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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由韋萊澳大利亞有限公司之法人授權代表 V-Insurance Group 提供給 PADI Asia Pacific 度假村暨零售商協會的會員參考

總公司： 電話： 1300 945 547（澳大利亞地區免付費）

SYDNEY NSW 2000    電郵： padi@vinsurancegroup.com
ABN：67 160 126 509 網址： www.padiinsurance.com.au
 AFS 證號：240600 

想要立即投保的會員，歡迎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padiinsurance.com.au

前言
V-Insurance Group 特別為 PADI PRRA 會員量身設計一項責任保險組合保單。有兩種方案供你選擇：

■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PADI PRRA Combined Liability Insurance）
■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PADI Group PRRA Combined Group Liability Insurance）
這兩種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皆涵括以下保障：

a. 公共和產品責任險（Public & Products Liability）
b. 專業責任險（Professional Indemnity）
c.  刑事檢控、死因研訊（驗屍）及工作場所健康安全的法律辯護費用（Criminal Prosecution, Coroner's Inquest and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Legal Defence Costs）
d. 法定責任險 － 罰鍰和罰金（Statutory Liability - Fines and Penalties）
e. 危機處理 / 媒體管理（Crisis / Media Management）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有哪些好處？
團體保單有數項好處，包括：

■ 潛水店家和度假村可以為他們的店家 / 度假村及其員工，投保在同一份責任保險組合保單內。

■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的保費低於獨立的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

■ 這個做法讓潛水店家 / 度假村得以為員工給付保費，並且確保所有員工都受到保障。

■  將所有專業人士納入保單，潛水店家可以考慮讓他們在一延長期限中給付保費給店家。這項做法可聯繫專業人士和潛水店家的工作關

係並可協助你的員工。

認識 V-INSURANCE GROUP
V-Insurance Group 私人有限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協助韋萊澳大拉西

亞（Willis Australasia）在運動、休閒和娛樂產業方面提供更好的

保險經紀服務。V-Insurance Group 為韋萊的法人授權代表。

在常務董事韋爾（Rob Veale）的推動之下，此項授權代表的安

排包括韋萊運動（Willis Sports）投資組合結構的重整，使得韋

萊公司運動、休閒和娛樂部門的客戶再次受到重視。V-Insurance
Group 在韋萊旗下營運，可結合大型企業的好處及小型私人公司的

彈性。

韋萊澳大利亞所有客戶之運動、休閒和娛樂業務由 V-Insurance 
Group 處理保險事宜。

認識韋萊（WILLIS）
韋萊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險經紀人公司之一，擁有 400 個事業處，

遍佈 190 國，在澳大利亞已有超過 50 年的營業歷史。想要進一步

了解韋萊，請上網至 www. willis.com 查詢。

重要事項
PADI Asia Pacific 規定下列國家的會員皆必須投保最新的責任保險

組合保單：

■ 澳大利亞 ■ 法屬波里尼西亞

■ 斐濟 ■ 新加勒多尼亞

PADI Asia Pacific 強力建議在其餘各國的所有 PADI 會員最好都要

投保責任保險組合保單。

誰是被保險人？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

這份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的保障對象為受保活動的執行人員和工作人

員，包括貴潛水店家 / 度假村、所有員工、義工和約聘人員。但是

請注意，所有受雇或約聘之合格潛水專業人士都必須自行投保。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

這份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的保障對象為投保活動的執行人員和工

作人員，包括貴潛水店家 / 度假村以及所有列於保單上（全職或兼

職）的教練、助理教練、潛水長、員工、義工和約聘人員在內。貴

潛水店家 / 度假村所雇用或約聘的 PADI 專業人士若在這份保單中

未被列名，他們必須自行投保。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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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障之活動

保障活動包括在課堂及水中所進行的學習活動與單元，包括急救訓

練和認證在內，包括由認證機構所執行的標準判定在內，以及有關

訓練、教學、旁聽、督控休閒水肺潛水的所有活動。

其中包括的相關活動有呼吸管浮游；浮潛；游泳；水面供氣休閒潛

水；裝備服務、出租、維修；相關商品的銷售；運送乘客往返島嶼

之間；賞鳥；非潛水性質的島嶼導覽；叢林徒步旅行；獨木舟 / 皮
艇活動；漁獵；釣魚；自由潛水；水中攝影 / 錄影；賞鯨；騎乘水

底摩托車（scuba doo）；海灘遊戲；以及呼吸管浮游者和潛水員

自願收集關於珊瑚礁健康情況、珊瑚礁保育、珊瑚礁管理議題等資

料，並向一般大眾、企業、政府部門報告。

保障範圍也包括 12 公尺以下的船隻及其乘客，請注意船隻責任險

不納入私人用途（即非營業用途）的船隻。

保障範圍亦包括擁有和經營零售店面的相關活動。

a) 公共和產品責任險

本部分乃是保障受保實體及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因疏失行為導致意

外，而造成財物損失或他人身體傷害所應負擔的責任（包括由於租

用潛水裝備、裝備服務和 / 或氣瓶填充所造成的意外），但並不包

括專業責任在內（請參考 b 點內容）。

給付責任限額

公共責任
任何單次理賠的最高限額是澳幣 $10,000,000（澳幣壹仟萬元正）*
產品責任
保險期間的任何單次理賠及理賠總額的最高限額為澳幣 $10,000,000
（澳幣壹仟萬元正）*。

*  請注意投保期間適用美國和加拿大法律之理賠和訴訟，其任何單

次理賠及總額以美金 $ 5,000,000 （美金伍佰萬元正）為上限。

如須調高給付責任限額，請洽 V-Insurance Group。

法律費用和支出
在責任限額之外會額外給付法律費用和支出。

產品責任
保障範圍包括潛水中心 / 度假村因製造、銷售、供應或出租任何物

品產生法律責任，而必須給付賠償的金額。

其他保障項目
■ 所有權人的責任

■ 承租人的責任

■ 最長至 12 公尺之船隻因投保活動所導致的責任

■ 壓力船爆炸

■ 碼頭的使用（無所有權）

■   物品的照料、保管與監控（單次理賠及理賠總額的最高限額為

澳幣 $1,000,000）

b) 專業責任險

本部分的理賠範圍保障投保實體及被保險人所做或被指、在從事有

關水肺潛水及相關活動時，因給予錯誤或不正確之建議，而導致第

三方的身體受傷或財產損失所應負擔的責任。

給付責任限額

專業責任險
保險期間的任何單次理賠及理賠總額的最高限額為澳幣 $5,000,000
（澳幣伍佰萬元正）。

其他保障項目
■  保險範圍延伸至包括你所參與的所有水肺活動，並不限於透

過 PADI 所執行的課程教學，這份 PADI 保單延伸至透過 SSI、
NAUI 及任何其他合格之認證機構所執行的課程教學。

■  不將高氧空氣潛水或技術潛水排除在外。
■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包含自動殘存責任險，一旦你終止主動

工作，仍可持續提供保障。
■  在取得更高等級的資格時，可享免費保單升級。
■  保險範圍含括水面供氣系統（Surface supplied air）、水底摩托

車（Scuba doos）、水底漫步（Sea Walker）等類似活動。
■  傷害的定義延伸至包括病症、疾病、殘障、休克、驚嚇、精神損

害和精神傷害、非法監禁、不當扣押和惡意起訴、文字誹謗、口
頭誹謗及污蔑、性侵害 / 性騷擾 / 性挑逗或強暴之誣告。

c)  刑事檢控、死因研訊（驗屍）及工作場所健康安全的
法律辯護費用

本部分賠償因下列情事所引發之法律訴訟費用和支出：
■ 刑事起訴辯護
■ 針對不利於被保險人之刑事辯護所提出的減輕賠償抗辯
■ 任何驗屍官的驗屍或調查
■ 任何皇家專門委員會或政府調查
■  任何根據〈健康安全法〉中之工作場所章節，和任何其他州、

領地或國家之相關法規所採取的法律程序

給付責任限額

刑事檢控、死因研訊（驗屍）及工作場所健康安全
的法律辯護費用
任何單次理賠的最高限額為澳幣 $500,000（澳幣伍拾萬元正）。

何謂保單自負額？
任何一筆財產損失理賠被保險人皆須自行負擔澳幣 $250 元，身體
傷害理賠則無自負額。

d) 法定責任險（罰鍰和罰金）

本部分賠償因從事水肺潛水相關活動或被指控與水肺潛水相關活動
有關之不當違反行為所引發的職業健康安全罰鍰與罰金。

給付責任限額

法定責任險（罰鍰和罰金）
任何單次理賠的最高限額為澳幣 $75,000（澳幣柒萬伍仟元正）。

e) 危機處理 / 媒體管理

此項目適用於身故或終身殘障理賠案的訴訟費用，例如諮詢和 / 或
媒體管理。

限額
保險期間的理賠總額為澳幣 $ 200,000（澳幣貳拾萬元正）

理賠通知（適用於所有險種）

只要有人向你提出索賠、或你知道有任何事件可能導致索賠時，
必須向 PADI Asia Pacific 提出書面通知和 / 或寄發書面通知給 
V-Insurance Group。在未經保險公司的書面許可之下，請勿自行
承認責任、支付索賠金額或發生任何費用或支出。

除外項目（適用於所有險種）

下列幾點將自動排除在 PADI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的保障範圍之外：
■  在任何前保單的保障下、過去被告知的理賠
■  在這份新保單生效日之前向你提出的索賠
■  你已經知道、註明在你的專業責任險申請書或任何更早的申請

書上的理賠和事項
註：如果已經提出報告，則這類理賠和事項或可由你的前保險公司賠償。

■  船身長度超過 12 公尺的船舶責任保險。請注意，對於船身長
度小於 12 公尺的船舶，私人用途的船舶不包括在這份 PADI
保單的保障範圍內。



保險範圍的進一步資料
理賠、訴訟、意外通知（所有險種）

理賠（如定義所述）必須在這份保單的保險期間向被保險人提

出；發生任何這類的理賠時，被保險人必須立即通知 PADI Asia 
Pacific。這類通知必須在這份保單的保險期間提出。

註： 任何一筆財產損失理賠（Property damage claims）被保險人皆須自

行負擔澳幣 $250 元，身體傷害理賠則無自負額。

誰能投保這份保單？

任何現任的 PADI Asia Pacific 會員皆可投保。

地域範圍

全球。

管轄範圍

本保單將保障世界各地法院所提出的理賠申請（美國與加拿大除

外）*。
*  請注意，上述除外條件並不適用於在美國 /  加拿大已有票務代理

營業處、個人資產和 / 或企業資產的 PRRA 會員。

■ 澳大利亞境外的來電，請撥打 +61 2 8599 8660
■ 澳大利亞境內來電，請撥打 1300 945 547

我會收到哪些確認保單的資料？

一旦成功完成線上申請，你就可以在線上檢閱 / 列印你的保險證

明。我們也會將你的保險證明以 PDF 檔的格式寄至你的電子信

箱。至於採用書面申請書的會員，只要有提供你的電子信箱，也會

收到一份電郵寄送的保險證明。如果沒有電子信箱，我們會將你的

保險證明郵寄給你。

假使我的申請書被退回，我是否還享有保障？

否。V-Insurance Group 要先收到正確填妥的申請書和保費，之後

保單才會生效。

我的「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是否保障我在
其他認證機構所從事的教學和活動？

是。只要認證等級和你在 PADI Asia Pacific 的會員資格相同，都

在保障範圍內。

如果我決定取消保單，是否可以退費？

否。保費不能退費也不能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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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目前還不知道的責任

訴訟。

在退休或終止專業潛水活動之後，是否還會受到這份保
單的保障？

是。「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提供退休或終止專業潛水

活動後的自動殘存責任保障。只要這項 PADI 保險計畫繼續發售並

有這個擴大保險項目，此一殘存責任保障就會持續。

高氧空氣潛水包括在保險範圍內嗎？

是，本保單並未排除高氧空氣潛水。

商業潛水活動是否受到保障？

否。本保單的保障範圍不包含商業潛水。

是否有非 PADI 活動或非潛水活動需要另外投保？

不是所有的活動都涵蓋在 PADI Asia Pacific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當

中。請查看本說明手冊第二頁上所列之受保活動。如要為其他活

動如衝浪、香蕉船騎乘和帆船駕駛等活動投保，請洽 V-Insurance 
Group 索取報價單。請注意投保這些活動我們可能會收取額外保費

以及設定較高的保單自負額。

如果因為雇約上需要，我可以在保單上加註市政委員會
或財產所有人嗎？

可以。你可以在保單上註明第三方各自的權益，但這並不表示萬一

他們要負擔法律責任時，你的保單會授予理賠。如果你需要在你的

保單上加入第三者，請洽 V-Insurance Group。

我在執行轉學潛水時，是否受到「PADI PRRA 責任保
險組合保單」的保障？

是。本保單並未排除為轉學的潛水學員（亦即已跟隨其他教練或認

證機構完成學科和平靜水域訓練的學員）執行開放水域訓練潛水之

保障。

我已經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專業責任險，有效日期至
2014 年。這樣是否足夠讓我保有教學身份？

是。提供你的保單即符合 PADI 的最低要求。你需要直接提供一份

保險證明給 PADI Asia Pacific。

如果我知道有件意外事件可能會提出理賠，這時應該和
誰連絡？

你必須填妥一份  PADI 潛水意外報告書，提交給  PADI Asia 
Pacific。

這份保單是否保障我的潛水中心 / 度假村所涉及的所有
活動？

否。這份保單只保障休閒水肺潛水及其相關活動，包括零售店面、

呼吸管浮游、浮潛、水面供氣休閒潛水和游泳。若你涉及其他活

動，請告知我們，我們會要求保險公司將這些活動加入你的保單中

（可能須支付額外保費）。

保險公司

Liberty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Australia 
ABN: 61 086 083 605 
Level 27, Gateway 
1 Macquarie Place 
SYDNEY NSW 2000

常見問題
保險何時生效？

本保單的效期為一年，有效日是從 2015 年 9 月 30 日、或是 V-
Insurance Group 收到你填妥並簽名的申請表和保費當日起，以較

晚的日期為準。若申請表未填寫正確或尚未繳交保費者，則要等到

上述資料皆已備妥提出，保險才會生效。

保險何時終止？

無論保單何時生效，保險終止日皆為 2016 年 9 月 30 日。

我可以透過電話以信用卡付款投保嗎？

我們無法透過電話為你投保。法律規定你必須透過書面文件或線上

申請以確認某些條件等。最簡便快速的方法是上網投保。如果你有

任何問題，請洽 V-Insurance Group 的服務團隊。



如果我們每位教練包括我自己都有自己的保險，那麼為
什麼我還要投保專業責任險？

下列是幾個可能導致貴潛水中心或度假村遭索賠的情況。

■  你的職員在銷售潛水產品時，可能對顧客提出一些不正確的建

議而導致顧客受傷，顧客繼而對潛水中心採取法律行動，要求

損害賠償。

■  在一個忙碌的週六上午，店裡的員工（非專業人士）正趕著做

完裝備維修工作好讓顧客取回裝備。匆忙中，他們沒有確認某

位顧客的調節器是否運作正常，結果這位顧客在稍晚潛水時受

了重傷。

■  你的潛水中心雇用了一位教練。他在你的店裡工作了三個月，

隨後就出國去了。當時你沒有留下他的轉遞地址。在他離開貴

潛水中心後的一年，以前參加他的課程的某位顧客上門要求賠

償，該顧客因為他的教學錯誤而受傷。

以上這些假設的情況都可能導致有人受傷而向身為潛水中心 / 度假

村負責人的你要求索賠。無論結果要不要負責，你都必須為潛水中

心 / 度假村的名聲辯護。有了「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

就等於有了足夠的保障，你大可以安心。

公共責任險是否保障我們所擁有或操作的潛水船？

本包單只保障長度在 12 公尺以下的船隻且該船隻要用於店家經營

之用 (私人用途船隻不在保障範圍內)。多數船舶保險都有個別的責

任險。V-Insurance Group 可為你的船隻（包括長度超過 12 公尺

的船隻）安排船舶綜合責任險（Hull and Liability insurance）。請

注意做為私人用途的潛水船不在本保單的保障範圍之內。

我有二家或以上潛水店，需要投保二份保單嗎？

不需要。你可以在保單上附註將這二個或以上的地點包括在內。條

件是這二家潛水店所有權人必須是同一位。

我的責任險保單是否保障我的學員及顧客在本潛水店責
任範圍以外的傷害或緊急運送？

否。這份責任險只有在你的潛水中心 / 度假村行為疏失的情況下才

會提供保障。不過，V-Insurance 另外提供一種名為「PADI 潛水

中心顧客 / 學員傷害和救援保險」的保險商品。無論是誰的責任，

這份保單都會提供保障。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
常見問題

什麼是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讓潛水店家和度假村可以為他

們的店家 / 度假村及其雇用的教練、潛水長、助理教練，投保在同

一份保單內。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和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
保單之間有何不同？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的保障對象並未包含 PADI 專業人士在

內，僅包含正在執行受保活動之受保潛水店家 / 度假村、員工、義

工和約聘人員。而 PRRA 團體保單的保障對象包括正在為受保活

動工作或執行活動的人員，包括貴潛水店家 / 度假村、列於保單上

的教練、助理教練、潛水長、員工、義工和約聘人員。

約聘人員是否受到保障？

是。受保潛水店家 / 度假村所雇用的約聘人員在為受保活動工作和

執行受保活動時也在保障範圍內。

這份團保單的保障範圍是否和 PRRA 及教練、助理教
練、潛水長等個人的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相同？

是，這份團體保單的保障範圍和其他的 PADI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相

同。

這份保單是否限制投保的教練、助理教練、潛水長人
數？

否，你可以盡量列出受保的教練、助理教練、潛水長。

如果我的潛水中心 / 度假村有員工離職，這時需要知會 
V-Insurance Group 嗎？

如果團體保單中的員工離職後，沒有其他人來替補，就不需要知會

V-Insurance Group。如果有新人來遞補離職員工的位置，則需要

知會 V-Insurance Group。

如果有教練、助理教練或潛水長在保單效期中途加入，
我要另外支付保費嗎？

如果這位新員工已經透過另一家潛水業者投保或自行投保，則把他

們加入你的團體保單就不需要額外付費。但是如果這位新人目前沒

有投保，就必須另外支付保費。如果這位新人是在團體保單效期的

中途加保，則他的保費將按比例計算。

投保的教練、助理教練、潛水長在指導非 PADI 課程
時，是否受到保障？

是，這份團體保單的保障範圍包括在其他認證機構的教學活動。

教練、助理教練、潛水長在進行為他們投保之潛水中心

/ 度假村職務範圍外的工作時，是否受到保障？

是，這份團體保單中各個被保險人在從事投保之潛水中心 / 度假村

職務之外的工作時也受到保障。

PRRA 團體保單之下的給付責任限額是否合併計算？

否，這份說明手冊中所列的給付責任限額適用於這份團體保單中的

每位受保實體或被保險人，也就是說，受保的潛水中心 / 度假村和

每位列在保單上的教練、潛水長和助理教練皆享有澳幣壹仟萬元的

公共責任險給付責任限額。



告知義務

你有義務告知保險公司任何會影響到他們決定接受你投保的有關情事，如果有的話，是哪些事項。只要你或事件中的合理

當事人知道某情事有關，該事件即為有關情事。你必須在保險核發之前，以及續保、擴保、變更或復效保單時，告知保險

公司這類情事。

你無須告知保險公司的事項如下：

■ 降低風險

■ 一般知識

■ 保險公司在業務過程中已知或應該知道的事，或

■ 保險公司指明他們不想知道的事

如果你未告知保險公司任何你所知的有關情事，他們可以：

■ 拒絕理賠

■ 拒絕給付理賠申請，撤銷你的保單，或

■ 在某些案例中，可視你的保單從未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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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尊重你的隱私，即便你已經不是我們的客戶，我們仍會盡力保護你的個人資料。我們隱私政策乃應要求提供。

保單取消

除非是在 14 天內取消，該保單不能取消也不可退款。這份保單之所以如此設計是為了保障你的權益，以免日後發生仍何

不利於你但你目前還不知道的責任訴訟。

重要事項

金融服務指南

我們的金融服務指南（FSG）中涵括關於我們與你之間之關係的重要資訊。歡迎向 V-Insurance Group 索取，或上網下

載，網址是 www.padiinsurance.com.au。

其他商品

如想了解下列針對 PADI 會員量身訂製的保險商品的詳細資料或價格，歡迎洽詢 V-Insurance Group。
請注意，以下所列的某些保險計畫可能在某些地區不適用。

■ PADI 船險（PADI Boat Insurance）
■ PADI 商業險（PADI Business Insurance）
■  PADI 潛水中心顧客 / 學員傷害和醫療運送保險（PADI Dive Centre Injury and Evacuation Insurance for Customers &

Students）
■ PADI 旅遊保險（PADI Travel Insurance）
■ PADI PRRA 董監事和高級職員責任保險（PADI PRRA 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 本手冊中的資料只是前述保險的摘要說明。如欲索取附有完整條款和條件的保單，歡迎洽詢 V-Insurance Group。
■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及「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團體保單」的保費，請見相關申請書。保費包含了

印花稅及應課之稅款、稅金在內。

■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生效日是 2015 年 9 月 30 日，到期日是 2016 年 9 月 30 日。

■ PADI Asia Pacific 並未藉由贊同本手冊所介紹之保險商品而自稱具合法執照的保險經紀公司。

■ 「PADI PRRA 責任保險組合保單」是由 Liberty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 公司承保。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