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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項保險商品
4-1 商品名稱與核准、核備、備查日期及文號
傳統型個人險商品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附約延續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91年04月23日
(105)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個人意外傷害保 中華民國99年3月8日
險附約適用保險法第107條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修正之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
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註條
款
台灣人壽守護之愛提前給付
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2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歲歲平安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87年08月26日
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歲歲平安傷害醫療 中華民國87年08月26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長安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91年11月2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傷害保險免費擴增
海外傷害身故保險給付及搭
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傷害身
故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台灣人壽新住院醫療保險附
約

中華民國96年08月01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中華民國87年03月23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財保字第 0910703506 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99 大商發字第 017 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0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7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財保第 872441212 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財保第 872441255 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13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804933330 號函修正
91 大法字第 033 號函核備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96 大商發字第 061 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財保第 871810834 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13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80493333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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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安心守護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7年8月4日
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守護傷害醫療 中華民國97年8月4日
日額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平準型定期壽險附 中華民國101年10月31日
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豁免保險費 中華民國102年3月29日
帳戶型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78年04月2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定期壽險

中華民國78年05月02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長安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0年07月25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守護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7年8月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全家保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8年5月25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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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97大商發字第08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97大商發字第08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1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90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15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財融第 780845244 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台財融第 780846501 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13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804933330 號函修正
90 大法字第 028 號函核備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97大商發字第08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98 大商發字第 048 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管
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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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新健康寶醫療終身 中華民國101年10月11日
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福滿人生終身壽險 中華民國102年1月16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龍耀一世終身壽險 中華民國105年8月26日
中華民國108年7月1日
(實物給付型)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鑫永保安康終身保 中華民國102年8月26日
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首護一年期帳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7日
戶型癌症健康保險附約(108)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珍Go實在醫療帳戶 中華民國104年4月30日
終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年年平安傷害醫療 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
保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要保人豁免保險費 中華民國92年06月18日
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失能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94年01月11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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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101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85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05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11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50209936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20057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92320044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6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39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4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4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32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0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財保第0920750871號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金管保二字第09302523470號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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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實支實付醫療健康 中華民國99年09月03日
保險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世紀醫療保險附 中華民國86年03月31日
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住院醫療日 中華民國100年05月03日
額健康保險附約(新)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住院醫療日 中華民國99年06月25日
額帳戶型健康保險附約(新)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癌症健康保 中華民國99年12月10日
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帳戶型癌症 中華民國99年12月10日
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帳戶型特定 中華民國100年07月05日
傷病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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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宏總字第9930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財保第861771059號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014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9921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9951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9951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021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一年期特定傷病健 中華民國101年03月26日
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二至六級失 中華民國101年07月11日
能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一至六級失 中華民國101年07月11日
能扶助金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帳戶型一至 中華民國102年07月12日
六級失能扶助金健康保險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手術醫療健 中華民國102年08月08日
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新住院日額 中華民國102年08月08日
型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85年03月25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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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宏總字第10103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128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128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2351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243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243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財保第851782265號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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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81年07月01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中華民國89年11月09日
給付附加條款(日額型)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帳戶型意外 中華民國102年07月12日
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中華民國89年03月17日
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生命尊嚴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82年08月25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3年6月13日
年金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珍安心一年期日額 中華民國103年2月17日
型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常保幸福定期壽險 中華民國103年4月1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6/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財保第81096234號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8927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236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8906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財保字第821217210號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6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16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3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彩富養老保險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3年6月20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彩意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3年6月20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五年定期123重大
疾病保險

中華民國103年7月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終身防癌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7日
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扶愛微型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103年9月10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終身手術醫療健康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保險金年金給付(甲 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
型)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增值回饋分享金批 中華民國104年3月20日
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珍窩心 200 長期照 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
顧終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樂生活遞延年金保 中華民國104年5月15日
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7/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5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5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7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11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30210939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一字第13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2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36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3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31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3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新增福成雙120失
能照護終身保險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4年6月12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失能扶助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6月1日
金提前給付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帳戶型傷害 中華民國104年6月26日
醫療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外幣保險商品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
單借款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陸旺美元利率變 中華民國104年8月5日
動型年金保險(OIU)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陸發人民幣利率 中華民國104年8月5日
變動型年金保險(OIU)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好美利美元利率變 中華民國104年10月1日
動型年金保險(OIU)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增鑫安美元利率變 中華民國104年10月1日
動型增額終身壽險(OIU)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金樂活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0日
年金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健康滿分醫療終 中華民國101年07月17日
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健康龍終身醫療 中華民國95年09月21日
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8/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5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40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5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50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6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123號函申報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6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123號函申報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91號函申報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123號函申報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89號函申報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47號函申報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96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1年07月17日101台壽數二字第
0002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14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95年09月21日95台壽數字第
00108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美滿加倍外幣終身 中華民國104年03月11日
保險(01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元氣終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2年03月20日
附約B型(01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元氣終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2年03月20日
附約C型(01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LONG好康手術醫 中華民國102年07月16日
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B型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真勇健醫療健康保 中華民國98年12月30日
險附約A型(05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真勇健醫療健康保 中華民國98年12月30日
險附約B型(05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住院醫療健康保 中華民國83年07月21日
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9/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104年03月11日台壽數二字第
104000014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3月20日102台壽數二字第
00007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3月20日102台壽數二字第
00008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7月16日台壽數二字第
1020000246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8年12月30日98台壽數字第
0018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8年12月30日98台壽數字第
0018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83年07月21日台財錢第
83205716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溫心住院醫療健康 中華民國99年02月10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新平安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78年02月1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龍平安傷害保險附 中華民國94年05月18日
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實支實付傷害醫 中華民國103年01月16日
療保險金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傷害醫療保險金 中華民國103年01月16日
日額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骨折及關節整復 中華民國103年01月16日
手術傷害保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一至六級 中華民國94年09月19日
傷害失能補償保險金附加條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0/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99年02月10日99台壽數字第
0001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78年02月14日台財融字第
78003523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核備文號：94年05月18日94台壽數理字第
0006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01月16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0031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01月16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003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01月16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003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4年09月19日94台壽數理字第
0009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新特定意外傷害保 中華民國95年2月22日
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二至十一 中華民國95年05月11日
級傷害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重大燒燙傷保險 中華民國88年08月12日
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寧保險金批註條 中華民國84年03月21日
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老年住院醫療提前 中華民國93年04月29日
給付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附約延續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2年01月18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利率變動型保險商 中華民國104年04月30日
品增值回饋分享金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利率變動型保險商 中華民國104年06月18日
品增值回饋分享金月給付批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外幣保險單借款成 中華民國104年07月02日
數變更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11/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95年2月22日95台壽數字第00035
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5年05月11日95臺壽數字第
00063 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88年08月12日88台壽企字第3810
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84年03月21日台財保第
84149330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核准文號：93年04月29日台財保0930750980
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1月18日101台壽數二字第
0012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4月30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015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6月18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2008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7月02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2361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新金關懷豁免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05月15日
費保險附約A型(01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金關懷豁免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05月15日
費保險附約B型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05月15日
費保險附約A型(01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 中華民國102年07月16日
費保險附約B型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鑫真愛護豁免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05月15日
費保險附約A型(0101)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鑫真愛護豁免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05月15日
費保險附約B型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旅行平安保險

中華民國68年09月07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2/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104年05月15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164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5月15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1641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5月15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164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7月16日台壽數二字第
102000024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5月15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1648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5月15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164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核准文號：68年09月07日台財錢第2009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01號函備查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海外突發疾病醫療 中華民國89年05月23日
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大愛微型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9年04月2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集體投保型微型傷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
害保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防癌保險

中華民國69年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防癌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76年1月12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防癌健康保 中華民國88年10月19日
險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住院醫療日額給付 中華民國82年06月18日
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長康住院醫療健康 中華民國85年11月06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3/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奉准文號：89年05月23日台財保第
089070439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02號函備查修正
核准文號：99年04月29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06178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12月31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510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69)臺財錢第1724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76年1月12日台財融第760208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核准文號：88年10月19日台財保第
88184663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82年06月18日台財保第
820258940號函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85年11月06日台財保第
85237154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永健住院醫療健康 中華民國93年03月15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特定事故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3年12月17日
附加條款B型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特定傷害保險附 中華民國99年05月10日
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萬全123傷害保險
附約

中華民國91年10月17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長安傷害保險附 中華民國93年06月16日
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骨折及關節整復手 中華民國94年9月19日
術傷害保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特定意外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94年10月12日
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4/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核准文號：93年03月15日台財保字第
093075070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3年12月17日93台壽數理字第
005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9年05月10日99台壽投商字第
00026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核准文號：91年10月17日台財保字第
091070962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核備文號：93年06月16日93台壽數理字第
0028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4年9月19日94台壽數理字第
0009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4年10月12日94台壽數理字第
0010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 中華民國94年10月12日
保險金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日 中華民國94年10月12日
額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二至十一級 中華民國88年06月14日
失能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加 中華民國71年10月28日
特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附加意外傷害（含 中華民國67年6月05日
因病失能）特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保險附加 中華民國73年8月8日
特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意外傷害及醫療保 中華民國73年08月08日
險附加特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5/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94年10月12日94台壽數理字第
0010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4年10月12日94台壽數理字第
00101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88年06月14日88台壽企字第2528
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71年10月28日台財融第2446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67年6月05日(67)台財錢字第
1590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73年8月8日台財融第2060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73年08月08日（73）台財融字第
20601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附加意外傷害特約 中華民國62年10月12日
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平安保險

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奉准文號：62年10月12日(62)台財錢第20278
號函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核准文號：52年02月04日台財錢發第00651
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7年06月20日97台壽投商字第
0005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7年06月20日97台壽投商字第
0005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7年06月20日97台壽投商字第
0005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20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2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5年6月15日

台壽字第105232003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5年6月3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5232004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52年02月0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內扣式特定意外傷 中華民國97年06月20日
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內扣式傷害保險醫 中華民國97年06月20日
療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內扣式住院醫療健 中華民國97年06月20日
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真元氣重大疾病 中華民國105年4月1日
終身健康保險(乙型)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金好利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隨e而安旅行平安
保險

16/40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隨e而安傷害醫療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5年6月3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鑫滿利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鑫順利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一年定期失能健康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5年8月8日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52320044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4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5年8月22日

台壽字第105232004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6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5232009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03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073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23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04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24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05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075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081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082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102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122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011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不離不棄多重給付 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傳愛小額終身壽
險
台灣人壽新e點愛小額終身
壽險
台灣人壽e點愛小額傷害保
險附約

中華民國106年3月3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3月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3月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豁免保險費定 中華民國106年3月31日
期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樂遊保旅行平安保 中華民國106年4月21日
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樂遊保傷害醫療保 中華民國106年4月21日
險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美滿人生美元利率 中華民國106年6月30日
變動型終身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旅行平安保險(網路 中華民國106年9月1日
投保型)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金利High利率變動 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型年金保險
17/40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龍易保住院醫療健 中華民國106年9月30日
康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e富保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6年11月3日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卡安心一年定期重 中華民國106年11月8日
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定期防癌健康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4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一年期帳戶型失能 中華民國107年1月2日
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特定保障型終身 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
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特定保障型美元終 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
身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全保一年定期傷 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高肝人生終身保
險(弱體型)
台灣人壽新真順心手術醫療
終身健康保險
台灣人壽新真安心住院醫療
終身健康保險
台灣人壽享健康特定傷病定
期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2月26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2月26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4月27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特定意外事故傷害 中華民國107年5月18日
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18/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62321059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0119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6232110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19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01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06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09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0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02號函備查
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33330
號函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60213274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34號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17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30號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18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33號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3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44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金安康傷害醫療定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日
期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鑫安180照護終身
保險
台灣人壽鑫安180照護終身
健康保險附約
台灣人壽與愛同行住院醫療
終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8232011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13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台壽字第108232013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7年6月15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72320051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69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鑽美金美元利率變 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動型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Fun心保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唯e守護傷害保險

中華民國108年11月8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Fun心生活燒燙傷
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8年11月8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Fun心生活骨折傷
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8年11月8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Fun心生活特定意
外身故傷害保險附約
台灣人壽有e靠定期壽險

中華民國108年11月8日

台灣人壽新常樂75防癌定期
保險
台灣人壽有愛無礙住院醫療
終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7年7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9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優體定期壽險

中華民國107年8月24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樂齡保終身健康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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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壽字第1072320047號函備查
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3333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10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108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109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110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72320048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58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35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9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7952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20038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97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37號函備查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健康福醫療終身健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0日
康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愛加鑫安防癌終身
保險
台灣人壽常愛鑫安防癌終身
保險
台灣人壽特定保障型美元定
期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72320105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92320042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43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8年3月15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8232000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04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05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12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24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45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29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07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9232001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1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5月1日

台壽字第108232003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5月3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82320031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58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41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67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13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060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愛守護防癌終身健 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
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珍好心180照護終
身健康保險
台灣人壽新龍在天終身壽險
附約(實物給付型)
台灣人壽新美滿傳承美元利
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美利傳承美元利率
變動型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美好鑫旺美元利率
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吉享福即期年金保
險
台灣人壽與糖同行定期健康
保險

台灣人壽新全愛守護防癌終 中華民國108年6月28日
身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珍安心180照護終 中華民國108年7月19日
身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龍圓滿禮殯(實物給 中華民國108年8月30日
付型)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步步保健康定期保 中華民國108年8月30日
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吉美福美元利率變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動型終身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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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壽字第1082320078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3333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92320010號函備查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美滿年年美元利率
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台灣人壽利加倍利率變動型
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美利加倍美元利率
變動型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新臻富美美元利率
變動型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新臻保倍利率變動
型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好享退利率變動型
還本終身保險
台灣人壽美好享退美元利率
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台灣人壽鑫旺福年年利率變
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台灣人壽意保鑫安終身保險
台灣人壽鑫金美滿美元利率
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好鑫旺利率變動型
增額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增利美美元利率變
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金活利利率變動型
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新富滿傳承利率變
動型終身壽險
台灣人壽鑫旺福168還本終
身保險
台灣人壽鑫美利168美元還
本終身保險
台灣人壽美傳勝美元利率變
動型終身壽險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92320011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1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16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0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1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36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82320135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20046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2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1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8日

台壽字第109232004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0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壽字第1092320026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2月6日

台壽字第1092320055號函備查

21/40

2020/3/3

投資型個人險商品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
101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28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愛豐收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能壽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
101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29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愛豐收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101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45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愛豐收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
101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46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愛豐收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台壽字第 1052000001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5 日
101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34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金采88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能壽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5 日
101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35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金采88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
台壽字第1052330018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 日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21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金采88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 日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22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金采88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
台壽字第1052330020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06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飛揚中國人民幣變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額年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6 日
台壽字第1082330090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49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鑫富發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能壽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50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鑫富發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6 日
台壽字第1062331005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51號函備查
台灣人壽鑫富發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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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台灣人壽鑫富發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險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6 日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4 日
台灣人壽享富100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25 日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
台灣人壽新富足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3 日
台灣人壽鑫洋洋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0 日
台灣人壽金采100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能壽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0 日
台灣人壽金采100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4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0 日
台灣人壽金采100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險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0 日
台灣人壽金采100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中華民國105年6月29日
台灣人壽鑫樂退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
台灣人壽鑫富人生外幣變額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壽險
台灣人壽鑫富人生變額壽險

台灣人壽鑫富100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106年12月18日
能壽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鑫富100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106年12月18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5 日
台灣人壽一陸鑽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能壽險(OIU)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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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5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62331003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9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宏總字第99216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01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5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72330062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6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50207409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0001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92330001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0002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1024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04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1025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02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8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123號函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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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0 日
台灣人壽享富贏家外幣變額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年金保險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台灣人壽新大發鴻利變額年 中華民國106年7月26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108年9月6日
中華民國106年9月30日
台灣人壽飛揚中國人民幣變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額萬能壽險
台灣人壽鑫樂活變額年 金保 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險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台灣人壽鑫樂活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107年2月2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台灣人壽鑫富88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107年4月16日
能壽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鑫富88外幣變額年 中華民國107年4月16日
金保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鑫豐收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險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台灣人壽鑫豐收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險
台灣人壽鑫豐收外幣變額年
金保險
台灣人壽鑫豐收外幣變額萬
能壽險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變額年金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保險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外幣變額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外幣變額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萬能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金采保本外幣變額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日
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金采保本外幣變額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日
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鑫富88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鑫富88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24/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金管保壽字第1030210099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0013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088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1020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0741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72330069號函備查修正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0740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72330070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04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08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05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06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 1072330037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72330038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72330039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72330040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72330055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72330056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72330057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72330058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72330051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72330052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003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105 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 1082330004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107 號函備查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鑫富100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鑫富100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險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鑫富旺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險
台灣人壽鑫富旺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鑫富旺外幣變 額年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金保險
台灣人壽鑫富旺外幣變額萬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能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臻鑫100變額萬能壽 中華民國108年9月2日
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臻鑫100變額年金保 中華民國108年9月2日
險
台灣人壽富享人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日
壽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96年11月22日
台灣人壽新變額萬能壽險投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96年11月22日
台灣人壽變額萬能壽險投資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97年02月01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台灣人壽鴻運人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97年02月01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台灣人壽珍愛一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97年02月01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台灣人壽金鑽一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25/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 1082330005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101 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 1082330006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103 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 1082330015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016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82330017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018 號函備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82330043 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 1082330044 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 1082330051 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96大商發字第12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72號函備查修正
96大商發字第12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71號函備查修正
宏總字第97050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9705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97056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97年12月03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台灣人壽逍遙人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台灣人壽全鑫全利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台灣人壽守富人生變額萬能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掌握人生變額萬能
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96年11月01日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5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一)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免送審
的(三)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104年5月1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四)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104年7月20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五)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5年6月23日
的(六)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的(七)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日
中華民國103年6月5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撥回投資標的(二)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4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撥回投資標的(三)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4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撥回投資標的(四)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26/40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宏總字第97510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08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09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6年11月01日96台壽投商字第
00090號
台壽字第1082330086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5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67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01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6233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82330064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6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65號函備查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92330038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16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066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41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055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5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8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85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撥回投資標的(五)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4年4月10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撥回投資標的(六)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4年3月20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撥回投資標的(七)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5年7月15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八)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8月22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九)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8月26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十)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十一)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十二)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十三)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十四)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撥回投資標的(十五)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 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
標到期基金(一)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 中華民國106年2月24日
標到期基金(二)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 中華民國106年12月18日
標到期基金(三)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保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日
本型基金(一)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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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0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22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104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1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27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33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36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59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71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30019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30045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30052號函備查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0003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09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0004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10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62331033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11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53號函備查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1年4月10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第一次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投資日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日
中華民國102年5月3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自動平衡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日
中華民國102年5月3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自動停利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中華民國99年7月1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定期提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領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中華民國100年2月15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收益分配方式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中華民國94年07月01日
台灣人壽變額萬能壽險定期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定額提領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6年9月26日
中華民國101年05月08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資產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回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2年07月12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商品指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9日
定投資標的扣除每月費用 批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註條款
中華民國106年9月1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商品指 中華民國103年5月30日
定投資標的扣取每月扣除額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3年8月21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指定標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的再投入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日
中華民國99年01月20日
台灣人壽指數股票型基金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1年06月15日
台灣人壽領航世紀變額年金
保險貨幣型基金投資標的批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1年07月18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的轉換指定交易日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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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金管保品字第10102046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46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18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54號函備查修正
102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1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72330044號函備查修正
99大商發字第050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72330042號函備查修正
100大商發字第049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金管保二字第0940203201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62331013號函備查修正
宏總字第10119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宏總字第102344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202554360號函核准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62331011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57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103中信壽商發二字第073號函備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82330053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99年01月20日98台壽投商字第
00065號
台壽字第1052000015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1年06月15日101台壽數一字
第0007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台壽字第1052000001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1年07月18日101台壽數一字
第00087號
台壽字第1052000020號函備查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9日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管理帳戶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投資標的批註條款(106)
中華民國102年02月26日
台灣人壽匯率參考機構批註
條款
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2年02月26日
台灣人壽新配息型投資標的
批註條款(106)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7日
台灣人壽貨幣型基金投資標
的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中華民國103年1月17日
台灣人壽共同基金投資標的
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指定交 中華民國105年6月20日
易計價日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3日
的轉換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中華民國108年3月7日
的定期買回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投資標的運用期屆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
滿之金額處理方式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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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101年11月19日101台壽數一字
第00104號
依108年12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38386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2月26日102台壽數一字
第00008號
台壽字第1052000035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2月26日102台壽數一字
第00009號
台壽字第1082330076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11月27日台壽數一字第
1020003361號
台壽字第1082330075號函備查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1月17日台壽數一字第
1030000040號
台壽字第1082330074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52330022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72330047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72330072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010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82330113號函備查

2020/3/3

團體險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日額
給付保險附約

台灣人壽團體新一年定期壽
險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新定期重
大疾病保險

台灣人壽團體新傷害保險

台灣人壽團體新傷害保險給
付附加條款(甲型)

台灣人壽團體新傷害保險給
付附加條款(乙型)

台灣人壽團體新傷害保險給
付附加條款(丙型)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限額
保險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限額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甲型)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限額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乙型)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 83 年 01 月 17 日 台財保第 832051071 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大商發一字第001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大商發一字第002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
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
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0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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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限額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丙型)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限額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丁型)

台灣人壽團體防癌保險

台灣人壽團體被保險人異動
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退休人員
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一年
定期壽險

台灣人壽漁民團體一年定期
壽險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一年
定期傷害保險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一年
定期住院手術健康保險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一年
定期癌症健康保險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一年
定期住院日額健康保險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1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1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 大商發一字第 01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大商發一字第013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 台壽字第 1062320066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100大商發一字第014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 台壽字第 1062320070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4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 日
台壽字第 107232007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4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
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4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4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4 日 103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1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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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傷害
保險骨折未住院給付附加條
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健康
保險無疾病等待期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保險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受益人指定及變更批註條
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保險
被保險人異動加退保方式批
註條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日額
型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
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傷害
保險重大傷害失能給付附加
條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傷害
保險特定燒燙傷給付附加條
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健康
保險住院日額給付附加條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一年
定期職業災害給付傷害保險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健康
保險海外住院日額給付附加
條款
台灣人壽扶愛微型團體傷害
保險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4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4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4 日 依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5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 台壽字第 1062320068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5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 台壽字第 1062320069 號函備查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 103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13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 103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13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 103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13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 103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14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1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1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5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及依 108 年 6 月 21 日金
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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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扶愛微型團體實支
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
加條款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健康
保險門診給付附加條款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壽險

台灣人壽團體微型傷害保險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傷害
保險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期重大疾
病保險

台灣人壽金平安團體一年定
期傷害保險

台灣人壽新團體傷害醫療保
險附約

台灣人壽團體傷害醫療住院
日額保險附約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5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一字第 09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
依 108 年 4 月 9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68年12月05日
核准文號：68年12月05日台財錢第23920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09月15日
備查文號：104年09月15日台壽數字第
1040003885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82年03月18日
奉准文號：82年03月18日台財保第
820095804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86年03月25日
核准文號：86年03月25日台財保第
861772071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
備查文號：102年12月18日台壽數二字第
1020003506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82年09月15日
核准文號：82年09月15日台財保第
820361385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9日
備查文號：101年11月19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085號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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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實支
實付健康保險附約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2年01月0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金福企團體住院醫
療實支實付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3年07月31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團體住院醫療日
額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期二至十
一級失能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88年05月2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期安心照
護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4年0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期防癌健
康保險

中華民國88年03月05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團體一年期防癌
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2年01月0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一年期初次罹
患癌症保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2年01月04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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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102年01月04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111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07月31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317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1年11月19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09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88年05月29日88台壽企字第
225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4年01月19日台壽數二字第
104000000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核准文號：88年03月05日台財保第
88240799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1月04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109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2年01月04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11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金安心團體一年期
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附加條
款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台灣人壽團體全方位傷害保
險附約

中華民國96年06月15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役男輸送期間團體
保險

中華民國91年01月15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職業災害保險

中華民國86年11月13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職業災害傷病
保險金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99年0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新旅行平安保
險

中華民國98年10月16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加護病房健康
保險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99年02月02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新海外突發疾
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99年04月15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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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102年12月31日台壽數二字第
1020004297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6年06月15日96台壽數字第
00035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1年01月15日91台壽商研字第
019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奉准文號：86年11月13日 台財保第
86239985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9年01月19日98台壽數字第
00213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8年10月16日98台壽數字第
00098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9年02月02日98台壽數字第
0022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9年04月15日99台壽數字第
00086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新團體燒燙傷病房
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新團體燒燙傷病房
傷害保險附加條款B型

中華民國103年04月18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兒童傷害保險
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99年06月01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特定燒燙傷傷
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99年12月17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骨折未住院醫
療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0年04月27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生育給付健康
保險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0年07月18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住院前後門診
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0年12月02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門診手術保險
金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9日
中華民國104年11月20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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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備查文號：101年11月19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086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3年04月18日台壽數二字第
103000009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9年06月01日99台壽數字第
0012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99年12月17日99台壽數字第
0028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0年04月27日100台壽數二字
第0001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0年07月18日100台壽數二字
第00030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0年12月02日100台壽數二字
第00062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備查文號：101年11月19日101台壽數二字
第00094號
金管保壽字第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免送審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V型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免送審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W型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免送審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X型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V型30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W型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3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V型60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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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W型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6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V型90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生效日批註條款－W型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90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免送審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異動通知方式批註條款－V型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免送審
異動通知方式批註條款－W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型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免送審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
中華民國106年6月1日
異動通知方式批註條款－X型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免送審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經驗分紅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批註條款－H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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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台壽字第1062320097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2020/3/3

商品名稱
台灣人壽團體保險經驗分紅
批註條款－I型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免送審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新鑽福企利率變動 中華民國105年6月4日
型團體年金保險
中華民國106年3月1日
台灣人壽多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5年8月11日
團體年金保險(A型)
台灣人壽多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5年8月11日
團體年金保險(B型)
台灣人壽超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5年9月22日
團體年金保險(A型)
台灣人壽超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5年9月22日
團體年金保險(B型)
台灣人壽金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6年6月20日
團體年金保險(A型)
台灣人壽金福企利率變動型 中華民國106年6月20日
團體年金保險(B型)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醫療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限額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航空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意外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失能傷害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重大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疾病健康保險(甲型)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住院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醫療限額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急診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限額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日額
型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癌症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治療健康保險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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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52320008號函送保險商品資料
庫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33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62320037號函備查修正
台壽字第1052320057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52320058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52320076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52320077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62320105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62320106號函備查
台壽字第106232114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48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49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及依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20500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0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1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2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4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2020/3/3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保險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成員父母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被保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險人異動加退保新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重大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疾病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新急 中華民國107年3月22日
診限額健康保險附約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保險 中華民國107年3月22日
經驗分紅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107年9月14日
台灣人壽團體新住院醫療限 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
額給付健康保險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新住 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
院門診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新加 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
護病房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團體傷害保險新急 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
診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中華民國109年1月1日
台灣人壽安心幸福團體門診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
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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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台壽字第1062321155號函備查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6號函備查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6232115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23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024號函備查
依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106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107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108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72320109號函備查
依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台壽字第1082320139號函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