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1/1  安達人壽

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要及其適合度分析評估暨業務員報告書」N07(版本201912)；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
險；天生贏家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版本202001)、「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版本202001)併版要保書，舊版(版本
201907)要保書仍繼續有效，惟不另提供印刷紙本。更新【繳費來源確認暨聲明書】N20 (版本201912)。

1/1 元大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理賠申請書。
1/1 台產 全系列要保書、KYC業報四合一版。(商品無停售或換代號，1/31才會更新)
1/1 台灣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舊版可用至12/31)

1/1 全球人壽
法人件變更要保法人件變更要保或受益人聲明書、投資型保險定期買回暨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處理方式約定書、法人件變更受益人聲明
書、支票變更申請書（B 委託代辦）

1/1 全球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
1/1 安達產物 「僱主補償責任保險」及「新團體傷害保險」
1/1 安聯人壽 投資型商品_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舊版可延用至12/31)
1/1 安聯人壽 保戶資料暨投風險屬性評估表。

1/1 安聯人壽

新契約未承保變更申請書、人身要保書A版、重大傷病要保書、時來運轉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富貴長紅變額年金要保書、超優勢變額年
金要保書
(舊版要保書可沿用，需抽換風險屬性表那張)

1/1 保誠人壽 業報書、審閱期、FATCA-CRS。
1/1 康健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
1/1 第一金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及保全文件。
1/1 富邦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匯率風險說明書。
1/1 華南產物 頭家真安心、頭家安心、頭家安心3…等全系列要保書

1/1 新光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業務員報告書(人身保險)_A87、業務員報告書(OIU專用)_AH4、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_AB1、新契約要保書內容變更補正
申請書【承保前】通路簡易版_AF4、新契約要保書內容變更補正申請書【承保前】一般事項_AE4、客戶財務資訊及投資適性分析表
_A74、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招攬應遵循事項檢核表_A76、保險契約核保資料報告書_AG2、加強身分驗證實地訪查生調報告書_ A H
3、一般壽險特殊條件承保同意書_A63、投資型商品保單帳戶價值郵寄地址確認書_A60、財務資訊暨生存調查報告書_AH0。

1/1 臺銀人壽 「不分紅人壽保險要保書」、「利率變動型人壽保險要保書」、「長期照顧保險要保書」
1/1 安達產物 家樂扶傷害保險專案。「僱主補償責任保險」及「新團體傷害保險」專案要保書 。
1/1 新安東京產物 全系列要保書
1/1 中國人壽 契約內容變更申請書(簡式)、契約內容變更申請書、契約內容變更申請書【投資型商品適用】。健康告知暨聲明書10901。
1/1 安達人壽 業務員報告書202001 . 繳費來源確認暨聲明書201912
1/1 台灣產物 闔家安康3、4；樂活保2、壯遊保。
1/1 全球人壽 契約終止申請書、借款申請書等9項保全表單。
1/2 明台產物 傷害の好險2、所有DM
1/8 明台產物 真馨守護2

1/22 華南產物 菁英夠平安、菁英夠安心、超佛心系列。
2/1 安達產物 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V1M、V2M。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2/1 和泰產物 保險需求及適合度評估暨招攬人員報告書(KYC)
2/3 新光產物 人身業報書。
2/4 中國人壽 理賠申請書更新版本為10812版
2/5 富邦人壽 公告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公告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繁式)
2/7 安達產物 保險金申請書。

2/10 宏泰人壽 契變書(繁式/簡式)。
2/15 遠雄人壽 FATCA 及CRS 客戶自我聲明書暨個人資料同意書（個人、法人專用）

2/18 新光人壽

１、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A)。
２、保險契約復效暨附加特約變更申請書(B)。
３、簡易型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E3)。
４、辦理減額繳清及展期定期保險聲明書。
５、二次後保費壽貸利息之收費管道變更薪津代繳契約約定申請書(G)。
６、契約轉換及功能性契約轉換適用(A2)。
７、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簡式)A。
８、繳法別變更申請書(F)。
９、保險契約復效申請書(Q)。
１０、投資型保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A1)。
１１、投資型商品投資內容變更申請書(合併版)(N)。
１２、當事人個資權利行使申請書。
１３、功能性契約轉換適合度評估確認書。

2/24 富邦人壽 團險及旅平險「要保書」、「團體 保險健康聲明書」暨部分「要保文件」改版
3/1 宏泰人壽 要保書、業報書、財告書。
3/1 遠雄人壽 契變書(繁/簡)、健告。
3/2 新光產物 活力加倍5要保書(舊版可用至1090331)。

3/4 華南產物
567福氣滿滿、精彩365系列之小資男2、小資女2、心滿意、心滿意2、樂無憂、頭家安心、頭家安心3、龍順利3-----(業報書小黑點列
點更改為數字)

3/16 中國人壽
業務員報告書、財務狀況告知書。(3/16即更新，舊版可使用至3/30)。中壽台北經代說明3/25會開始配送要保書，要保書不變，但業報/
財告是新的)。

3/19 安達人壽 授權書。(若授權書日期晚於要保書日期才需要填寫舊版，建議若照會換授權書，只需押回當初要保書填寫日即可不用另外印新版授權
3/20 台銀人壽 業務員報告書
3/21 台灣人壽 轉帳授權書10903、信用卡授權書10903、繳款聲明書。(舊版可以延用至4/10)。

3/31 中國人壽
業務員報告書、財務狀況告知書。(3/16即更新，舊版可使用至3/30)。中壽台北經代說明3/25會開始配送要保書，要保書不變，但業報/
財告是新的)。

3/31 和泰產物 銀髮保(封面2020.03版)。(窗口臨時拿紙本來通知，說舊版目前仍會收，但希望以新版為主)。
4/1 新光產物 菁英倍安心、企業守護、保倍一、菁英夠平安。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4/1 兆豐產物 傷害險.健康險業報書
4/1 臺銀人壽 疾病問卷(共16版)
4/1 遠雄人壽 多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8.09A修訂版）。
4/1 富邦人壽 業報。10903版。
4/6 旺旺友聯 人身險KYC業報

4/10 臺銀人壽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
4/11 台灣人壽 轉帳授權書10903、信用卡授權書10903、繳款聲明書。
4/13 安聯人壽 業報書(10904版)、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_綜合版、單次追加繳付保險費申請書、健康告知事項聲明
4/15 遠雄人壽 電子單據服務專用申請書
4/15 宏泰人壽 契變書(簡式、繁式)。
4/15 富邦產物 全系列理賠申請書。
4/20 元大人壽 業報、財告、審閱。
4/21 台銀人壽 解約申請書。(舊版可用至5/14)
4/26 中國人壽 人身保險要保書(EX 版)(智由行照護終身保險專用要保書)
4/29 安聯人壽 專屬要保書：新卓越變額萬能險、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險、超優勢變額年金保險、超優勢變額年金保險、國際優勢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4/29 旺旺友聯 人身保險KYC業報更改為10903新版。

4/30 新光人壽
多利年年專用要保書、業報書、投資型適性分析表、財告類、錄音覆核表；新契約要保書內容變更補正申請書(可用至5/30)。(新款要保
書自動配送)。

4/30 和泰產物 意外險、健康險批單

4/30 新光人壽

電子保單申請書暨說明事項_AI0、契約轉換及功能性契約轉換適用(A2)、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簡式)、投資型保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
書(A1)、繳法別變更申請書(F)、保險契約復效申請書(Q)、客製化表單、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整合)、保險契約復效暨附加特約變更
申請書(B)、被保險人告知事項書(B19)、投資型商品投資內容變更申請書(合併版)。

5/1 台灣產物 業報、批改申請書。(原版本(2020/01版)可使用至5/15止)
5/1 兆豐產物 業報書。
5/1 遠雄人壽 「業務員報告書」、「財務狀況告知書」及「履行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4/27起自行申請要保書)
5/1 全球人壽 「業務員核保報告書」及「財務狀況告知書」。(202005版)請自行抽換。

5/1 友邦人壽

人身保險要保書(保經代通路專用E版)、外幣非投資型人身保險要保書(保經代通路專用B版)、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財務狀況告知書、保費
付款授權書、保費付款人聲明暨同意書、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利率變動型保單】、健康告知暨業務員報告書、
繳清展期契撤解約申請書、台/外幣保單借款合約書。(4/27-28友邦會配達到各單位，若沒有收到的單位請自行申請)

5/1 台灣人壽 業報、財告、電子保單申請書。(請自行抽換)

5/1 中國人壽
契變書(繁式/簡式/投資型商品適用/連結母子標的商品適用)、保險契約終止申請書。(舊版申請書仍可沿用，辦理需補費之契變項目，請
於申請書「其他」欄位填寫資金來源。)

5/1 康健人壽
要保書：愛要及實防癌定期健康保險、傳統型人身保險、從齒健康全面型定期保險、健康保險要保書_好幸扶、好事年年變額萬能壽險要
保書；授權書。

5/3 中國人壽 首期保費付款人聲明書、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10903版。
5/4 富邦人壽 授權書10903版。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5/5 中國人壽 行動投保確認同意書10904版。(序號均不同，請勿以影印方式重製使用)(舊版仍可繼續使用)
5/8 遠雄人壽 修訂『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契約內容更申請書』及新增保全專用『新集體彙繳件申請書』版次。

5/11 康健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
5/11 泰安產物 全系列業報書。
5/11 中國人壽 疾病問卷共21份(10905版)。
5/12 台壽保產物 全系列業報書。(舊版本可用至1090529)
5/12 台灣人壽 投保投資型商品且連結標的為共同基金者須填寫：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基金之風險預告書。
5/13 遠雄人壽 「業務員招攬團體保險報告書」及「業務員招攬旅行平安保險報告書」
5/15 台銀人壽 解約申請書。
5/15 國泰產物 全系列要保書、DM、KYC業報書。

5/18 保誠人壽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高收益債券基金保戶需簽署風險預告書；
投資型保險商品需一併簽署「高收益債卷基金風險預告書」或「投資取向分析問卷及高收益債卷基金風險預告書」。

5/18 宏泰人壽 投保投資型保險需附上-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基金之風險預告書。

5/20 康健人壽
變額萬能壽險契約投資標的轉換申請書、變額萬能壽險契約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異動申請書、變額萬能壽險契約投資標的轉換申請書-金
享富超額、金享富變額萬能壽險超額保險費申請書、金享富(單追+轉換+部提三合一)變額萬能壽險申請書。

5/25 遠雄人壽 保險金申請書(舊版仍可使用)。
6/1 台壽保產物 全系列業報書。(5/12即可使用)
6/1 安達產物 業報書。(一年期個人傷害險)
6/1 安聯人壽 行動投保聲明暨同意書；投保資型新契約者-皆須檢附「風險預告書」。
6/1 安達人壽 投資型保險商品，其連結標的為以投資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類型需附上：風險預告書。
6/1 康健人壽 投資型商品連結高收益債券基金標需檢附-高收益債券基金風險預告書
6/1 康健人壽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受益人)、 契約終止申請書、變額萬能壽險契約終止申請書。
6/2 遠雄人壽 投資型商品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投資標的變更。
6/2 兆豐產物 瞭解要保人及被險之需求其適合度分析評估暨招攬人員報告書(產)109.06版(財產業報書)
6/2 遠雄人壽 金吉利變額萬能壽險專用要保書。
6/4 元大人壽 轉帳、信用卡授權書(202005版)。舊版仍可使用。
6/5 安達產物 旅平險業報書、人身保險投保人須知、雇主險業報。
6/8 旺旺友聯 人身業報書。

6/23 富邦產物 人身10902、財產10905-業報書
7/1 和泰產物 業報書(財產保險)(6/5即可使用)。

7/1 新光產物

人身/財產-業報書(6/3即可使用)(10907版)。(新件可使用舊版業報書至6/30；續保件可使用舊版業報書至8/31；
人身保險DM廣告文宣，因配合要保書修正，故可 使用舊版業報書至9/30。)
行動e投保聲明同意書_AB0(10907版)

7/1 明台產物 人身/財產-業報書(6/3即可使用)。(舊版業報可用至6/30。使用舊版人身業報，核保仍會發照會確認資金來源。)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7/1 安聯人壽

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適用傳統型及投資)109.07版、保險金受益人變更暨匯款給付約定書(祝壽/滿期/生存/健康關懷金)109.07
版、
要保人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變更專申請書109.07版、CRS/FATCA自我證明表暨同意書_個人109.07版、保險種類變更申請書109.07
版、
一年期健康保險附約續保年齡批註條款申請書(EDEAR)109.07版、新契約未承保變更申請書、健康告知事項聲明書

7/1 安聯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7/1起自行上網列印.9月可能才有印刷版)、新契約未承保變更申請書。
7/1 安達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窗口-林金美已協助申請配送.外設單位助理請向各窗口確認)。
7/1 元大人壽 台幣要保書(經代版)(公司自動配送)、審閱期202007版(全系列要保書須另行抽換)。
7/1 全球人壽 傳統型保險要保書(版次LIFE202007)、非投資型外幣保單要保書(版次FD202007)。(6/23小安琪已申請總公司)

7/1 安達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財告(201912版)、業報(202007版)；授權書(202007版)(舊版本仍可繼續使用)；取消自行繳納保險費對象說明書
(201812版)(原M05由M06表單取代)。

7/1 富邦人壽

不分紅人壽保險要保書10901(二版)、不分紅人壽保險附加附約要保書10901(二版)、不分紅人壽保險要保書(特定傷病給付商品適
用)10901(二版)、不分紅人壽保險要保書(業務版PAK-A版)10901(二版)、投資型專用要保書。要保書檢附之要保書檢附之要保書檢附之
「業務人員報告書」右下角要保書：：109年01月二版，即為版本辨識處。(6/29小安琪已申請總公司)
投資標的一覽表、重要事項告知書、要保書內容變更申請書

7/1 第一金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
7/1 保誠人壽 需自行抽換審閱期。
7/1 康健人壽 未改版。
7/1 宏泰人壽 未改版。
7/1 兆豐產物 產險業報。
7/1 新光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簡易10901修訂版)、(外幣10907修訂版)、(多利年年10904A修訂版)、(傳統保險要保書109.07A修訂版)
7/1 友邦人壽 未改版。
7/1 遠雄人壽 未改版。
7/1 台銀人壽 除了不分紅、長照要保書外，其餘皆改版為10907版。
7/1 台灣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
7/1 中國人壽 外幣要保書10907版。
7/1 康健人壽 授權書202005

7/1 保誠人壽
傳統型人身保險要保書(主附約 A 版)10907、傳統型外幣保險要保書(主附約 B 版)10907、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907、
誠億滿滿外幣變額壽險要保書10907、誠億滿滿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907、誠億滿滿變額壽險要保書10907

7/1 宏泰人壽 投保聲明書10906
7/1 友邦人壽 付款授權書10907A、繳清展期契撤解約申請書10907、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10907、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利率變動型保單適用10907

7/11 台灣人壽 保戶投資屬性分析問卷10907版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7/7 康健人壽 付款授權書202005版
7/1 宏泰人壽 飛龍在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CB4版、「人壽保險投保人須知」及「要保書填寫說明」10906版
7/1 全球人壽 投資型保險自動提領批註條款季契約變更申請書202007、終止契約重要事項書面告知書202007

7/1 第一金人壽

不定期繳保費申請書_利變年金_1090701版、投資型保單(單筆增額)申請書_1090701版、投資標的異動申請書_簡式_1090701版、
投資標的異動申請書_1090701版、投資標的定期定額轉換批註異動申請書 _1090701版、
保險單借款合約書及重要事項告知書_1090701版、保險單借款合約書及重要事項告知書_外幣保單專用_1090701版、
健康聲明書_1090701版、保險契約基本資料變更申請書_A 版_1090701版、保險契約內容變更申請書__B 版1090701版、
電子化通知服務異動申請書(含填寫範例)_1090701版、終止契約申請書_1090701版

8/1 安聯人壽
單次追加繳付保險費申請書109.08版、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_綜合版109.08版、保險契約解(終止契約)申請書109.08版、
保險種類變更申請書109.08版、健康告知事項聲明書109.08版

8/1 遠雄人壽 終止保險契約通知書10907

8/1 安達人壽
投資標的比例配置申請書_贏利高手202007、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202007、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202007、
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202007、契約終止申請書202007、投資標的轉換申請書_雙帳戶版202007

8/1 元大人壽
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簡式202008、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複式202008、匯款給付申請單202008、
契約撤銷/終止契約(解約)/減額繳清及展期定期保險申請書202008、健康聲明書202008

8/1 旺旺友聯 火險批改申請書10908、業報書(財產)202007
8/1 富邦人壽 保險契約終止(解約)申請書10907
8/1 全球人壽 終止契約重要事項書面告知書202007、保險契約終止/撤銷申請書202007

8/1 安達產險
險契約撤銷終止申請書(健康/傷害保險商品-保經代通路專用版)202007、
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健康/傷害保險商品-保經代通路專用版)202007

8/1 明台產險 批改申請書10908
8/1 台灣人壽 終止保險契約申請書(傳統型及投資型商品適用、OIU保單專用)202008版
8/1 康健人壽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202008版、契約終止申請書202008版、變額萬能壽險契約終止申請書202008版
8/1 中國人壽 終止保險契約申請書10907版、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取消附約)10907版
8/1 宏泰人壽 終止保險契約(解約)申請暨客戶權益重要事項告知書10907版、契約變更申請書(繁式、簡式)10907版
8/1 富邦人壽 團體保險保險契約終止(解約)申請書10908版、
8/1 明台產險 A&H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批改申請書)
8/1 中國人壽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繁式、簡式、投資型商品適用、連結母子標的商品適用）10908版

8/1 新光人壽
修訂「保險單借款約定書10908修訂版」、修訂「保險單借款約定書OIU版10908修訂版」、
原錄音覆審表改名為「投資型及具解約金商品高齡錄音覆審表」10908版

8/5 遠雄人壽 契變(繁式、簡式)10908(主約減少保額、附約全部或部份終止使用10908版，其他變更可使用10902版)

8/30 中國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8/30可申請)、新增「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要保書10908版」、新增「雙利人生變額壽險要保書10908版」、
新增「外幣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保書10908」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9/1 安聯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投保人須知暨要保書填寫說明（通用版）10909版、新契約未承保件變更申請書10909版、
全權委託帳戶投資標的轉換批註條款申請暨變更書（智聯人生專用）109.09 版、保險契約解約（終止契約）申請書109.09版、
業務員報告書10909版、財務狀況告知書10909版

9/1 新光人壽
保險商品客戶投保確認函10909版、透過OBU帳戶或境外匯款服務單帳10908版、透過OBU帳戶或境外匯款服務單(OIU專用)10908版、
境內繳款服務單10908版

9/1 安達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客戶適合性分析202009版、【自動轉換機制】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好Fund鑫、金優利專用）202008版、
承保前契約內容變更申請書（好Fund鑫、金優利專用）202009版

9/1 第一金人壽 鑫有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要保書10909版

9/1 元大人壽
外幣終身要保書1090901版、投保聲明書（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適用）10909版、保費來源暨權益確認表10909版、
新契約承保前內容變更申請書（壽險＋投資型）202009版

9/1

要保書改版：外幣計價富利人生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909版、富利人生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909版、
繳款服務單MG首期保費專用10909版、信用卡付款授權書（MG專用）10909版、金融機構付款授權書（MG專用）10909版、
繳款服務單_首期保費專用10909版、信用卡付款授權書（新台幣）10909版、轉帳付款授權書（台幣）10909版、
轉帳付款授權書（外幣）10909版、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繁式、簡式）10908版、人壽保險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109年版、
年金保險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109年版、投保人須知/要保書填寫說明GMDB_109年版、富邦人壽保戶投資屬性問卷10909版、
繳款服務單_非首期保費_客戶專用版10909版、繳款服務單_非首期保費_業務員專用版10909版
重要事項告知書10909版：
吉祥理財變額萬能壽險(V1)、多富利變額壽險(V1)、貴吉祥變額萬能壽險(V1)、富貴雙收變額壽險(V1)

9/30

有醫靠醫療定期健康保險要保書10909版、健康聲明書10909版、
電子通知單及電子保單申請書OIU_10909版、電子通知單及電子保單申請書10909版、
重要事項告知書10909版：
人民幣計價真多利變額年金保險、人民幣計價真有利變額年金保險、人民幣計價優越變額年金保險、外幣計價真多利變額年金保險、
外幣計價真有利變額年金保險、外幣計價優越變額年金保險、外幣計價雙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吉祥理財變額萬能壽險、多富利變額壽險、
真多利變額年金保險、真有利變額年金保險、富貴吉祥變額萬能壽險、富貴豐收變額年金保險、富貴豐利變額年金保險、
富貴雙收變額壽險、富貴鑫利變額年金保險、樂利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優越變額年金保險、雙富利變額年金保險、雙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9/1 明台產險 寵物の好險3要保書
9/1 華南產險 要保書改版：小資男2_10909版、小資女2_10909版、心滿意_10909版、心滿意2_10909版、567福氣滿滿_10909版
9/1 國泰人壽 團體保險健康聲明書10901版
9/1 保險金申請書10908版（10904版可使用）

9/28

全系列投資型要保書10909、外幣要保書(主附約Ｂ版)10909版(8月版仍可使用)、人身要保書(主附約Ｂ版)10909版(8月版仍可使用)、
薪享幸福定期健康保險要保書10909版、
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客戶適合度調查評估表10909、投資取向分析問卷及高收益債券基金風險預告書10909版、
審閲期間確認聲明書10909版、行動投保確認同意書10909、財務狀況告知書(簡)10909版、業務員報告書(傳統+投資)10909版

保誠人壽

遠雄人壽

富邦人壽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9/28 宏泰人壽
修改要保書：飛龍在天變額萬能壽險CB5、鑫樂一生變額年金EC5、樂活一生變額年金EC4、
新增要保書：群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CA2、群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CC1、群鑫贏家變額年金CD1、群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CE1、

10/1 台灣人壽 投資型全系列要保書、電子保單申請書10910版、新增 投保聲明書10907版、新增 復效聲明書
10/1 第一金人壽 投資型全系列要保書
10/1 安達人壽 繳費來源確認暨聲明書202009版
10/1 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保險專屬要保書10910版
10/7 智聯人生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910版、智聯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0910版
10/1 新光產物 業務員報告書(人身)10905版
10/1 全球人壽 新三六贏家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202010版、新增 非由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繳費服務單10910版

10/1
要保書改版：雙利人生外幣變額壽險要保書10910版、雙利人生變額壽險要保書10910版、雙利人生外幣變額年金保險要保書10910版、
雙利人生變額年金保險要保書10910版、鑫利人生變額壽險要保書(E版)10910版

10/5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投資型商品適用】10909版、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連結母子標的商品適用】10909版

10/6 富邦人壽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團險暨旅平險法人適用）10910版、
DIU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法人適用)10909版、
OIU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法人適用)202009版

10/8 新增 復效告知書
10/28 投資型要保書改版：群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CA3、群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CC2、群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CD2
10/13 遠雄人壽 修改 「人壽保險投保人須知」及「要保書填寫說明」10910版
10/20 國泰人壽 法定繼承人聲明暨同意書10909版
11/1 安聯人壽 單次追加繳付保險費資金來源聲明書10909版

11/1 全球人壽
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雙】10911版、健康告知書10911版、投資型保險商品客戶風險屬性分析評估表10911版、
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OIU】10911版、法人實質受益人及高階管理人聲明書10911版、保險契約終止/撤銷申請書10911版

11/2 元大人壽 更新 傳統型具有解約金商品保單銷售要項說明表

11/2 中國人壽
人身保險要保書（E2）10911版、人身保險要保書（E1 版）─行投補全專用10911版、人身保險要保書（EX）10911版、
外幣要保書（E1）10911版

11/10

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10911版、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簡式10911版、不定期繳保費申請書(利率變動型年金甲型專用)10911版、
投資型保單(單筆增額)申請書(投資型保單專用)10911版、財務裝況告知書10911版、業報書10911版、健康聲明書10911版、
保戶投資風險屬性評估表10911版

11/16 新增「外幣ACH代付應繳保險費」、改版「保險費繳費授權書-外幣保單專用10911版」
11/13 台灣人壽 新契約要保書內容變更申請書10911版
11/20 華南產險 更新「支票取消禁止背書轉讓切結書10911版」

第一金人壽

宏泰人壽

中國人壽

安聯人壽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日期 保險公司 近期各保險公司更新文件一覽表

11/16起 富邦人壽
更新「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法人適用_理賠申請）_DIU_10911版」、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法人適用_理賠申請）_OIU_202011版」

11/27 宏泰人壽 更新「保戶投資型風險屬性問卷10911版」
12/1 遠雄人壽 修改「保險單借款約定書10909版」、「ATM保單借款自動化交易約定書10909版」
12/1 康健人壽 健康保險要保書（好幸扶專案） （保經代通路版）2020.05

12/1 明台產險

新版DM更新信用卡授權書：元氣7、明安專案、全馨全意、全馨醫靠Plus、璀燦人生、行動の好險、金和泰、家樂保、家樂保2、
真馨守護2、真馨守護567、真馨保、傷害の好險、傷害の好險2、傷害の好險3、傷病の好險、新10合1寵物の好險、
新重大傷病の好險（11月起適用版）、熊安心、簡易保。

製表人：黃詩涵
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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