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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投保或附加含喪葬費用保險金保險商品確認聲明書 

適用商品：  詳通知函或參附表商品清單    

 (未滿 15足歲被保險人適用) 

 

 

經國泰人壽通知，本人(要保人）可為未滿 15足歲之被保險人選擇投保或加保或附加含喪葬費用保險金

之保險商品： 

 

 

 

 

本人及被保險人、法定代理人已充分瞭解相關保險權利，並選擇不投保或加保或附加含喪

葬費用保險金之保險商品，於未來續保時如欲改投保含喪葬費用保險金之保險商品，需由

本人另行提出申請。 
 

 

 

 

 

此致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要保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被保險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未滿 7足歲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7歲(含)以上未滿 20足歲且未婚者，由本人及法定代理 人簽名。) 

 

聲明日期：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本文件需簽名之欄位，已由簽名欄所稱之當事人本人親自簽名，且經業務員／執業經紀人（代理人）親

視簽名無誤。 

業務員／執業經紀人（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登錄證字號/ID：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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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商品清單_個險適用 
國泰人壽 GO 安家保本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美事年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幸福保本養老保險歲滿期 國泰人壽熱火青春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 GO 經典 101 美元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美佳２２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金多利利率變動型美元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澳世群雄利率變動型澳幣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 GO 鑫福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美添鑫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金利多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澳多鑫澳幣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Ｈｉ利世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美滿３０３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金采一百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澳利福澳幣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ＯＩＵ好利ＨＩＧＨ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美樂２１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金采滿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澳利賜年利率變動型澳幣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ＯＩＵ美添ＧＯ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美樂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金美鑫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澳利優澳幣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ＯＩＵ美添給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美賜年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美利多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龍騰四海利率變動型人民幣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小樹苗保險 國泰人壽美鑽２２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美利成對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優世紀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心鑫相連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美鑫２２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美利成雙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簡單愛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月月有利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美鑫６２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美事年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豐利１７５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月月鑫安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益利多多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真守護平安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闔家愛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平安保本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益美多多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悠活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闔購愛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平安愛傷害及住院醫療保險附約－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 國泰人壽益美多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悠美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雙美月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多益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益美利加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添采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雙美年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多順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益美利多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添采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雙美添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多福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益美利優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添美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雙添利多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好平安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真全方位死亡及失能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新添美裕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歡喜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好事多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真好骨力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新添美樂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鑫中國利率變動型人民幣保險 

國泰人壽好事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真守護平安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添富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鑫多利利率變動型美元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守護平安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真寶貝傷害保險附約(Ａ型) 國泰人壽新添鑽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鑫利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快樂ＧＯ交通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高枕無憂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新富世紀變額壽險甲型 國泰人壽鑫享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佳美年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常利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晶鑽人生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鑫花祿 FUN 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兩全其美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常發添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經典１０１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鑫美利利率變動型美元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兩全美滿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常樂美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經典５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鑫美發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兩全得利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得利年年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新熱火青春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鑫彩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兩全滿利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悠活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澳多鑫澳幣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鑫想事成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兩全優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悠美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龍騰四海利率變動型人民幣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鑫經典１０１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卓越理財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添旺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優世紀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鑫福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添采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豐彩１０１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鑫龍騰四海利率變動型人民幣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尚美添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添美多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寶貝傷害保險附約(Ａ型) 國寶人壽人身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尚樂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利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鑫中國利率變動型人民幣保險 國寶人壽生存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尚優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添美旺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鑫美利利率變動型美元養老保險 國寶人壽年年得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幸福保本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金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鑫添鑫終身壽險 國寶人壽活利發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幸福保本養老保險歲滿期 國泰人壽添美盛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祿永年年終身保險 國寶人壽得意年年增額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旺利賜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富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祿利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寶人壽順心如意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金多利利率變動型美元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發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祿利美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寶人壽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金好運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意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祿享年年終身保險 國寶人壽新永泰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金好鑽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裕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祿美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添旺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金利多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添美樂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經典１０１美元終身壽險 富利多多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金佳意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鑽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經典５０美元終身保險 晶鑽人生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金采一百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美鑫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雋永年年終身保險 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金采傳承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豐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雋享年年終身保險 意保安康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金采滿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添鑽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雋美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新幸福保本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金美發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富利多多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滿添鑫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萬無意失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金美鑫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富利成對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滿意１７７終身保險 滿鑫歡喜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珍美利２１５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富利成雙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滿鑫歡喜終身保險 歡喜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珍鑫福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晶鑽人生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福鑫高照終身壽險 鑫享年年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盈利雙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菁英育成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增美福美元終身壽險 鑫經典１０１美元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美年加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超經典１０１美元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增美樂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永保平安防癌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美年得利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微馨愛小額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增添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安心保倍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美年添鑫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意保安康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增添采終身壽險 幸福人壽一路挺你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年開鑫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心鑫相連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增善美美元終身壽險 幸福人壽幸福長樂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 101 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國泰人壽新月月鑫安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樂利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幸福人壽幸福美滿增額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美利２２５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全方位死殘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樂利美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幸福人壽精典還本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人生利率變動型美元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新多福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樂事年年終身保險 幸福人壽精采還本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多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好骨力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樂享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幸福人壽精湛還本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多金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守護平安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樂活飛揚外幣變額壽險 幸福人壽鑫想事成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成對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兩全其美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樂活飛揚變額壽險 幸福長發還本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成雙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兩全美滿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樂美加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幸福保本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開鑫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兩全得利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樂美年年美元終身保險 珍愛平安防癌定期保險(A 型) 

國泰人壽美利賜年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新卓越理財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樂美添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真心平安防癌定期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優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樂添多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高枕無憂養老保險 

國泰人壽美利鑫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國泰人壽樂添利多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國泰人壽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丁型 

國泰人壽創世紀變額萬能甲型－初年度最低保險費方式 國泰人壽創世紀變額萬能甲型-保費費用方式 國泰人壽富世紀變額壽險甲型 國泰人壽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乙型） 

國泰人壽新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乙型） 國泰人壽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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