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子根据日语版翻译而成）
致加入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Gakkensai"）的各位同学

究活动中

教育研
为应对在

2020 年 4 月1日以后保险开始适用

2020 年度版

发生的对他人、对财物责任事故时的保险

为正规课程和学校活动中等发生赔
偿责任事故造成的伤害提供赔偿
（国内、国外）
。

学研灾（"Gakkensai"）附带赔偿责任保险的说明（"Futaibaiseki"）
请按照
学校的
指示选
择加入
保险的
种 类！

为应对这样的赔偿责任事故

上课时的实验中，损坏了
设备的传感器…
➡ A、B类保险对象

实习活动中，在实习
单位损坏了商品…

上下学途中，撞
上步行者！
致使他人受伤…

➡ A、
B、
C类保险对象

➡ A、C类保险对象

在医院的实习中，将实
习单位的手机掉在地上，
导致损坏…
➡C类保险对象

A 类保险

( 学研赔 "Gakkenbai"）

授为应对上课时、上下学途中发生
的事故！
上课时、学校的活动中及
其往返途中发生的赔偿责
任事故！
※ 已加入了 A 类保险时，
无需再加入 B 类保险。

B 类保险

( 实习赔 "Intern-bai"）

仅限于实习、教育实习等
对在实习中、介护体验活动中、教育实习中
等特定活动中，以及在其往返途中发生的赔
偿责任事故予以赔偿！
※ 医疗相关实习、药学教育业务实习除外。
※ 仅限于学校认定的正规课程、学校活动及课外
活动（※1）
。

C 类保险

( 医学赔 "Igakubai"）

医疗相关实习中也能安心！
对在医疗相关学部的实
习中、学校活动中
以及在其往返途中发生
的赔偿责任事故
予以赔偿！
※ 已加入了 C 类保险时，
无需再加入 A 类及 B 类保险。

Gakkenbai(A 类保险 ) ：学生教育研究赔偿责任保险／ Intern-bai(B 类保险 ) ：实习、教师资格活动等赔偿责任保险／ Igakubai(C 类保险 ) ：医学生教育研究赔偿责任保险

赔偿内容
在日本国内外，对于学生（被保险人）参加正规课程、学校活动、课外活动（※ 1）及其往返途中、致使他人受伤，或财物受到损坏等，依法应
负赔偿责任的损害，支付保险金。
（※1）本保险中的“课外活动”，是指根据学校规则履行所规定的手续，经学校同意成立的开展实习活动或志愿者活动的校内学生团体组织进行的实习活动或者志愿者活动。
除此之外的俱乐部活动引发的事故不作为保险金支付对象。但是，配合正规课程或学校活动参加当天的俱乐部活动（学校禁止的活动除外）时，按照合理的路径及方法在住
所和活动场所的设施之间移动所进行的行为，包含在保险对象活动中。

加入对象
仅 限 在 学 校 教 育 法 规 定 的 大 学 等中，
（ 公 益 财 团 ）日本 国际 教 育 支 援 协 会
的 赞 助 会 员 大 学 院、 大 学、 短 期 大
学或者高等专门学校的在籍学生，并
且 加 入 " 学 研 灾 "（※2） 的 学 生。
※2“学研灾”是指学生教育研究灾害
损害保险的简称。

保险期间
4 月入学新生
9 月入学新生
10 月入学新生

自 4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第二年 3 月 31 日晚上 12 点为止。
自 9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第二年 8 月 31 日晚上 12 点为止。
自 10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第二年 9 月 30 日晚上 12 点为止。

※ 加入保险期间为一年时。加入期间为两年以上时，其保险期间到各自保险结束年度的结束之日为止。
※ 任意加入（学生自己决定加入）时，如果到保险期间开始的前一天为止学生未支付保险费，则保险期间从支付保险费
的次日凌晨零点开始，到各保险期间结束之日为止。全员加入时的情况，请参照第 4 页。

加保手续
各学校的种类及加保手续各不相同，请按照学校的指示办理。
本校办理（公益财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运营的“学研灾 (Gakkensai) 附带赔偿责任保险”。此保险是为了补偿学研灾的投保者在本校的教育研究活动中发生赔偿责任事
故造成伤害而提供的。详细内容请查询该协会 HP 上刊载的“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加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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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保险对象的活动范围
保险内容

活动内容

A类保险（※1） B类保险（※2） C类保险（※3） （※1）
（简称“Gakkensai”
） （简称“Intern-bai”
） （简称“Igakubai”
）

实习、介护体验活动、教育实习、保育实习、
志愿者活动及其往返途中。（※4）

○

○

○

上述以外的正规课程、学校活动、课外活动及
其往返途中。

○

×

○

医疗相关实习（※5）及其往返途中

×

×

○

医疗相关实习除外。包括药学教育业务实习。
（※2）
医疗相关实习及药学教育业务实习除外。
（※3）
包括医疗相关实习。
（※4）
仅限于学校认定的正规课程、学校活动及课外活
动。
（※5）
是指医疗相关学部、学科认定的正规课程以及学
校活动中的实习。

2. 保险金额（支付限额）
·保险费
A 类保险
支付限额（※1）

B 类保险

C 类保险

针对同一事故，对人赔偿和对物赔偿的赔偿限额为 1 亿日元（除外责任金额（※2） 0 日元）

每名被保险者的保险

1年

340 日元

210 日元

500 日元

2年

680 日元

420 日元

1,000 日元

3年

1,020 日元

630 日元

1,500 日元

4年

1,360 日元

840 日元

2,000 日元

5年

1,700 日元

1,050 日元

2,500 日元

6年

2,040 日元

1,260 日元

3,000 日元

（※1）
针对被保险人1人1年的支付限额。
（※2）

除外责任金额，是指在计算给
付保险金时，从损害金额中扣
除的金额。除外责任金额由被
保险人个人负担。

＊年度中途加入时也以 1 年为单位交纳保险费。
＊保险期间中途解约时，按年度终了进行处理。

3. 属于赔偿对象的情况
①对被害人应支付的损害赔偿金
◆保险条款内容请访问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主页进行确认。
1. 在保险期间内，因以下所述理由而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包括因伤害致死， ②经承保保险公司书面同意支出的律师费用等诉讼费用
下同）
，或者引起他人的财物损坏（丢失、破损或污损）
，被保险人依法应 ③为了保全和行使接受他人损害索赔的权力，或防止已发生事故的损害及其
扩大，经承
负损害赔偿责任时。
保保险公司书面同意支出的必要或有益的费用。
a．
伴随上表中的“活动范围”中规定的活动（以下称“活动”
。
）发生的偶然
④在采取了为保全和行使接受他人损害赔偿的权利，或防止已发生事故的损
事故（设施赔偿责任保险）
害及其扩大的必要的措施后，判明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急救、护送等
b．
因活动而造成或活动结束后发生的事故，以及因脱离被保险人监管的饮食
紧急措施所需要的费用或经承保保险公司书面同意支出的其它费用。
品以及正规课程、学校活动或课外活动（第1页的※1）的最终成品（包括
⑤在承保保险公司代替被保险人解决损害索赔的情况下，按承保保险公司的
药剂，以下称为“产品”
）所造成的事故 ( 产品赔偿责任保险 )
要求为提供
2. 在保险期间内，活动中被保险人使用或管理的他人的财物（以下称“信托
协助所支出的费用。
财物”
）消失、破损、污损或遗失、或者被盗取或诈取时，对于有正当权
利拥有信托财物的一方，被保险人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时（受托人赔偿 【保险金的支付方法】
有关上述①的损害赔偿金，按支付限额支付保险金。
责任保险）
有关上述②～⑤的费用，原则上属于按全额支付保险金的支付对象。但是，
【支付保险金的种类】
有关②的诉讼费用，在①的损害赔偿金额超出支付限额时、则按“支付限额
针对被保险人负担的以下赔偿金或费用支付保险金。
÷①损害赔偿金”的比例扣减支付保险金。
※承认赔偿责任·决定赔偿金时，需事先经承保保险公司同意。

4. 不属于赔偿对象的主要情况
◆保险条款内容请访问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主页进行确认。
共通
①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②战争、变乱、暴动、骚动、劳资纠纷
③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海啸或大潮
④被保险人与他人之间有损害赔偿的特别约定，因该约定加重了赔偿责任
⑤排水、排气引起的赔偿责任
⑥核燃料物质、核原料物质、放射性元素、放射性同位元素等有害特性的作
用或上述特性所引起的损害（包含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损伤）
。但是，因
医学或者产业方面的放射性同位元素的使用、储藏或者搬运时发生的因原
子核反应、原子核衰变·分裂造成的损害，其使用·储藏·搬运未违反法
律规定的情况除外。
⑦被保险人因以下行为造成的损害（※）
·医疗行为以及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行为中，法令禁止由医师、牙科医师、
护士、保健师、助产士以外的人员实施的行为
·药品的调剂、处方、贩卖、供给
·禁止具有按摩指压师、针灸师、柔道正骨师、建筑师、土地房屋调查师、
工程师、测量师、兽医师资格以外的人进行的行为
（※）但是，C 类保险中符合对医疗相关实习所定的必要条件时，不适用该事
由。此外，A、C 类保险中符合对药学教育实务实习所定的必要条件时，不
适用于上述内容中的“药品的调配、使用、销售、供应”部分。
设施赔偿责任保险
①因汽车、轻便摩托车、飞机、升降机或设施外的船舶、车辆（仅以人力为
原动力的车辆除外）
、或者动物的所有、使用或管理所造成的损害
②因污染物质的排放、流出、外溢或漏出所造成的损害以及污染净化费用（但
是，污染物质的排放等是意外的并且是突发的、急剧的，在规定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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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保险人发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承保保险公司的情况除外）
③石棉、石棉的代替物质等致癌性及其它有害特性所造成的损害
产品赔偿责任保险
①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用违法生产、贩卖、提供的产品所导致的损害
②产品本身的损坏或不能使用相关的赔偿责任
③有关在日本国内发生的事故，国外法院起诉的损害索赔
④因污染物质的排放、流出、外溢或漏出所造成的损害以及污染净化费用（但
是，污染物质的排放等是意外的并且是突发的、急剧的，在规定的时间内
由被保险人发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承保保险公司的情况除外）
⑤石棉、石棉的代替物质等致癌性及其它有害特性所造成的损害
受托人赔偿责任保险
①自燃或自然爆炸的信托财物自身的损坏
②在信托财物交付委托人后发现的事故
③自行车、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汽车、飞机、船舶、车辆、动物、乐器、货币、
有价证券、印花税票、邮票、证书、账簿、贵金属、宝石、美术品、古董、
勋章、徽章、原稿、设计书、模型及其它与此类似的信托财物的损坏、失窃、
遗失、诈取
④因降雨、雪、冰雹、雨雪或下霰，浸入或潲进建筑物内造成的损害
⑤给排水管、冷暖气装置、湿度调节装置、消防栓、业务用或家务用器具发
出的蒸气或有水漏出、外溢、
或洒水设备的内容物漏出或外溢所造成的损害
⑥因“信托财物”无法使用所造成的损害等

5. 其他
加入后的留意事项
加入保险后，发生以下情况时，请立即通知学校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
援课、保健中心等）
。
·院系、学科等变更时
·保险期间内休学期间合计达1年以上时
·变更所加入的保险内容时。 ·退学时
有其它保险合同的情况
有与本保险合同重复的保险合同或共济保险合同（以下称“其它保险合同
等”
）时，按下述情况支付保险金。
①没有按其它保险合同等支付保险金或共济金时 ：与其它保险合同等无关，
根据本保险合同的投保内容支付保险金。
②已按其它保险合同等支付保险金或共济金时 ：根据从损害金额中扣除已按
其它保险合同等支付的保险金或共济金的余额，按本保险合同的投保内容
支付保险金。
注意重复赔偿
若拥有同样赔偿内容的其他保险合约（包含特约以及保付保险公司以外的保
险合约。
）
，就有可能造成重复赔偿。
重复赔偿状态下，当发成赔偿对象的事故时，有可能从双方合约中获得赔偿，
但也有可能仅收到一方合约的保险金支付。请确认赔偿内容的差异及支付限
额后，再考虑是否要签约。
事故发生时的手续
发生保险事故或者造成保险事故的偶然事故时，应立即拨打电话给东京海上
日动的学校保险部门，报告如下内容。
·自己的姓名、年龄、在籍的学校名称·事故发生的日期、时间·事故发生的
地点·被害人的姓名、年龄·事故的原因 ·被害（伤害、损坏等）程度
此外、要通知学校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发生了事故，
并说明已与承保保险公司联系。
若联络迟缓时，有可能减少给付保险金，务请注意。
关于调解交涉服务
不提供调解交涉服务 ：本保险不提供保险公司与被害人之间进行调解交涉的
“调解交涉服务”
。因此，若发生认为适用于本保险的事故时，请按承保保险
公司负责部门的建议，加入者（被保险人）本人与被害一方进行调解交涉，
对此请事先了解。
此外，在未经承保保险公司认可而承诺赔偿责任或决定赔偿金额时，有可能
出现赔偿金额的全部或一部分不能以保险金支付的情况，务请注意。
关于优先特权
在责任保险方面，具有损害索赔权的保险事故的被害人相对于向承保保险公
司有保险金申请权（有关费用保险金除外）的被保险人具有先取特权（保险
法第 22 条第1项）
。所谓“先取特权”
，是指被害人对于被保险人因损害保险
所得保险金有优先的权力。
被保险人可以向承保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其数额只能在向被害人偿还的金
额或者经被害人同意的金额的限额内（保险法第 22 条第 2 项）
。
因此，收到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申请后承保保险公司能够支付保险金，除了费
用保险金之外，仅限于下述①至③的情况，务请谅解。
①被保险人对被害人已经偿还了损害赔偿时
②能够确认被害人同意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
③按照被保险人的旨意，由承保保险公司直接向被害人支付保险金时
关于承保保险公司经营破产时的处理办法
在承保保险公司出现经营破产等情况时，有时会一时冻结支付保险金、返还
金等、或者减少支付金额。
当承保保险公司经营破产、投保人为个人、或者“小规模法人”
（破产时通
常雇佣员工在 20 人以下的日本法人，外国法人（仅限于与日本的营业所等
签订的合同）
）或者公寓管理协会的情况下，本保险属于“损害保险投保人
保护机构”的赔偿对象，原则上得到 80%（在破产保险公司停止支付之日起
3 个月以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金为100%）的保险金、返还金等。
（即使
投保人属于个人等以外的保险合同，认定被保险人个人等应该实际负担的保
险费中与被保险人相关部分，属于上述赔偿的对象。
）
关于个人信息的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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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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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保险公司与承保保险公司集团旗下的各公司之间，或与承保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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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的主页 (www.tokiomarinenichido.co.jp) 及其他承保保险公司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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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因重大事由解除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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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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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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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本“说明”是介绍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设施赔偿责任保险、产品赔偿责任保险、受托人赔偿责任保险）概要的资料。具体内容请参阅（公
益财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的网页上刊载的保险条款等，若有不明之处，请向学校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进行咨询。
加入保险后请阅读“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加入指南”
。若申请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请将此“说明”内容向被保险人进行介绍。
·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是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与以下保险公司（预订）之间签订的共同保险合同，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
担任其它承保保险公司的代理、代办。各承保保险公司按照签订合同时所决定的承保比例负有各自的保险责任，而不负有连带责任。此外，有关
承保比例请向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确认。
爱和谊日生同和

损保 JAPAN 日本兴亚 ※

东京海上日动（主办保险公司） 三井住友海上

·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是在赔偿责任保险普通保险条约、设施所有（管理）者特别条款、产品特别条款、受托人特别条款、学研灾附带赔偿
责任保险特约条款等基础上的设施赔偿责任保险、产品赔偿责任保险以及受托人赔偿责任保险的简称。
〈投保人〉
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学生支援部 学生保险课
〒 153-8503 東京都目黒区駒場 4-5-29
TEL ：03-5454-5275

URL ：http://www.jees.or.jp/

详细内容请参阅上述协会的主页上登载的“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加入指南”
。
※ 损保 JAPAN 日本兴亚以有关部门的审批为前提，将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更名为“损保 JA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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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过失，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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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签约者或其代理人没有过失，其结果同上。

重要事项说明书
（合同概要·提请注意的信息的说明）
请务必阅读

合同概要、提请注意的信息的说明
●合同概要中记载了供您了解加入本保险的重要内容事项。在申请加入之前请务必
阅读。
●提请注意的信息中记载了申请加入本保险时，对各位加入的同学来说不利的事项
等、需特别提请注意的信息。在申请加入之前请务必阅读。
●本书面资料并没有记载加入保险的全部内容。详细内容请参阅日本国际教育支援
协会的网页上刊载的保险条款等，若有不明之处请向该协会或东京海上日动火灾
保险（株）联系咨询。

（※）包括其它保险合同等有关事项。

3．通知义务等
（1）加入后需留意的事项（变更事项的通知等）
关于退学时的通知义务以及发生事故时须办理的手续请参阅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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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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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按下述时间开始。

※由于不发行加入者证明等，因此请妥善保存好本“说明”、
“学研灾附带赔偿责任保险加
入的指南”等介绍合同内容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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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开始时间。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支付所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 4 月1日
以后时，自支付日的次日凌晨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合同概要
1．保险的构成及承保条件等
（1）保险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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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按下述时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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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在籍学生且加入了"学研灾"的学生为被保险人（保险对象）的团体合同。申请保
险单的权利、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等属于该协会。
可申请加入的被保险人的范围等，请参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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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开始时间。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支付所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9月1日
以后时，自支付日的次日凌晨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2）赔偿内容、保险期间（保险的合同期间）

（3）10 月入学新生，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从10 月1日凌晨零点开始。但是，10 月1
日以后加入的则按下述时间开始。

①关于主要的支付事由（属于赔偿对象的情况）、支付的保险金、②主要的除外责
任事由（不属于赔偿对象的主要情况）、③保险期间等请参阅第1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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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开始时间。

（3）承保条件（保险金额等）
本保险的承保条件（保险金额等）从事先规定的保险类型中选择。关于保险类型的
详细内容请参阅第2页。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学校支付所定的保险费之日是在10月1日
以后时,自支付日的次日凌晨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2．保险费·保险费的支付方法
保险费由加入的保险类型等决定。保险费相关内容，请查阅第 2 页。保险费的支
付方法等，请按照学校的指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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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保险的日期从合同内所订之日开始生效。

5．主要的除外责任事由（不属于赔偿对象的主要事由）等
请参阅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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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一时冻结保险金、返还金等、或
提请注意的信息
扣减支付金额。具体请参阅第3页。
7．关于共同保险
1．请注意重复补偿的事宜
关于共同保险请参阅第3页。
被保险人或者其家属加入其他保险含有同种保险内容时，有时补偿范围会重复。
请根据个人需要重新考虑合同内容。为避免补偿范围重复而重新考虑合同内容时， 8．关于个人信息的使用管理
若含有补偿的合同解除时，将来可能得不到该项补偿，请务必注意。
请参阅第3页。
2．告知义务等
投保时有义务向承保保险公司说明重要事项（※）。
·投保时，如果有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或记载的事项与事实不符时，有可能出
现解除合同或不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为他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由于被保险人（保险对象）或其代理人的故意行为或者

2．是否对重要事项说明书（合同概要·提请注意的信息）的内容进行了确认？

加入内容确认事项（意向确认事项）

特别是「提请注意的信息的说明」中记载了「主要的除外责任事由等」对于加入的学生们不
利的信息，以及「注意关于补偿的重复＊」、
「通知义务」等内容，请务必进行确认。

为了在万一发生事故时能够安心地利用本保险，在本确认事项中，请各位确认所加入的保险
是否与您希望的保险内容相一致、是否正确填写申请加入的重要的事项等。
烦请再次确认以下各事项。
在确认时如有不明之处，请按“说明”上记载的联系地址进行咨询。
1．请按“说明”和重要事项说明书确认加入保险的下列项目是否与您所希望的内容相一致。
万一与所希望的内容不一致时，请再次考虑加入内容。

＊例如，在加入了补偿赔偿责任的特约的情况下，同时签订了其它同种保险时，有时补偿范
围会重复。

□保险金的支付事由、支付的保险金
□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的金额）
□保险期间（保险合同的期间）
□保险费·保险费的支付方法

保险相关的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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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邮政编码

102-8014

东京海上日动学校保险部门
事故的报告和
商谈

东京都千代田区三番町 6 番地 4

TEL ：03-3515-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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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以及节假日休息 )

一般社会法人 日本损害保险协会 损保 ADR 中心（指定紛争解決機関）
指定的争议解
决机关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与金融厅长官根据保险业法所指定的争议解决机关即一般
社团法人日本损害保险协会签订了手续实施基本合同。 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
之间不能解决的问题发生时，可向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损害保险协会申请解决。
详细内容，请查询该协会的官方网站。
（http://www.sonpo.or.jp/）

0570-022808 ＜收费电话＞
使用 IP 电话请拨打 03-4332-5241。
受理时间 ：平日早上 9 点15 分～下午 5 点
（周六·周日·节假日·年底年初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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