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保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因承攬小蜂鳥國際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其品牌 Lalamove 啦啦快送之配送業務， 

同意公司為我向保險公司申請投保團體保險。本人同意填寫一般健康

問卷，由保險公司依實際身體狀況核保。本人亦將於承攬工作期間自

行投保相關傷害保險以保障自身權益。 

 

立同意書人簽名___________               日期___年____月____日 

註冊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                       (公司收執聯) 

                                              

    

 

 

                       投保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因承攬小蜂鳥國際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其品牌 Lalamove 啦啦快送之配送業務， 

同意公司為我向保險公司申請投保團體保險。本人同意填寫一般健康

問卷，由保險公司依實際身體狀況核保。本人亦將於承攬工作期間自

行投保相關傷害保險以保障自身權益。 

 

立同意書人簽名___________               日期___年____月____日 

註冊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                       (夥伴收執聯) 

65 歲以上適用 

65 歲以上適用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一 般 健 康 問 卷 

要保人：          被保險人：          身分證號碼：          
承蒙 您投保本公司保險，謹致謝忱；為維護 您的權益，請補充說明下列問題，謝謝您。 

 

一、 是否患有下列疾病？ □否 □是 

高血壓、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狹心症、心肌梗塞、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心瓣膜置換、先天性

心臟病、主動脈血管瘤、腦中風、腦部良性腫瘤、主動脈手術、癲癇、智能障礙、精神病、視

神經病變、雙目失明、肢體殘障、癱瘓、癌症(惡性腫瘤)、糖尿病、肝硬化、慢性腎衰竭(尿

毒症)、血友病、重大器官移植手術、巴金森氏症、阿茲海默氏症、再生不良性貧血、猛爆性

肝炎、重大燒燙傷、脊髓灰白質炎、愛滋病。 

二、 是否領有全民健保局重大傷病卡？ □否 □是 

三、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否 □是 

四、 是否罹患衛生福利部公佈之罕見疾病 ? □否 □是 

 A1 尿素循環代謝異常 (先天性尿素循環代謝障礙、胺酸血症、乙醯榖胺酸合成酶缺乏症、

胺酸氨甲醯基轉移酶缺乏症、鳥胺酸血症-高氨血症-高瓜胺酸血症症候群。) 

 A2 胺基酸/有機酸代謝異常(胺基酸代謝疾病、高胱胺酸血症、高甲硫胺酸血症、 

非酮性高甘胺酸血症、苯酮尿症、四氫基喋呤缺乏症、遺傳性高酪胺酸血症、楓糖尿症 

、有機酸血症、異戊酸血症、戊二酸尿症，第一型、第二型、丙酸血症、甲基丙二酸血症 

3-氫基-3-甲基戊二酸血症、典型苯酮尿症合併蔗糖酶同麥芽糖酶缺乏症、高離氨基酸血症 

、組胺酸血症、三甲基巴豆醯輔酶A羧化酵素缺乏症、多發性羧化酶缺乏症、高脯胺酸血

症、芳香族L-胺基酸類脫羧基酶缺乏症、酪胺酸羥化酶缺乏症、甲基丙二酸血症併高胱胺

酸血症 (Cbl C型) 

 A3 脂質儲積(高雪氏症、GM1/GM2神經節苷脂儲積症、Fabry 氏症、Niemann-Pick氏症，

鞘髓磷脂儲積症、MLD症候群、球細胞腦白質失養症、嬰兒型溶酶體酸性脂肪酶缺乏症（又

稱伍爾曼氏症） 

 A4 碳水化合物代謝異常(半乳糖血症、肝醣儲積症、腦血管屏障葡萄糖輸送缺陷) 

 A5 脂肪酸氧化異常(脂肪酸氧化作用缺陷、原發性肉鹼缺乏症、中鏈脂肪酸去氫酵素缺乏

症、短鏈脂肪酸去氫酶缺乏症) 

 A6 粒線體代謝異常(粒線體缺陷、Kearns-Sayre氏症候群、Leigh氏童年期腦脊髓病變、 

MELAS症候群、MNGIE症候群粒線體性神經胃腸腦病變症候群、丙酮酸鹽脫氫酶缺乏症、

巴氏症候群) 

 

 



 

 

 A7 溶小體代謝異常(胱胺酸血症、黏多醣症、岩藻糖代謝異常（儲積症）、涎酸酵素缺乏

症、黏脂質症、神經元蠟樣脂褐質儲積症、多發性硫酸脂酶缺乏症) 

 A8 膽固醇及脂質代謝異常(同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族性高乳糜微粒血症、豆固醇血

症 〈植物性〉) 

 A9 礦物離子缺陷(威爾森氏症、Menkes 症候群、鉬輔酶缺乏症) 

 A10 過氧化體代謝異常(Zellweger氏症候群、腎上腺腦白質失養症、肢近端型點狀軟骨發

育不良) 

 A11 其他代謝異常(紫質症、Lesch-Nyhan氏症候群、亞硫酸鹽氧化酶缺乏、碳水化合缺乏

醣蛋白症候群、三甲基胺尿症、先天性全身脂質營養不良症、腦腱性黃瘤症、低磷酸酯酶

症、Beta硫解酶缺乏症、生物素酶缺乏症) 

 B 腦部或神經系統病變 (多發性硬化症、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共濟失調微血管擴張症候

群、亨丁頓氏舞蹈症、瑞特氏症候群、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脊髓小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 

結節性硬化症、先天性痛不敏感症合併無汗症、神經纖維瘤症候群第二型、Alexander 氏

病、僵體症候群、遺傳性痙攣性下身麻痺、Joubert氏症候群（家族性小腦蚓部發育不全） 

、Pelizaeus-Merzbacher氏症（慢性兒童型腦硬化症）、Charcot Maire Tooth氏症(進行性神經

性腓骨萎縮症)、甘迺迪氏症(脊髓延髓性肌肉萎縮症)、家族性澱粉樣多發性神經病變、

Moebius症候群、Mcleod 症候群、Aicardi-Goutieres症候群、普洛提斯症候群、MECP2 綜

合症候群、腦肋小頜症候群、Dravet症候群、腦白質消失症) 

 C 呼吸循環系統病變 (特發性嬰兒動脈硬化症、囊狀纖維化症、原發性肺動脈高、

Holt-Oram氏症候群、Andersen氏症候群（心節律障礙暨週期性麻痺症候群；鉀離子通道病

變）、遺傳性出血性血管擴張症、窒息性胸腔失養症、先天性中樞性換氣不足症候群) 

 D 消化系統病變 (進行性家族性肝內膽汁滯留症、先天性膽酸合成障礙、α1-抗胰蛋白酶

缺乏症、先天性Cajal氏間質細胞增生合併腸道神經元發育異常、阿拉吉歐症候群) 

 E 腎臟泌尿系統病變 (Lowe 氏症候群、Bartter氏症候群、體染色體隱性多囊性腎臟疾病) 

 F 皮膚病變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泡症、層狀魚鱗癬（自體隱性遺傳型) 、膠膜兒、斑色

魚鱗癬、水泡型先天性魚鱗癬樣紅皮症（表皮鬆解性角化過度症）、外胚層增生不良、Meleda

島病、Darier氏症（毛囊角化病）、先天性角化不全症、皮膚過度角化症雅司病、色素失調

症、Netherton症候群） 

 G 肌肉病變(裘馨氏肌肉失養症、Nemaline線狀肌肉病變、Schwartz Jampel氏症候群、肌

肉強直症、面肩胛肱肌失養症、肌小管病變、貝克型肌肉失養症、Freeman-Sheldon氏症、

肢帶型肌失養症、先天性肌失養症、中心軸空肌病、多微小軸空肌病、Emery–Dreifuss

肌失養症、GNE遠端肌病變、史托摩根症候群) 

 H 骨及軟骨病變 (軟骨發育不全症、成骨不全症、原發性變形性骨炎、鎖骨顱骨發育異常 



、進行性骨化性肌炎、裂手裂足症、骨質石化症、假性軟骨發育不全、多發性骨骺發育不

全症) 

 I  結締組織病變 (先天結締組織異常第四型) 

 J  血液疾病 (重型海洋性貧血、血小板無力症、同基因合子蛋白質C缺乏症、陣發性夜間

血紅素尿症、非典型性尿毒溶血症候群) 

 K 免疫疾病 (原發性慢性肉芽腫病、先天性高免疫球蛋白E症候群、布魯頓氏低免疫球蛋

白血症、Wiskott- Aldrich氏症候群、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補體成份8缺乏症、IPEX 症

候群、高免疫球蛋白M症候群、γ干擾素受體1缺陷、遺傳性血管性水腫) 

 L 內分泌疾病(Kenny-Caffey氏症候群、假性副甲狀腺低能症、性連遺傳型低磷酸鹽佝僂

症、Laron 氏侏儒症候群、Bardet-Biedl氏症候群、Alstrom氏症候群、持續性幼兒型胰島

素過度分泌低血糖症、Wolfram氏症候群、McCune Albright氏症候群、短指發育不良及性

別顛倒、腎上腺皮促素抗性、第一型遺傳性維生素D依賴型佝僂症、先天性腎上腺發育不

全、Kallmann氏症候群、永久性新生兒糖尿病) 

 M 先天畸形症候群(Aarskog-Scott氏症候群、瓦登伯格氏症候群、愛伯特氏症、

Smith-Lemli-Opitz氏症候群、Larsen氏症候群（顎裂-先天性脫位症候群）、Beckwith 

Wiedemann氏症候群、Crouzon氏症候群、Fraser氏症候群、多發性翼狀膜症候群、Cornelia 

de Lange氏症候群、海勒曼-史德萊夫氏症候群、歌舞伎症候群、耳-齶-指（趾）症候群、

Conradi-Hunermann氏症候群、Treacher Collins氏症候群、Robinow氏症候群、Pfeiffer氏症

候群、泛酸鹽激酶關聯之神經退化性疾病、指（趾）甲髕骨症候群、CFC症候群、Peters-Plus

症候群、Nager症候群、CHARGE症候群、懷特-薩頓症候群、克斯提洛氏彈性蛋白缺陷症) 

 N 染色體異常(Angelman氏症候群、DiGeorge’s症候群、Prader-Willi氏症候群、威爾姆氏

腫瘤、無虹膜、性器異常、智能障礙症候群（W A G R症候群）、Miller Dieker 症候群、

Rubinstein-Taybi氏症候群、威廉斯氏症候群、Von Hippel–Lindau 症候群、

Branchio-Oto-Renal Syndrome（BOR Syndrome）) 

 Z 其他未分類或不明原因(Cockayne氏症候群、早老症、髮-肝-腸症候群、Stargardt's氏症 

、隱匿性黃斑部失養症) 

 

 

 

 

要保人  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被保險人簽名：                            行銷人員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知後同意書 

夥伴您好！歡迎加入 Lalamove！在開始進行配送之前，請您一定要注意下面這些事項，

包含了工作的環境、可能有哪些風險，以及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一定要遵守的事項，請

各位仔細閱讀，若沒有問題，請簽名後回傳繳回，謝謝！ 

一、夥伴工作範圍為臺灣地區，其服務範圍會因為發展狀況而有所調整，夥伴可在自由承接

訂單時自行規劃區域。 

二、因為大多時間都會在外移動，氣溫變化請多加注意： 

（一） 夏天會有高溫情形，請注意防曬、補充水分跟電解質，有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的

夥伴請一定要多加注意身體狀況。 

（二） 冬天雖然越來越不冷了，但還是可能有寒流來，溫度驟降或是日夜溫差大，請夥

伴注意保暖，有心血管疾病的夥伴要隨時注意身體狀況喔。 

三、 下雨時雖然訂單很多，但是安全很重要： 

（一） 下雨天視線容易不清楚，所以請不要搶快，儘管夥伴技術很好，但是其他人技術

不一定這麼好，被撞或是突然出現造成意外都很不好。 

（二） 地面濕滑很危險，尤其標線漆、積水、施工鐵板、地磚、水溝蓋等等，請多加注

意在上面時進行加減速。 

四、 政府因為天然災害發佈停班，像是颱風天宣布停止上班，夥伴如果在該區域請千萬不要

出來配送，有承接預約訂單請跟用戶還有客服說一聲就好，錢可以之後再賺，但生命沒

了是要不回來的。 

五、 交通安全還是宣導一下： 

（一） 馬路三寶絕對比您想像的多，我們自己守法沒問題，別人卻不一定，所以請預設

其他駕駛人不一定會守法，這樣夥伴會比較有警惕心，別人對夥伴造成的意外可

以大大減少。 

（二） 只要遇到比您大台的車請盡量閃遠遠的，很多悲劇都是靠太近發生，所有車輛都

有視線死角，輕微擦撞可能事小，但是重傷或死亡很多人會很難過。 

（三） 晚上大家視線都不好，身穿有反光條的衣物，或是裝配反光標示可以讓很多人知

道您的存在。 

（四） 接單之前請檢查一下車輛，機油、汽油、大小燈、方向警示燈、煞車功能、輪胎

紋等，都出來賺錢了，半路車拋錨會很嘔。 

六、 除了考駕照時的法規要注意外，這裡還有些規定一定要遵守： 

（一）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與「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都在說明各位配送到食物

要注意的事項，包括：配送時請勿吸煙、嚼檳榔、喝酒，食物包裝要完整，冷熱

要隔離，食物要在 1小時之內送達，使用核可的保溫袋以及保溫袋清潔等重點。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細則主要是保護各位，像是強制險；各位在配送過程

中如有發生任何事故，也請聯繫客服，將相關證明回傳照片備查。 

（三） 「藥事法」是規範跟藥品有關的行為，若是配送到藥品請一定要注意，像是：不

能有推銷行為、協助購買時必須是用戶指定廠牌的藥品等。 

 



七、適當的休息好處很多，像是夥伴不會因為太累，不小心臭臉影響到服務；駕駛時不會精

神不濟，影響人身安全；所以一定要安排時間好好吃飯跟休息！ 

八、夥伴若於配送期間有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件之發生，或有發生之可能時，請通知客服或

相關人員，由客服或相關人員幫忙協調處理；相關事件的處理最主要都是要保護夥伴，

不讓夥伴陷入危險情境之中，客服與相關人員很清楚處理的注意事項，請夥伴一定要多

加配合喔！ 

九、如果夥伴有違反法規規定或公司依法所設置的規定，還造成您、用戶、公司或其他第三

人以上的損失，將會由夥伴全部概括承受，所以有任何疑問或狀況請聯繫客服，讓客服

做第三方驗證來保護夥伴喔！ 

十、本同意書以公告最新版本為準，依據法規、命令等相關內容之發佈或更動，會修改本同

意書的內容，請您留意公告。 

同意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