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詳細資料 ( 請以中文填寫）

PADI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如果超過一個地點，請在背面詳細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 / 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郵寄地址不在你主要工作的國家，請提供你目前所在的工作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寫

我想要購買以下保險：（請在空格中打勾）

個人傷害和撤離險 是 否

A 方案 澳幣 $ 200 元

B 方案 澳幣 $ 154 元

C 方案 澳幣 $ 89 元

保費 : $___________

理賠聲明

您是否有尚未向保險公司申報的意外事件或是理賠要求？

是 否 （ 如果是，請在另一張紙上註明詳細情況。）

利害關係人
如果你想在保險證書上列出任何利害關係人，請在下方空格填上他們的姓名：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單生效

教學 / 活躍資格

專業責任險在澳洲、斐

濟、法屬波里尼西亞、

新加勒多尼亞屬於強制

險，在其餘國家則建議

投保。如果你已經投保

確認回函。

專業責任組合保單   是 否

我的主要工作地點是 澳洲 澳洲境外

潛水長 / 助理教練 澳幣 $ 240 元 澳幣 $ 165 元

教練 澳幣 $ 307 元 澳幣 $ 249 元

保費 : $___________

Email:  padi@vinsurancegroup.com

傳真： +61 8599 8661 
如果你採用傳真申請書的方式，請務必保留傳真 「PADI 專業人士專業責

任保險組合保單」以外

的保險，請提供你的保

險證明給 PADI

郵寄： V-Insurance Group

如與更新的保單，請將填妥的申請書連同保費一起傳真，EMAIL 或是郵寄給澳洲V保险集团，

或是訪問 www.padiinsurance.com.au 來即時投保

重要：只有在V保险集团收到你填妥的申請書和正確費用時，你的保險才算生效。屆

時，我們將郵寄一份保險證明和保單文件給你。

訪問 www.padiinsurance.
com.au 來即時投保並晉

級為 PADI 教學資格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EXCLUSIVELY FOR PADI PACIFIC MEMBERS - PADI Asia Pacific 會員專用

APPLICATION- 申請書
FOR 2015-2016 PADI PRO COMBINED LIABILITY
2015-2016  PADI 專業人士責任保險組合保單

在2015年9月26日前投

保PADI联合责任险，即

可获得A$10澳元折扣。

保單有效期間
只要V保险集团在2015
年9月30日 
之前，收到並核准你

的申請書，則保險生效

日從 2015年9月30日
起，保險到期時間是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

若於 2015年9月30日 後
才投保，則保單有效期
自你的申請書受理開
始。

Level 28 Angel Place, 
123 Pit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保險規定
在澳洲、斐濟、法屬波里尼西亞、新加勒多尼亞等地的教練必須投保專業責任險，才能取得教學身分。PADI 強力建議無論在何地的教

練都要投保專業責任險。

如果您已經投保“PADI 專業人士專業責任組合保險”以外的保險，請向 PADI 亞太部提供一份您的保險證明。

產品披露聲明書

PADI 並未籍由背書贊同本申請書介紹之保險產品而自稱�合法執照的保險經紀公司

金融服務指南

取消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屬於不能取消 / 退費的保單。除非是在 14 天冷卻期內取消，這份保單之所以如此設計是為了保障你的權益，以免日

後發生任何不利於你的責任訴訟，但你目前還不知道。

隱私聲明
本公司受《聯邦隱私權法及國家隱私條例》規範，前述法規乃針對個人資料之收集、使用、公開與處理所制訂之標準，本公司不會將

個人資料用於與本公司業務無關之任何目的或予以公開。本公司對客戶的事務有保密義務，我們隱私政策乃應要求提供。

告知義務
該義務要求您對保險公司將明一切您知道的和他們就是否接受您的保險和保險條件做出的決定有關的事務。如果有關的話，您或是同

一情況下的理性的人員，會知道該事件是有關聯的。您必須在保險出具前，更新，延期，變動或是重申一份保險單時， 告知保險公司。

以下的您不必告知保險公司：

■ 減少風險性的

■ 常識性的

■ 保險公司已經知道的或是業務理應知道的

■ 保險公司表示他們不想知道的

如果您沒有告訴保險公司您知道的一切有關情況，他們或許會：

■ 拒絕理賠

■ 減少理賠金額或是賠償，取消您的保單，或是

■ 在某些情況下，視您的保單為從未存在

該義務適用于這份保單涵蓋的每一個人

付款方式

信用卡付款

 MasterCard  VISA  Amex Diners

費 用（ 如 前 頁 所 標 示 ）： 澳 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VV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卡片簽名欄後三碼）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授權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付款

 付上支票澳幣 $________________

（保費計算請見前頁）

檢查清單
■確認申請書上所填寫的姓名、地址、電話、傳真、

Email 正確無誤。

■請務必提供有關你的告知義務資料給我們。

■視情況列舉利益關係人。

■附上以澳幣支付的保費支票或列出完整的信用卡資料。

■確定你已經閱讀並了解隱私聲明。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申請書中之資料均屬實無誤，且本人並無隱瞞任何有關資料。

全名：＿＿＿＿＿＿＿＿＿＿＿＿＿＿＿＿＿＿＿＿＿＿＿＿＿＿＿＿＿＿＿＿＿ 

簽名：＿＿＿＿＿＿＿＿＿＿＿＿＿＿＿申請人簽名日期＿＿＿＿＿＿＿＿＿＿＿

 Email: lily.gracie@padi.com.au（中文服務）

免付費電話：僅限澳洲 

V保险集团金融服務指南（FSG) 包含了我們與您的客戶關係的重要訊息。您可以聯係 V保险集团 或是訪問 
www.padiinsurance.com.au 來取得一份我們的 FSG。

請注意，支票務必以澳幣支付給V保险集
团並可於澳洲銀行領取。

請將你的支票連同填妥的申請書寄至上述
郵寄地址。

电汇（TT）付款请联系V保险集团来获取
其银行资料，请参考 
http://www.padiinsurance.com.au。只
有在我们收到您的保金后
"www.padiinsurance.com.au。只有在我
们收到您的保金后， 
您的保单才会生效。

V-Insurance Office Use Only

V-Insurance Group, ABN: 67 160 126 509 AR No: 432898, 

is an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 of Willis Australia Limited 

ABN: 90 000 321, AFSL No: 240600 

■郵寄或傳真（任選一種方式即可，請勿同時郵寄又傳 
真）至V保险集团。

聯絡 V-Insurance Group V保险集团
如果你對這份保險申請書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V保险集团的 PADI 團隊：

電話：+61 2 8599 8660 網站：www.padiinsurance.com.au

電話：+61 2 9454 2905（中文服務）

（即 1300 94 55 47） Email: padi@vinsurancegroup.com

PADI潜水伤害和撤离险是由澳洲DUAL有限公司出具（澳洲财务服务执照No.280193）。并联合授权给DUAL作为劳合社的承包代理

行为。在您作出有关决定以前， 请阅读 http://www.padiinsurance.com.au列出的PADI" www.padiinsurance.com.au列出的PADI 
潜水伤害和撤离险产品披露声明书。该联合责任保险是由LIBERTY国际承保商出具（ABN 43 006 637 903） 
并可在我们的网站上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