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100)(100)(100)遠雄經代宣字第遠雄經代宣字第遠雄經代宣字第遠雄經代宣字第 012 012 012 012 號號號號    

 

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終身保終身保終身保終身保險險險險 FXFXFXFX5555----30303030 萬萬萬萬        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99)(99)(99)(99)HG3HG3HG3HG3----2222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MRCMRCMRCMRC----3333 萬萬萬萬    

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的退還、身故

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全殘廢保險金 
30萬 

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全殘或 2-6 級殘) 
每年 6萬 

以 20次為限 

 
初次罹患原位癌或第一期前列腺癌以

外之其他癌症(一次為限) 
200,000 

 

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3 萬 

豁免保費(全殘或 2-6 級殘) 豁免主約保費  初次罹患原位癌或第一期前列腺癌(一

次為限) 
30,000 

 

如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險單週年日

前身故(全殘廢)者，給付內容請詳保單條款。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每日) 2,400 

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HJ1HJ1HJ1HJ1----1000100010001000 元元元元 
癌症住院醫療輔助保險金(每日) 1,200 

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給付實

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若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

身分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特約醫療機構診

療者，僅給付實際醫療費用的百分之七十。(可副本收據

理賠) 

住院醫療保險金(1—30 日)每日 1,000 

 

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每次) 60,000 

 

 

住院醫療保險金(31—180 日)每日 1,500  癌症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每次) 9,000  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RHGRHGRHGRHG----1000100010001000 元元元元    

住院醫療保險金(181—365 日)每日 1,750  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一次為限) 120,000  普通病房保險金 (每日定額，最高 365 天) 1,000 

加護病房暨燒燙傷中心醫療保險金每日 2,000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每次) 1,200  加護病房保險金 (每日定額，最高 365 天) 1,000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按實際住院 

天數給付，最高 365 天)每日 
500 

 
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金(每次) 2,000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每日定額，最高 365 天) 1,000 

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每日 250  癌症義乳重建保險金(每側一次為限) 120,000  完全骨折未住院部分 (依骨折部位標準天數) 500/天 

住院當日急診保險金每次 500  癌症義肢裝設保險金(一次為限) 200,000  不完全骨折未住院部分(依骨折部位標準天數) 250/天 

緊急醫療轉送保險金每次 1,000  癌症醫療保險金給付總額之上限(累計) 360 萬  骨骼龜裂未住院部分 (依骨折部位標準天數) 125/天 

手術費用保險金(按手術項目倍數 

給付，每次 1~100 倍) 

手術倍數 

x1,000 

 
 

 
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RSK) (RSK) (RSK) (RSK)----計劃一計劃一計劃一計劃一 

 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XHF)(XHF)(XHF)(XHF)----100100100100 萬萬萬萬  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  1,000 元/每日 

 身故保險金或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0 萬  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   3,000 元/每日 

 殘廢保險金(1~11 級) 100~5 萬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   60,000 元/每次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50 萬  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       50,000 元/每次 

 航空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 
100 萬 

 
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限額   600 元/每日 

 

殘廢補償保險金(保證給付) 

每月給付 1 萬 
第 1 級  100 個月 
第 2~3 級  75 個月 
第 4~6 級  50 個月 

 住院天數 31~6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2 倍 

住院天數 61~9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3 倍 

住院天數 91~18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4 倍 

住院天數 181~365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5 倍 

(可副本收據理賠，本附約所稱「住院」不包含日間住院) 

   

 
((((註註註註))))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    

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1)續期保險費的調

整：本附約依實際經驗損失率達到調整保費之標準時，經本公

司簽證精算人員評估並於年終精算簽證報告意見書揭露後調整

本附約之保險費率，每次調整後之新費率以不超過原費率的百

分之二十為限，經揭露後將新費率於下一保單年度始日之二個

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自下一保單年度起採用新費率計收

保險費，但不得針對被保險人身體狀況調整之。如要保人不同

意新費率者，應於下一保單年度始日之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本附約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於下一保單年度始日零

時調整為新費率所對應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 

 

 

訂立「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

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MRC)  (MRC)  (MRC)  (MRC)    
備查文號：民國 98 年 01 月 16 日(98)遠雄壽字第 008 號函 
修訂文號：民國 98 年 03 月 03 日(98)遠雄壽字第 110 號函 
給付項目：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終身終身終身終身保保保保險險險險(FX5) 

備查文號：民國 97 年 05 月 26 日 (97)遠雄壽字第 091 號函 
修正日期：民國 100 年 07 月 01 日依 100.04.11 金管保品字第

10002523040 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全殘廢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
險金、豁免保費 

 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99)(HG3)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12 月 01 日(99)遠雄壽字第 1228 號函 
給付項目：罹患癌症保險金、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癌症住院

醫療輔助保險金、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
金、癌症義乳重建保險金、癌症義肢裝設保險金 

 

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RHG) 

備查文號：民國 96 年 07 月 02 日(96)遠雄壽字第 255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9 月 01 日 (99)遠雄壽字第 895 號函 
給付項目：普通病房保險金、加護病房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骨折醫療保險金 
 
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1) 
核准文號：民國 97 年 08 月 07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702107940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9 月 01 日 (99)遠雄壽字第 910 號函 
給付項目：住院醫療保險金、加護病房暨燒燙傷中心醫療保險

金、住院當日急診保險金、緊急醫療轉送保險金、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手術
費用保險金 

  
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 (XHF)  
核准文號：民國 93 年 08 月 18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30256074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9 月 01 日(99)遠雄壽字第 896 號函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殘廢保險金、重大

燒燙傷保險金、殘廢補償保險金、航空意外傷害事
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RSK)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8 月 02 日(99)遠雄壽字第 760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100 年 06 月 20 日(100)遠雄壽字第 592 號函 
給付項目：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住院醫療

費用保險金、手術費用保險金、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 

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以 20 年期（職業第一類）為例，23 歲社會新鮮人的第一張綜合全險，男性年繳保費 29,743 元；女性年繳保費 30,499 元，

立刻擁有終身壽險、無上限終身醫療險、終身防癌險、醫療實支實付、超值意外險組合等，給您面面俱到的全方位保障！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07070707 月月月月 01010101 日起適用日起適用日起適用日起適用    

保障內容保障內容保障內容保障內容    



(100)(100)(100)(100)遠雄經代宣字第遠雄經代宣字第遠雄經代宣字第遠雄經代宣字第 012 012 012 012 號號號號    

 

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終身保終身保終身保終身保險險險險 FXFXFXFX5555----30303030 萬萬萬萬        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99)(99)(99)(99)HG3HG3HG3HG3----2222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MRCMRCMRCMRC----3333 萬萬萬萬    

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的退還、身故

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全殘廢保險金 
30萬 

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全殘或 2-6 級殘) 
每年 6萬 

以 20次為限 

 
初次罹患原位癌或第一期前列腺癌以

外之其他癌症(一次為限) 
200,000 

 

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3 萬 

豁免保費(全殘或 2-6 級殘) 豁免主約保費  初次罹患原位癌或第一期前列腺癌(一

次為限) 
30,000 

 

如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險單週年日

前身故(全殘廢)者，給付內容請詳保單條款。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每日) 2,400 

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HJ1HJ1HJ1HJ1----1000100010001000 元元元元 
癌症住院醫療輔助保險金(每日) 1,200 

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給付實

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若不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

身分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特約醫療機構診

療者，僅給付實際醫療費用的百分之七十。(可副本收據

理賠) 

住院醫療保險金(1—30 日)每日 1,000 

 

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每次) 60,000 

 

 

住院醫療保險金(31—180 日)每日 1,500  癌症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每次) 9,000  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RHGRHGRHGRHG----1000100010001000 元元元元    

住院醫療保險金(181—365 日)每日 1,750  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一次為限) 120,000  普通病房保險金 (每日定額，最高 365 天) 1,000 

加護病房暨燒燙傷中心醫療保險金每日 2,000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每次) 1,200  加護病房保險金 (每日定額，最高 365 天) 1,000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按實際住院 

天數給付，最高 365 天)每日 
500 

 
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金(每次) 2,000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每日定額，最高 365 天) 1,000 

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每日 250  癌症義乳重建保險金(每側一次為限) 120,000  完全骨折未住院部分 (依骨折部位標準天數) 500/天 

住院當日急診保險金每次 500  癌症義肢裝設保險金(一次為限) 200,000  不完全骨折未住院部分(依骨折部位標準天數) 250/天 

緊急醫療轉送保險金每次 1,000  癌症醫療保險金給付總額之上限(累計) 360 萬  骨骼龜裂未住院部分 (依骨折部位標準天數) 125/天 

手術費用保險金(按手術項目倍數 

給付，每次 1~100 倍) 

手術倍數 

x1,000 

 
 

 
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RSK) (RSK) (RSK) (RSK)----計劃一計劃一計劃一計劃一 

 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XHF)(XHF)(XHF)(XHF)----100100100100 萬萬萬萬  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  1,000 元/每日 

 身故保險金或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0 萬  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   3,000 元/每日 

 殘廢保險金(1~11 級) 100~5 萬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   60,000 元/每次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50 萬  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       50,000 元/每次 

 航空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 
100 萬 

 
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限額   600 元/每日 

 

殘廢補償保險金(保證給付) 

每月給付 1 萬 
第 1 級  100 個月 
第 2~3 級  75 個月 
第 4~6 級  50 個月 

 住院天數 31~6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2 倍 

住院天數 61~9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3 倍 

住院天數 91~18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4 倍 

住院天數 181~365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5 倍 

(可副本收據理賠，本附約所稱「住院」不包含日間住院) 

   

 
((((註註註註))))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本商品採用平準保費可調整費率    

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1)續期保險費的調

整：本附約依實際經驗損失率達到調整保費之標準時，經本公

司簽證精算人員評估並於年終精算簽證報告意見書揭露後調整

本附約之保險費率，每次調整後之新費率以不超過原費率的百

分之二十為限，經揭露後將新費率於下一保單年度始日之二個

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自下一保單年度起採用新費率計收

保險費，但不得針對被保險人身體狀況調整之。如要保人不同

意新費率者，應於下一保單年度始日之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本附約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於下一保單年度始日零

時調整為新費率所對應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 

 

 

訂立「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

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遠雄人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MRC)  (MRC)  (MRC)  (MRC)    
備查文號：民國 98 年 01 月 16 日(98)遠雄壽字第 008 號函 
修訂文號：民國 98 年 03 月 03 日(98)遠雄壽字第 110 號函 
給付項目：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雄安心終身終身終身終身保保保保險險險險(FX5) 

備查文號：民國 97 年 05 月 26 日 (97)遠雄壽字第 091 號函 
修正日期：民國 100 年 07 月 01 日依 100.04.11 金管保品字第

10002523040 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全殘廢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
險金、豁免保費 

 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99)(HG3)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12 月 01 日(99)遠雄壽字第 1228 號函 
給付項目：罹患癌症保險金、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癌症住院

醫療輔助保險金、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
金、癌症義乳重建保險金、癌症義肢裝設保險金 

 

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雄安康醫療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約   (RHG) 

備查文號：民國 96 年 07 月 02 日(96)遠雄壽字第 255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9 月 01 日 (99)遠雄壽字第 895 號函 
給付項目：普通病房保險金、加護病房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骨折醫療保險金 
 
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溫馨終身醫療健康保險附約(HJ1) 
核准文號：民國 97 年 08 月 07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702107940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9 月 01 日 (99)遠雄壽字第 910 號函 
給付項目：住院醫療保險金、加護病房暨燒燙傷中心醫療保險

金、住院當日急診保險金、緊急醫療轉送保險金、
住院醫療補助保險金、住院前後門診保險金、手術
費用保險金 

  
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遠雄人壽新人生傷害保險附約 (XHF)  
核准文號：民國 93 年 08 月 18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30256074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9 月 01 日(99)遠雄壽字第 896 號函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殘廢保險金、重大

燒燙傷保險金、殘廢補償保險金、航空意外傷害事
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RSK)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8 月 02 日(99)遠雄壽字第 760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100 年 06 月 20 日(100)遠雄壽字第 592 號函 
給付項目：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住院醫療

費用保險金、手術費用保險金、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 

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以 20 年期（職業第一類）為例，23 歲社會新鮮人的第一張綜合全險，男性年繳保費 29,743 元；女性年繳保費 30,499 元，

立刻擁有終身壽險、無上限終身醫療險、終身防癌險、醫療實支實付、超值意外險組合等，給您面面俱到的全方位保障！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07070707 月月月月 01010101 日起適用日起適用日起適用日起適用    

保障內容保障內容保障內容保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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