
或部分保险金，敬请注意。

・签约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以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
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签订保险合同并使之利益遭受
损害时

・签约人，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或其他
反社会势力成员时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在根据本保险合同索赔时，存在欺诈
行为时

会员大学等未能了解的情况下，则无需证明。
（加入的通知）

第 12 条　甲方应在每月最后一天之前将上上个月的加入者通知乙方。
2 ．因甲方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拖延或遗漏前项的通知时，对于

属于该通知对象的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害，乙方按下列算式计算
的金额作为支付被保险人的保险金。

各被保险人
的保险金额

=

保险单记载
的每位被保
险人的保险
金额

×

发生拖延或遗漏通知之前实际
通知的保险费合计金额

发生拖延或遗漏通知以前没有拖
延或遗漏时的保险费合计金额

3 ．第 1 项的通知中出现拖延或遗漏时，即使保险期间结束，甲方
也必须支付此项保险费。但是，如果按前项规定支付了保险金时，
该项规定则不适用。

4 ．第2项的规定在下述情况下不适用。即，当乙方知道该项通知因
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而造成拖延或遗漏时，没有通知甲方按该项
规定支付保险金且经过1个月时，或自发生拖延或遗漏通知之日
开始经过5年时。

省 略（第13条至第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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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保险金申请地址（东京海上日动损害服务课）

东京海上日动事务所（学校保险部门） 事 务 所 所 在 地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总店损害服务第二部 伤害保险损害服务室
伤害保险损害服务第三组（学校保险部门）
免费电话   0120-868-066

邮政编码   105-8551
东京都港区西新桥3-9-4
虎之门东京海上日动大厦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一般社会法人  日本损害保险协会
损保 ADR 中心（指定的争议解决机关）

保险相关的意见和咨询
（承保保险公司）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经办保险公司）
公务第二部文教公务
邮政编码 102-8014　东京都千代田区三番町6番地4
03－3515－4133

事故的联络和咨询
东京海上日动学校保险部门

0120-868-066（免费电话）
＊将接通学校保险部门，各学校经办的学校保险部门随后可能会与您联
系。

【受理时间：平日9:00 ～17:00（周六、周日、节假日、年底年初休息）】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与依据保险业法被金融厅长官指定
为指定纷争解决机关的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损害保险协会，签订了
办理手续的基本合同。
如果出现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之间无法解决的问题，
可以向该协会提出解决问题的申诉。
详细情况，请阅览该协会的官方网页。
 (https://www.sonpo.or.jp/)

0570-022808（付费电话）

使用IP电话请拨打03-4332-5241。
受理时间 : 平日9:15 ～ 17:00 

（周六、周日、节假日、年底年初休息）

Ⅺ．其他

（保险公司经营破产时的处理方法）

在承保保险公司出现经营破产等情况下，有时会一时冻结支付保险金、返还金等、或者扣减支付金额。保险公司经营破产时，
根据保险业法规定本保险属于“损害投保人保护机构”的补偿对象，保险金、返还金等可以按一定比例从该机构得到补偿。
该机构的补偿比例如下。
・保险期间为1年以内时…原则上支付80%（自破产保险公司停止支付之日起3个月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按100%支付保

险金）
・保险期间超过1年时…原则上支付90%（保险期间超过5年，且承保保险公司在经营破产之时计算保险金所依据的预订

利率在过去5年间一直超过主管大臣规定的标准利率时，其保险金将低于90%）

（关于个人信息使用管理的说明）
作为保险签约人的日本国际支援协会将向承保保险公司提供与本合同相关的投保人姓名、学籍号码、付款日期等个
人信息。承保保险公司及承保保险公司集团旗下各公司，将与本合同相关的个人信息除了用于判断是否承保，及本
合同的管理、执行及附带服务的提供，以及其他保险、金融商品等各种商品的介绍和提供、实施调查问卷等之外，
还包括下述①至⑥情况下的利用与提供。另外，根据保险业法施行规则，保健医疗等特殊非公开信息（敏感信息）
的使用目的被限定在确保业务正常运行下的使用，以及其它被认为有必要的范围内。
①在与本合同相关的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相符合的必要范围内，向业务受托者（包含保险代理店）、保险经纪人、医

疗机构、与保险金的请求及支付相关的关系单位、金融机构等进行提供。
②将个人信息作为签订合同、支付保险金等判断时的参考依据，与其他保险公司及一般社会法人日本损害保险协会

等进行共同利用。
③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与东京海上集团旗下的各公司之间，或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的合作

企业之间，以提供和介绍商品与服务等为目的进行共同利用。
④为了分保合同的签订、更新、管理以及再保险金支付等，向分保承保公司进行提供。
⑤向质权、抵押权等的担保权者提供，以便办理担保权的设定等事务手续、管理与行使担保权。
⑥更新合同相关的承保判断等，为了确保合同的稳定运用，应向投保人和参保人提供保险对象人的保险金申请信息

等内容（含过去信息。）
详情请参阅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的主页及其他承保保险公司的主页。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
www.tokiomarine-nichido.co.jp/

个人信息由（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将投保人所属学校编制的投保人名册提交给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
的方式进行提供。如果不同意该管理办法，请立即向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提出申请。（若不同意该管理办法，则不能加入本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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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时…
　

申请保险金的手续

□✓ 向学校报告发生了事故，并确认通知保险公司（东京海

上日动）发生事故的方法。

▼
□✓	以通知事故发生的明信片（不用贴邮票）、手机、电脑、

传真中任何一种方式，向东京海上日动的学校保险部门

通知事故的发生。

▼
□✓	去医院就诊时拿好并保管收据。

▼
□✓	从学校要来保险金的申请表。

▼
□✓	治疗完毕以后，将保险金的申请书（由学校填好证明栏）

寄给东京海上日动的学校保险部门（东京）。 
※ 邮寄地址请参考第 16 页。

▼
□✓	由东京海上日动支付保险金。

20160411　10322596_ サイ _01　1473

（事故通知系
统的顶部。）

发生事故时，

请按照下述顺序办理手续

J-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