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人壽溢起健康系列保險商品 

「健康促進續保保險費折減」相關說明 

依「國泰人壽溢起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國泰人壽溢起順心手術醫療健康保險附

約」、「國泰人壽(新)溢起鍾心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及「國泰人壽溢起守護定期健康保險

附約」(以下簡稱本附約)條款約定，保險年齡達 21 歲（含）以上之被保險人於「指定期

間」符合特定健康促進條件，並以本公司「指定之方式」提供證明，即可享「健康促進續保

保險費折減」(以下簡稱本折減)，詳細說明如下。 

一、 本折減適用資格及規定是什麼? 

本附約有效期間內，保險年齡達 21 歲(含)以上之被保險人於「指定期間」註 1符合下

列條件者，本公司按下列三款約定之比例合計(最高 15%)，折減本附約(不含主契

約、其他附約、附加條款、批註條款)次一續保保險期間之保險費。但豁免、墊繳或

復效之保險費，不適用前述折減約定：  

 

1.累積「單月達標」註 2之次數符合下表所定標準之一者： 

單月達標次數 續保保險費折減比例 

3~5 次 1% 

6~8 次 6% 

9 次以上 8% 

採所符合最高單月達標次數標準之折減比例（例如累積 12 次單月達標所符合之

最高單月達標次數標準為 9 次以上，續保保險費折減比例為 8%）。 

被保險人應使用本公司指定之程式，註冊完成且授權本公司取得被保險人裝置內的

步數紀錄，並透過電子傳輸方式，於每個曆月五日以前成功傳輸上一個曆月的步數

紀錄，本公司將依傳輸的資料計算被保險人步數是否達標。 

2.依本公司指定之方式提供該「指定期間」內所作之「健康檢查報告」註 3者：6%。 

3.依本公司指定之方式提供該「指定期間」內所作「疫苗接種」註 4或「癌症篩檢」註 5

之證明者：1%。 

同一續保期間內，前項折減各款分別以一次為限。但所符合各款折減比例應合併計算 

註 1：「指定期間」之說明詳如第二題。 

註 2：「單月達標」指被保險人單一曆月至少有 21 日單日步數達 7,500 步以上。 

註 3：「健康檢查報告」之說明詳如第三題。 

註 4：「疫苗接種」之說明詳如第四題。 

註 5：「癌症篩檢」之說明詳如第五題。 

  



二、 「指定期間」是指那段期間? 

本附約投保時：自本附約生效日的次月一日起，至本附約生效滿一週年的前二個完整

曆月的末日 

本附約續保時：以續保日前一個完整曆月的首日起，至續保週年日的前二個完整曆月

的末日。 

例如：本附約生效日為 109 年 11 月 12 日，則投保時之「指定期間」為 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共 10 個月)，續保時之「指定期間」為 110 年 10

月 1 日至 111 年 9 月 30 日(共 12 個月)，之後以此類推，如下圖: 

三、 本折減所指之「健康檢查報告」是什麼? 

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領有開業執照之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之合格醫事人員所作

成，至少包含被保險人身高、體重、血壓、血糖、血脂肪（包括膽固醇及三酸甘油

脂）等數值之檢查報告。「健康檢查報告」證明文件範例詳如第九題。 

四、 本折減所指之「疫苗接種」是什麼? 

指接種經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核准使用之預防流行性感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或肺炎鏈球菌感染之疫苗。「疫苗接種」證明文件範例詳如第十題。 

五、 本折減所指之「癌症篩檢」是什麼? 

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領有開業執照之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之合格醫事人員所

作，以篩查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或口腔癌為目的之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子宮頸

抹片檢查、糞便潛血檢查或口腔黏膜檢查。「癌症篩檢」證明文件範例詳如第十一

題。 

六、 「健康檢查報告」結果有異常(紅字)、「癌症篩檢」結果有異常，會因此喪失本折減

的適用資格嗎? 

不會唷，本折減的目的在於鼓勵保戶透過定期檢查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因此不

會因為「健康檢查報告」或「癌症篩檢」結果有異常而喪失本折減適用資格。 



七、 須以「指定之方式」提供符合本折減之證明，之「指定之方式」是什麼? 

單月達標(健走) 

被保險人須先註冊國泰人壽會員，並使用國泰人壽 App(Cathay Walker Plus)，於每

個月 5 日前成功上傳前一個月步數紀錄。 

健康檢查報告、疫苗接種或癌症篩檢之證明文件 

被保險人須先註冊國泰人壽會員，並至國泰人壽官方網站會員專區(或以國泰人壽

App)，上傳證明文件。 

※國泰人壽官網會員專區上傳路徑 

國泰人壽官網>會員登入>選單 「文件與服務申請」>健康促進證明文件上傳 

 

八、 本折減之證明文件，何時開放上傳? 

預計 110 年 6 月 30 日起開放文件上傳。 

  



九、 「健康檢查報告」證明文件注意事項 

健康檢查報告須包含受檢者姓名(或身分證字號)、檢測日期、醫療院所及身高、體

重、血壓、血糖、血脂肪（包括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等數值。 

證明文件範例如下：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檢查項目 

醫療院所 

檢測日期 



十、 「疫苗接種」證明文件注意事項 

證明文件須包含接種者姓名(或身分證字號)、接種日期、醫療院所、疫苗接種項目。 

(疫苗接種項目為預防流行性感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或肺炎鏈球菌感染之疫苗。) 

證明文件範例如下： 

 

 

 

 

 

醫療院所 

接種日期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接種項目 



十一、「癌症篩檢」證明文件注意事項 

證明文件須包含受檢者姓名(或身分證字號)、檢測日期、醫療院所、癌症篩檢項目。 

(癌症篩檢項目為篩查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或口腔癌為目的之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子宮頸抹片檢

查、糞便潛血檢查或口腔黏膜檢查。) 

證明文件範例如下： 

 

檢測日期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篩檢項目 

醫療院所 



 

十二、如果公費疫苗接種或是公費癌症篩檢沒有相關證明文件怎麼辦? 

可以使用政府建置的「健康存摺」系統來截取相關紀錄的畫面，原則上公費疫苗接種

或是公費癌症篩檢醫療紀錄皆會上傳至「健康存摺」系統中。 

十三、「健康存摺」是什麼? 

「健康存摺」是以儲存自身健康資料之概念為基礎，所開發的線上健康資料查詢系

統。民眾可以透過網路，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通過身分驗證後，即可申請下載自

己的「健康存摺」。 

  

檢測日期 

篩檢項目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醫療院所 



十四、「健康存摺」操作說明 

【網頁版】 

連結網址 https://myhealthbank.nhi.gov.tw/IHKE0002/IHKE0002S01.aspx 

【行動版】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98F22C99E092DC9A&topn=CA4

28784F9ED78C9 

十五、 健康存摺-相關紀錄範例 

【網頁版】 

範例一(疫苗接種) 

 

範例二(癌症篩檢)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接種日期 

接種項目 

醫療院所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檢測日期 

篩檢項目 

醫療院所 

https://myhealthbank.nhi.gov.tw/IHKE0002/IHKE0002S01.aspx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98F22C99E092DC9A&topn=CA428784F9ED78C9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98F22C99E092DC9A&topn=CA428784F9ED78C9


【行動版】 

※行動版需同時檢附身分證明與醫療紀錄頁面(如範例三、四)                      

 

 

 

 

範例三(疫苗接種) 

範例四(癌症篩檢)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接種日期 

接種項目 

醫療院所 

被保險人

身分辨認 

篩檢項目 

檢測日期 

醫療院所 



十六、行動版健康存摺相關紀錄該如何截取? 

 Step1 點選健康存摺 Step2 點選左上角≡ 

Step3 身分證明截圖，並往下滑 Step4 點選預防接種資料/癌症篩檢結果 



政府公費
健康檢查說明

(一) 公費項目有哪些

政府公費健康檢查涵蓋各種項目，以下列出溢起系列保單外溢條件之各相關檢
查，分別為四癌篩檢、成人健康檢查、疫苗接種三大類。

1.四癌篩檢

2.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12&pid=110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89

口腔黏膜

目視及觸診
口腔黏膜檢查

1.子宮頸抹片採樣
2.骨盆腔檢查
3.子宮頸細胞病理檢驗

30歲以上女性

40~44歲二等親內
曾患乳癌女性或
45~69歲女性

50~74歲
一般民眾

乳房攝影檢查 定量糞便
採樣檢查

2年一次 2年一次1年一次2年一次

18~29歲檳榔
(含已戒)原住民或
30歲以上檳榔
(含已戒)或吸菸者

檢查細項

適用族群

檢查細項
(參考

附件一)

1.基本資料：基本問卷調查
2.身體檢查：一般理學檢查
3.實驗室檢查：尿液、腎絲球過濾率、血液生化檢查
4.健康諮詢：健康與公共衛生習慣諮詢

35歲以上小兒麻痺患者
或55歲以上原住民
或65歲以上一般民眾

1年一次 3年一次

40歲~64歲一般民眾適用族群

檢查頻率

檢查頻率

子宮頸抹片 乳房攝影
定量免疫法
糞便潛血



(二) 前往何處檢查

附件一、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項目

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項目如下： 

1.基本資料：問卷（疾病史、家族史、服藥史、健康行為、憂鬱檢測等）

2.身體檢查：一般理學檢查、身高、體重、 血壓、身體質量指數(BMI )、腰圍

3.實驗室檢查：

(1)尿液檢查: 蛋白質

(2)腎絲球過濾率（eGFR）計算

(3)血液生化檢查：GOT、GPT、肌酸酐、血糖、血脂（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計算）

4.健康諮詢：戒菸、節酒、戒檳榔、規律運動、維持正常體重、健康飲食、事故傷害

預防、口腔保健

(三) 如何查詢前次公費健檢時間

3.疫苗接種

民眾可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網站，進入健保特約醫事機構查詢系統
(https://www.nhi.gov.tw/QueryN/Query3.aspx)查詢全台有提供各項公費健康檢查的特
約醫事機構。

若不確定前次使用公費健檢的時間，民眾可上國民健康保險健康存摺網站
(https://myhealthbank.nhi.gov.tw/IHKE0002/IHKE0002S01.ASPX#)查詢個人前次使用公
費健檢的日期。

肺炎鏈球菌疫苗

肺炎鏈球菌多醣體
疫苗23價接種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依當季流行病株分配
施打優先順序

1年一次 待中央政府統一公告

待中央政府統一公告75歲以上且未曾接種者

終身一次

流感疫苗 COVID-19疫苗

COVID-19疫苗接種檢查細項

適用族群

檢查頻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_MJYeQXoPjzYik1sYwTj6Q

**以上資訊的更新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疾病管制署之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