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項目：※保險商品之文號及日期(傳統型商品)※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9條第1款
維護日期：民國111年1月20日
維護單位：商品部
更新週期：不定期 

壽險、意外險、醫療險附約
商品名稱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91年9月25日 台財保字第0910750955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07月01日 國壽字第109070145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 90年01月08日 台財保字第0890713029號

中華民國108年04月09日(108.12.31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

中華民國108年06月13日(108.12.31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33330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94年9月26日 國壽字第94090319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108年04月09日(108.12.31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93年10月11日 國壽字第93100142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108年04月09日(108.12.31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97年11月24日 國壽字第97110757號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國壽字第105010060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98年5月19日 國壽字第98050548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99年2月2日 國壽字第99020075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107年06月07日(107.09.13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99年 6月11日 國壽字第99060415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0年5月12日 國壽字第100050001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07月01日 國壽字第109070136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1年7月1日 國壽字第101070001號

110.01.01國壽字第11001002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2年1月1日 國壽字第102010019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2年1月1日 國壽字第102010024號

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 國壽字第104030194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4年3月18日 國壽字第104031925號

核 准 文 號

中華民國107年06月07日(107.09.13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4年5月25日 國壽字第104050281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4年07月07日 國壽字第104070117號

中華民國108年09月03日 國壽字第108090004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4年07月07日 國壽字第104070116號

中華民國108年09月03日 國壽字第108090005號

110.01.01 國壽字第 110010020 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ｅ悠遊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擴大手術協議範圍批註條款

102.01.01國壽字第102010018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傷害附約身故保險金批註條款(15足歲以下一年期傷害保險適用)

國泰人壽個人傷害保險免費擴大保障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附約延續批註條款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106.01.01國壽字第106010051號函備查

109.09.01依109.07.08金管保壽字第1090423012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真乖寶貝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滿期保險金受益人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鍾安心特定傷病定期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健康附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長年期附約延續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真關懷保險費豁免附約

國泰人壽ｅ悠遊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保險金給付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利率變動型商品增值回饋分享金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外幣保險單借款批註條款(非投資型商品)

國泰人壽新永安保險費豁免健康保險附約

(投資型保險商品專屬)

98.04.20 國壽字第 98040638 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真安宜保險費豁免附約(甲型、乙型)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16號函備查

102.09.06國壽字第102090003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真永健住院日額健康保險附約

99.02.02國壽字第99020074號函備查

110.07.01依110.01.05金管保財字第10904951394號函修正

99.02.03國壽字第99020116號函備查

103.07.31國壽字第103073028號函備查

110.12.01依110.11.29金管保壽字第1100149165號函修正
國泰人壽微型個人傷害醫療保險附約

98.12.29國壽字第98120872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註條款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36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傷害保險附約更約權批註條款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37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乙型)

98.12.29國壽字第98120871號函備查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38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甲型)

102.11.06國壽字第102110003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旅行平安保險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丙型)

國泰人壽附加傷害保險給付特約(家庭型)死亡保險金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個人傷害保險免費擴大保障批註條款

110.07.01依110.01.05金管保財字第10904951394號函修正

110.01.01國壽字第110010028號函備查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31日 國壽字第105031141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 國壽字第109070141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96年8月17日 國壽字第96080313號

核 准 文 號

中華民國109年07月01日 國壽字第109070143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7年06月15日 國壽字第107060220號

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90年04月20日 國壽字第90040335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108年04月09日(108.12.31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

備查文號 國壽字第90040335號

中華民國90年04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108年04月09日(108.12.31修正)

備查文號 國壽字第90040457號

中華民國90年04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

核准文號

中華民國108年04月09日(108.12.31修正)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8年3月31日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9年03月24日 國壽字第109030001號

中華民國109年07月01日 國壽字第109070154號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9年04月28日 國壽字第1090406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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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人壽境外資金匯回購買國內保險商品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利即保騎乘機車或自行車傷害醫療限額保險金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利即保行人或大眾交通工具傷害醫療限額保險金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利即保駕乘汽車傷害醫療限額保險金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心安逸疾病預防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享保障小額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自由配一年定期初次罹患癌症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自由配一年定期健康保險附約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92號函備查

104.09.30國壽字第104091075號函備查

106.01.01國壽字第106010049號函備查

110.01.01國壽字第110010034號函備查

109.03.11國壽字第109030424號函備查

110.12.16國壽字第1100120047號函備查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28號函備查

107.11.18國壽字第107110017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鑫留學御守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甲型）
104.09.30國壽字第104091078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94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e悠遊旅行平安保險海外醫療專機運送附加條款(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 國壽字第108090007號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205號函備查

110.11.26國壽字第1100111117號函備查

110.12.30國壽字第1100120828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69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93號函備查

110.08.31國壽字第1100081137號函備查

106.01.01國壽字第106010047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好全方位傷害保險附約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91號函備查

107.11.15國壽字第107110169號函備查

110.01.01國壽字第 110010036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珍愛寶貝一年定期傷害醫療保險附約(無身故給付)

110.01.01國壽字第110010021號函備查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43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Hen享平安定期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保險契約用詞異動批註條款

107.03.29國壽字第 107030721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72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真大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批註條款

國泰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批註條款

國泰新美滿人生101終身壽險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鍾心祝福重大疾病定期健康保險附約(乙型)

國泰人壽金骨力傷害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新意外傷害事故骨折保險金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主契約終止附約延續批註條款(國泰人壽鍾愛健康附約延續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新騎乘機車或自行車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附加條款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70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新行人或大眾交通工具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附加條款

106.03.01國壽字第106030003號函備查

110.08.26國壽字第1100080937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真心康愛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105.06.02金管保壽字第10502063980號函核准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34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旅行平安保險海外醫療專機運送附加條款(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

國泰人壽鑫留學御守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給付附加條款（甲型）

國泰人壽鑫留學御守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乙型）

104.09.30國壽字第104091076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新傷害醫療限額保險金附加條款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65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修正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智樂活Walker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法定傳染病排除等待期間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新假日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新溢起鍾心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
110.07.01國壽字第 110070174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溢起守護定期健康保險附約
110.02.26 依 110.02.18 金管保壽字第 10904358445號函修正

107.11.15國壽字第107110221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64號函備查

107.11.15國壽字第107110170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63號函備查

107.11.15國壽字第107110168號函備查

110.01.01國壽字第 110010027號函備查

107.11.15國壽字第107110167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增值回饋分享金計算方式異動批註條款 國壽字第108031139號

國泰人壽鑫留學御守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乙型）
104.09.30國壽字第104091077號函備查

109.11.12國壽字第109110022號函備查

109.11.12國壽字第109110021號函備查

備 查 文 號

中華民國108年09月03日

國泰人壽實全心意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109.03.24國壽字第109030402號函備查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010號函備查

110.06.17國壽字第110060012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溢起健康附加條款

110.07.01國壽字第110070188號函備查

109.12.30國壽字第109120004號函備查

109.12.30國壽字第109120005號函備查

109.12.30國壽字第109120003號函備查

110.03.31國壽字第110031213號函備查

110.08.31國壽字第1100081181號函備查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國泰人壽自由配一年定期特定處置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自由配一年定期加護燒燙傷病房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罹癌基因檢測服務批註條款(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

國泰人壽增實在自負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國泰人壽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身故保險金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110.12.09國壽字第1100120024號函備查

110.12.30國壽字第1100120897號函備查

110.09.09國壽字第1100090010號函備查

110.12.30國壽字第1100120716號函備查

110.08.31國壽字第1100081135號函備查

110.08.31國壽字第1100081179號函備查

110.08.31國壽字第1100081184號函備查
國泰人壽自由配一年定期意外住院日額傷害保險附約

110.12.01國壽字第1100120041號函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