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子根据日语版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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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开始适用

B 类 [ 死亡保险金最高 1,200 万日元 ]
（特约有 / 无 兼用）

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伤害而设置的保险
学研灾（"Gakkensai"）的说明

2017 年度版

("Gakkensai" 是学生教育灾害伤害保险的略称。)

在日本国内外从事如下所示的教育研究活动中，因急剧且偶然的外来事故遭受人身伤害 ( 受伤 ) 的情况。
本保险所指的伤害包括“从身体外部偶然且一时吸入、吸收或者摄取了有毒气体或者有毒物质时导致的急剧中毒症状”
，以及“因日照或
热辐射导致的身体障碍”。但是，“疾病”不属于该保险对象。

教育研究活动中
是指…
在上课时，在参
加学校活动时等
等而言。
请阅读下述详细
内容。

1 为了应对教育研究活动中的事故
❶ 正规课程时

对中暑和食
物中毒也适
用！

指听课、实验、实习、专题研讨会或者实际技能课中（若为函授生，则
指在参加面授时），按照指导教师的指示，进行研究活动期间 ※1。

❷ 学校活动中

在大学祭上开办模
拟店，由于帐篷倒
塌造成撞伤…

参加大学主办的入学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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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❸

除①②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
在大学为开展教育活动而拥有、使用或管理的学校设施内时 ※2。

行的
大学举
在其他
睛受
赛中眼
网球比

上
在 大 学的 楼 梯
…
折
骨
，
倒
摔

伤…

❹

在学校设施外进行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时
按照大学规则履行所规定的手续，在学校设施外开展的经大学认定的校
内学生团体的管理下的文化・体育活动时 ※3。

实验中
由于气体喷枪的火
焰造成烫伤

※1 因个人原因从事上述活动时除外。
※2 在宿舍时，在大学禁止的时间或场所时，或从事大学禁止的行为活动时除外。
※3 在从事危险体育活动时，在大学禁止的时间或场所时，或从事大学禁止的行
为活动时除外。

2 为了应对上下学途中、在学校的设施间移动时发生的事故
❶ 上下学途中

指为参加大学的正规课程、学校活动或
课外活动（俱乐部活动）
，按照合理的路
径及方法 ※5，在住所 ※6 学校设施等之间
往返时。

3 为了应对临床实习中发生的事故

※4

接受因接触感染导致
感染症的预防措施

骑自行
车上下
学
途中，因
道路不平
摔倒，造
成脱臼…

❷

在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途中
按照与①的上学中相同的目的・路径・
方法 ※5，在学校设施等相互之间移动时。

※7

被 使用
医疗实习中，
头刺中
针
器
射
注
的
过
手指…

※4 仅限于加入上下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简称“上学特约”
）的学生。
※5 大学禁止的方法除外。
※6 通过社会人入学考试入学的学生上下学时，包括去工作单位时。
※7 仅限于加入接触感染预防保险支付特约（简称“接触感染特约”
）的学生。

加入保险对象

保险期间

仅限于学校教育法等规定的大学中
作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
援协会赞助会员的大学院、大学、
短期大学的在籍学生。

・4 月入学新生

自 4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所规定的毕业年度的 3 月 31 日晚上 12 点为

・9 月入学新生

自 9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所规定的毕业年度的 8 月 31 日晚上 12 点为

・10 月入学新生 自 10 月 1 日凌晨零点开始至所规定的毕业年度的 9 月 30 日晚上 12 点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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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保险期间结束为止。全员加入时的情况，请参照第 4 页。

本校办理（公益财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运营的“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此保险是为了补偿学生在本校教育研究活动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的伤害而提供的。详细
内容请查询该协会 H P 上刊载的“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加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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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险费一览表
基本
保险期间

1年

特约（注 1）
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

日间部

夜间部

550 日元

函授教育

日间部・
夜间部

接触感染预防保
险金支付特约

函授教育

100 日元

250 日元

20 日元
40 日元

2年

1,000 日元

200 日元

400 日元

3年

1,500 日元

250 日元

600 日元

4年

1,900 日元

350 日元

5年

2,300 日元

450 日元

6年

2,700 日元

―

100 日元

50 日元

30 日元

750 日元

（注 1）
加入特约附加险时，请加上
希望加入的特约险的保险费。

70 日元

950 日元

80 日元

1,050 日元

100 日元

＊年度中途加入时保险费也按１年为单位交纳。
＊夜间部没有设置 6 年期间的上学途中等伤害危险担保特约。

2. 保险金的种类和金额
（1）死亡保险金（自事故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之内死亡时）
赔偿范围

支付保险金

“正规课程”“学校活动中”

1,200万日元

“正规课程、学校活动中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在学校设施外进行课外活动（俱乐
部活动）时”“加入上学特约附加险的学生在上学途中或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时”

600万日元

（2）残疾保险金（注 2）
（自事故之日起（含当日）180 天之内身体遗留残疾时）
赔偿范围

支付保险金

“正规课程、学校活动中以外在学校设施内时”“在学校设施外进行课外活动（俱乐
部活动）时”“加入上学特约附加险的学生在上学途中或学校设施等之间移动时”

根据残疾程度支付
72万日元～1,800万日元
根据残疾程度支付
36万日元～900万日元

“正规课程”“学校活动中”

（注 2）
在死亡保险金和残疾保险金
重叠时，按照死亡保险金支
付。

（3）医疗保险金（接受医生治疗时）
・住院补贴
发生事故时活动的种类

治療日数（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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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 59 天

50,000日元

60 天～ 89 天

80,000日元

90 天～119 天

110,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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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之外）
（对象之外）

（

治疗天数以 1
天起为支付对
象。

（
）

治疗天数在 4
天以上时为支
付对象。

（
）

正规课程学习时・ 上 学 特 约 加 入 者
学校活动时
在上学途中或学
校设施等之间移
动时

治疗天数在14
天以上时为支
付对象。

）

在左边所述情况
以外的学校设施
内 时、 或 在 学 校
设施外进行课外
活动(俱乐部活
动)时

医疗保险金

住院补贴
（最多不超过 180）

住院时

（

每住院一天支付
4,000日元

）

无论哪种活动都自
住院起第 1 天开始
支付。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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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1）上述保险金的支付，与生命保险、健康保险、其他的伤害保险以及加害者所付赔偿金无关。
（2）保险金以上述金额为限，不能同时投保两份以上。
（3）同一天之内去几家医院，治疗天数也视为一天。一天之内去两家医院，治疗天数也不能视为两天，请注意。

（4）接触感染预防保险金（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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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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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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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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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各大学特约的办理情况及加入相关的手续不同，请按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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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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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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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100%的保险金）
因以下原因造成的伤害
・保险期间超过1年时･･･原则上支付
90%（保险期间超过 5 年，承保
因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对象）、保险金受益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
保险公司在经营破产之时计算保险费等依据的预订利率在过去5
失，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犯罪行为、争斗行为，无照驾驶、醉酒开车、
年间一直超过主管大臣规定的基准利率时，保险金则低于 90%。
）
吸毒等影响有可能造成不能正常驾驶的状态下行驶并由此引发的事故，
脑疾患、疾病、精神失常，妊娠、生育、早产或流产，外科手术等医疗
处理（属于治疗支付保险金的伤害除外），地震、火山喷发以及由此引 关于个人信息使用管理的说明
发的海啸（被保险人从事此类自然现象观测活动时除外），战争、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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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动，核燃料物质的有害特性等引发的事故（被保险人使用核燃料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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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核燃料物质污染的物质、或者使用这些物质的装置进行研究、实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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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时除外），放射线照射、放射能污染（被保险人利用放射线或放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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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生装置进行研究、实验活动时除外），颈椎损伤、腰痛等医学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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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诊断的情况，作为课外活动进行的登山（使用冰杖等登山用具）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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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雪橇、雪橇比赛、跳伞、滑翔翼运动等危险运动中发生的事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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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活动进行的汽车等交通工具的竞技、驾驶练习、在比赛场进行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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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被保险人受到刑罚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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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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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及支付相关的关系单位、金融机构等进行提供。
“急剧、偶然、外来”的条件不充分的事故也不能列为保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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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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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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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告知义务，请参阅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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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义务
公司进行提供。
加入保险后，发生以下情况时，请立即通知本校负责部门（学生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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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
续、管理与行使担保权。
・日间部、夜间部或者函授部的所属变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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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学时（包括开除学籍和死亡。）
的主页。
・保险期间内休学期间合计达 1 年以上时
个人信息由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将投保人所属大学编制的投保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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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事故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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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事故发生后，请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状况、伤害的程度向本 办法，则不能加入本保险。
）
校负责部门报告，
通过负责部门备有的事故通知明信片或者 FAX、或者电脑等安装手机
客户端的事故通知系统 , 通知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 株 ) 损害服务科。
保险金申请权具有时效 (3 年 ), 请务必注意。

3. 加保手续

指定死亡保险金受益人
死亡保险金支付给法定继承人。

・本保险“说明”是介绍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内容的资料。在加入保险时请一定详细阅读“重要事项说明书”
。具体的保险条约详见日
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的网页上刊载的保险合同条款，若有不明之处，请向本校负责部门（学生课、学生支援课、保健中心等）联系咨询。另
外，加入保险后请阅览“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加入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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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下保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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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险是以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作为投保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的赞助会员大学的在籍学生为被保险人（保险对象）的
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的团体合同。申请保险单的权利、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等原则上属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投保人〉
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 事业部 保险·赔偿课
153-8503 东京都目黑区驹场 4-5-29
TEL ：03-5454-5275 URL ：http://www.jees.or.jp/

〈承保经办保险公司〉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详细内容请查询该协会 H P 上刊载的“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加入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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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災

搜索

人的家属等进行说明。
也可以与记载事项事实不符做同样处理。
（※）其中包括其它保险合同中的有关事项。
10．代理人进行的保险金申请
（合同概要・提请注意的信息的说明）
3．通知义务等
被保险人不能申请保险金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没有
请务必阅读
（1）加入后的留意事项（通知义务等）
接受保险金的代理人时，若被保险人的配偶等家属中有
①有关在退学等情况下的通知义务以及发生事故等之后
符合承保保险公司所规定的条件的，可以作为被保险人
合同概要、提请注意的信息的说明
的手续请参阅第 3 页。若没有进行通知或履行手续， 的代理人申请保险金。具体请按“说明”等记载的联系
则有可能不予支付保险金或解除保险合同等。
●合同概要中记载了供您了解加入本保险的重要内容事
方式进行咨询。关于本内容，请向家属成员进行说明。
② 根据联络的内容，保险费有可能发生变更。另外，此 11．关于保险合同的取消、无效、因重大事由解除保险合同
项。在申请加入之前请务必阅读。
种情况下，将针对大学总计报告书等中记载的通知事
●提请注意的信息中记载了在申请加入本保险时，对于各位
○投保时，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存在欺诈或强迫行
项的内容发生变更以后的期间算出的保险金进行申请
加入的学生来说不利的事项等、需特别提请注意的信息。
为时，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有权取消本保险合
或返还。
在申请加入之前请务必阅读。
同。
●本书面资料并没有记载加入保险的全部内容。详细内容 （2）下次更新合同的承保
○发生符合下列任一情形的事由时，保险合同视为无效。
请参阅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的网页上刊载的保险条款
根据联络的内容，保险费有可能发生变更。另外，此
・加入时投保人以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或者为使第三
等，若有不明之处请向该协会或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种情况下，将针对大学总计报告书等中记载的通知事项
者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时
（株）联系咨询。
的内容发生变更以后的期间算出的保险金进行申请或返
・指定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未经被保险人的同意（被保
※“说明”及加入“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加入指南”等， 还。
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死亡保险金受益人时除外。）
可确认加入内容的资料请妥善保存。
○发生符合下列任一情形的事由时，东京海上日动火灾
4．保险开始时间
保险（株）有权解除本保险合同。此种情形时，可能无
合同概要
（1）4 月入学新生，保险责任自4 月1日凌晨零点开始。但
法支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敬请注意。
是，4月1日以后加入的则按下述时间开始。
1．保险的构成以及承保条件等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以不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
①全员加入的情况 : 经教授会决议的*加入保险日期是在
（1）保险的构成
与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签订保险合同并使之利
4月1日以后时，经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保
本保险是以（公益财团）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作为投保
益遭受损害时
险责任开始时间。
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的赞助会员大学的在籍学生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或其他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大学支付所定的
为被保险人（保险对象）的团体合同。申请保险单的权利、
反社会势力成员时
保险费之日是在 4 月1 日以后时，自支付日的次日凌
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等原则上属于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
・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在根据本保险合同索赔时，
晨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会。
存在欺诈行为时 等
（2）9月入学新生，保险责任自9月1日凌晨零点开始。但
申请加入的被保险人的范围等，请参阅第1页。

重要事项说明书

是，9月1日以后加入的则按下述时间开始。
（2）赔偿内容、保险期间（保险的合同期间）
①全员加入的情况 : 经教授会决议的*加入保险日期是在
①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支付的保险金、②不支付保
9月1日以后时，经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保
险金的主要情况、③关于保险期间等请参阅第1～第3页。
险责任开始时间。
（3）承保条件（保险金额等）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大学支付所定的
本保险的承保条件（保险金额等）由事先选定的合同类型
保险费之日是在 9月1 日以后时，自支付日的次日凌
所规定。有关合同类型请参阅第2页。
晨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2．保险费・保险费的支付方法
保险费根据加入的保险缴费标准而决定。保险费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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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阅第2页。保险费的支付方法请按照大学的指示。
①全员加入的情况 : 经教授会决议的*加入保险日期是在
3．满期返还金和投保人红利
10月1日以后时，经决议加入保险之日的凌晨零点为
本保险没有满期返还金和投保人红利
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提请注意的信息
②任意加入的情况 : 学生向在籍的会员大学支付所定的
1．请注意重复赔偿的事宜
保险费之日是在10月 1日以后时,自支付日的次日凌
○加入补偿赔偿责任的特约等时，被保险人或者其家属
晨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另外加入其他含有同样补偿内容的保险合同（包括与
＊加入保险日期不可自决议日期追溯。
其他保险合同捆绑的特约和本公司以外的保险合同）
5．不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等
时，赔偿范围可能会重复。
请参阅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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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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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好赔偿内容的差异和保险金额后，考虑是否需要
结支付保险金、返还金等、或者扣减支付金额。具体请
加入特约等（只与1个合同捆绑时，若日后该合同解除
参阅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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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于共同保险
关于共同保险请参阅第3页。
2．告知义务等
加入时，有义务向投保的保险公司提交如下的重要事项 8．关于个人信息的使用管理
（※）
请参阅第3页。
・ 加入时，记载事项未被记载，或者记载事项与事实不符 9．被保险人提出申请解约
时，或出现解除合同或者无法支付保险金的情况。
按制度规定，被保险人可以申请解除被保险人加入的保
・ 为他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即使投保人或其代理人无过
险合同。关于该制度的规定及手续，请按“说明”等记
失，根据被保险人（保险对象一方）或其代理人的故意
或重大过失，在大学总计报告书的记载事项中未记载， 载的联系地址进行咨询。关于本保险内容，请向被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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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提醒注意的信息”中记载有“不支付保险金的主要情况等”对保入保险的学生们不利
的信息，或者“注意关于赔偿的重复＊”、“告知义务・通知义务等”，请务必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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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内容确认事项（意向确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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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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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说明”以及“说明”内所记载的重要事项说明书，请确认加入保险的下列各项是否与各
位所希望的内容相符合。万一与所希望的内容不相符合时，请再次考虑加入内容。
□保险金的支付事由（包括学生教育研究灾害伤害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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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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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保险相关的意
见和咨询

邮政编码 102-8014

事故的联络和
咨询

TEL ：03-3515-4133

一般社会法人 日本损害保险协会
指定的争议解
决机关

东京海上日动学校保险部门

公务第二部文教公务室

东京都千代田区三番町 6 番地 4

损保 ADR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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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868-066（免费电话）

＊将接通学校保险部门，各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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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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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损害保险协会介入调解。
详细内容，请查询该协会的官方网站。
（http://www.sonpo.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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