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更新

日期
保險公司 文件名稱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匯率風險說明書11103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大利元滿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年1月版、大利元滿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年1月版、
享利元元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年1月版、壽享利元元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年1月版。
審閱期間確認聲明書（投資型）202201版、
外幣匯率風險說明書11103版。（需抽換使用）

保險單簽收回條11101版。
2022/03/01 契約撤銷申請書11103版。

2022/03/01

簡易要保書【K】111.03A修訂版、富裕美好美元萬能終身壽險（OIU）要保書（2022.03A修訂版）。
多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 .03A修訂版）、多利贏家外幣變額壽險（New）要保書（111.03A修訂版）、
外幣匯率風險說明書（澳幣適用）_AE2_111.03版、外幣匯率風險說明書（美元適用）_AE3_111.03版。

2022/03/04 保倍金安心11012版。
2022/03/15 寵物綜合保險111.01版。
2022/03/07 明台產物 防疫の好險202203版。
2022/03/07 華南產物 寶貝計畫＋_11101版。
2022/03/10 新光產物 業報書（財產）10905版。
2022/03/14 臺銀人壽 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111.03版。
2022/03/17 友邦人壽 新契約件報備專用函2022.03版。
2022/03/24 富邦產物 新健康守護加專案要保書_111.04版、登山保險專案要保書111.03版。
2022/03/31 新光人壽 客戶財務資訊及投資適性分析表111.03版。（投資型要保書須抽換）

2022/03/31 保誠人壽
台幣要保書Ｄ版111年3月版。（新增「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

投資型全系列要保書：111 年4 月。（新增「投資取向分析問卷及非投資等級債卷(高收益債)基金風險預告書」）

國泰產物

新光人壽

2022/03/01 中國人壽

2022/03/01 元大人壽

保險公司 更新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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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年03月版。
友邦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年03月版。
富邦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年3月版。
新光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3版。
中國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3版。
元大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3版。
遠雄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3.31版。
安達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202203版。
安聯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4版。
宏泰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4版。
康健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04版。
全球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202204版。
台灣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2022.04版、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202204版。
臺銀人壽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

2022/03/31

製表人：黃詩涵20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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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貴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01版、新富貴人生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01版、
新富貴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01版、新富貴人生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01版、
前後給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01版、前後給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01版
前後給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01版、前後給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11101版、
新利多得勝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11101版。

保險契約基本資料變更申請書_1110401、不定期繳保費申請書_利變年金_1110401、投資型保單(單筆增額)申請書_1110401、
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_1110401、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_簡式_1110401。

2022/04/01 臺銀人壽

外幣利率變動型要保書11104版。
終止授權保險費／息自動轉帳付款通知（投資型保單請勿填寫）11104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要保資料表111.4版。（舊版可用至4/15）

2022/04/01 安達產物 信用卡付款授權書（健康傷害險專用）202204版。
人身保險要保書（AA5）111.04版、傷害保險要保書（DA5）111.04版、美元利率變動型保險要保書（FB10）111.04版。
契變111.02版、契變（簡易）110.09版。

2022/04/07 遠雄人壽 首期保費繳款聲明書11103版。
2022/04/01 元大人壽 投資型保險契約審閱期間確認聲明書202204版、投資型商品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202204版、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內容異動專用申請202204版。

2022/04/13 台灣人壽

契變（A式）2022.04版、契變（B式）2022.04版、契變（D式）2022.04版、財務狀況告知書2022.04版、
投資型保險指定交易計價日批註條款申請書2022.04版、投資型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2022年4月版、
保險單借款約定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OIU保單專用）2022年4月版、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2022.04版、
保險單借款約定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新臺幣計價保單適用）2022年4月版、保險單借款約定書暨重要事項告知書（外幣計價保單適用）2022年4
月版。

2022/04/01 康健人壽 好醫靠要保書_202204更新版、好幸扶2要保書（基本型）_202204更新版、好幸扶2要保書（超值型）_202204更新版
2022/04/22 安達產物 扶氣滿堂111.05版。
2022/04/28 臺銀人壽 保險單終止契約（解約）／部分提領 申請書11105版、投資型保險單終止契約（解約）／部分提領 申請書11105版。
2022/04/30 中國人壽 人身保險E2要保書111年4月、外幣E2要保書111年4月、簡易要保書111年4月版
2022/04/29 好幸扶 2（超值型）2021.01 版 2022.04 更新版。
2022/05/10 傳統型人身保險要保書 2020.05 版 2022.05 更新。
2022/04/29 人身保險終止／註銷申請書2021.06版、人身保險批改申請2021.06版。
2022/05/03 傷害暨健康險理賠申請書202106版本。
2022/05/04 富邦產物 個人保險理賠申請書20220504版、確診個案之密切接觸者問卷調查20220504版、同意查詢聲明書20220504版、賠款同意書(被保險人未成年)。
2022/05/05 中國信託產物傷害險理賠申請書110.06版。
2022/05/06 新安東京產物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2022.05版。
2022/05/09 泰安產物 法定傳染病綜合保險保險金申請書11105版。
2022/05/10 旺旺友聯 法定傳染疾病保險理賠申請書暨同意書。
2022/05/12 新光產物 保險理賠申請書1110505版。
2022/05/12 明台產物 保險金申請書。

2022/04/01 宏泰人壽

第一金人壽2022/04/01

和泰產物

康健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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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2 兆豐產物 健康傷害保險理賠申請書11010版。
2022/05/12 國泰產物 國泰產險傷害險、健康險暨旅綜險理賠申請書110.06版。
2022/05/10 友邦人壽 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約定書11104版。（要保書需抽換）

2022/05/15 臺銀人壽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111.05版。（111.03版仍可使用，涉及分期定期給付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指定」或「變更」需使用「111.05版」）
2022/05/18 和泰產物 法定傳染病保障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202205版。
2022/05/20 安達產物 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202205版、保險契約撤銷／終止申請書202205版。
2022/05/20 全球人壽 投資標的連結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風險預告書2022.05 版

製表人：黃詩涵20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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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1 新光產物 新繫寶貝111.04版。（舊版可用至6/30）

2022/06/02 台灣人壽 一年定期健康保險要保書111.06版。（舊版停止使用）

2022/06/08 保誠人壽

傳統型人身保險要保書（主附約 E 版）111年6月版
保險契約審閱期間確認聲明書111年6月版（台、外幣要保書需抽換）、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年6月版（台幣要保書需抽換）。
（台幣：若無投保「醫保眼福終身健康保險(ASGNLB1)」可沿用舊版要保書、審閱期、費率調整告知書。）
（外幣：若無投保「一路發外幣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ACLPEU11)」可沿用舊版審閱期。）

2022/06/01 元大人壽 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簡式202206版、保險單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複式202206版、匯款給付申請單202206版。
2022/06/09 康健人壽 傳統型人身保險要書202005版22022.06更新。
2022/06/10 富邦產物 個人保險理賠申請書20220608版。

2022/06/15 安達人壽

全系列要保書。

財務狀況告知書_202202版、審閱期202202版、FATCA暨CRS身分聲明書(個人件)202202版、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202206版、
客戶適合性分析202206版、風險預告書202206版、繳費來源確認暨聲明書202206版、投資標的異動申請書202206版、投資內容異動申請書202206版、

要保人委託壽險業者辦理結匯授權書_202202、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指定帳戶202204版、投資標的轉換申請書_雙帳戶版202204版、
投資標的比例配置申請書_贏利高手／幸福成雙202204版、契約撤銷(取消)申請書202205版、傳統型保單借款約定書202206版、
投資型保單借款約定書202206版、契變書(變更要保人受益人專用)_202206版。

2022/06/20 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111.6.20版。

2022/06/30
全系列要保書111.6.30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業報書。
2022/06/17 臺銀人壽 旅行平安險111.06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2022/06/20 新光人壽 客戶投保權益確認函(OIU 專用)111.06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2022/06/27 台灣人壽 審閱期110.07版（商品更新日期 ：2022.06.22）、費率可能調整告知書2022.04版（商品更新日期 ：2022.06.22）

2022/06/30 富邦人壽

DIU-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法人適用）111 年 06 月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OIU-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辨識聲明書（法人適用）2022 年 6 月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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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06 月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保戶投資屬性問卷 111 年 6 月版。（舊版：110 年 11 月版 於 111/7/30停止使用）

遠雄人壽

製表人：黃詩涵20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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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1 臺銀人壽 不分紅人壽保險要保書（傳統通路A）111.07版、小額終身人壽保險要保書（傳統通路A）111.07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2022/07/08 中國人壽
契變（繁式）111年6月版、契變（簡式）111年6月版、契變【投資型商品】111年6月版。（舊版仍可使用）

健康告知111年6月版。（舊版仍可使用）

2022/07/12 富邦產物 新滿足保-兒童版111.06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2022/07/15 台灣人壽 理賠申請書202207版。
2022/07/25 保誠人壽 團體保險要保書11108版、團體保險被保險人健康聲明書11108版。（舊版即停止使用）

2022/07/27 臺灣產物 保險金申請書11107。
2022/07/29 富邦人壽 不分紅人壽保險要保書111.07.29版。

製表人：黃詩涵20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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