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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 Q&A 
                                                                    

Ｑ1：請問此次「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特色是什麼？ 

Ａ1：  

專案名稱 「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 

適用險種 台幣保單 

適用對象 全體保戶 

優惠額度 

(淨增加借款金額) 

最低5萬(含)元，不限最高借款金額。 

(最高額度以保單尚可借金額為限) 

優惠期間 一年 

優惠利率 詳如優惠利率表 

摸彩資格 
符合「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者，每一借款合約案號可獲得

一組摸彩序號。(獎項內容詳如摸彩獎項表) 

 

優惠利率表： 

保險類別 
之前有無借還款 

(保單首貸) 
借款管道 優惠年利率 

投資型 

無 

(保單首貸) 

線上借款 2.00% 

非線上借款 2.30% 

有 

線上借款 2.30% 

非線上借款 2.60% 

非投資型 

無 

(保單首貸) 

線上借款 2.30% 

非線上借款 2.60% 

有 

線上借款 2.60% 

非線上借款 2.90% 

※本專案為推動保戶自主性服務，特以不同借款管道訂定差別優惠利率，敬請客戶多加利 

用更低廉的優惠利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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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彩獎項表： 

項目  名額 獎項 

頭獎 10 名 50,000 元新光三越禮卷 

二獎 50 名 5,000 元新光三越禮卷 

普獎 500 名 500 元新光三越禮卷 

 

Ｑ2：外幣保險單是否可以申請本專案優惠？ 

Ａ2：本次優惠專案不包含外幣保單。 

 

Ｑ3：如保戶有意願辦理有什麼門檻條件？需要申請嗎？ 

Ａ3：此次優惠專案為全體保戶適用，但其辦理方式採「申請約定制」，如下： 

1. 於活動期間(108 年 3 月 4 日至 108 年 7 月 15 日)保單借款後，以本次的總借款金額

減去本專案開始日之前一日(基準日：108 年 3 月 3 日)之總借款金額後，「淨增加借

款金額」須達 5 萬(含)元以上，不限最高借款金額(最高額度係以保單尚可借金額為

限)。 

2. 申請約定時，須符合優惠資格(同一要保人之其他未享有優惠件，不得償還)。 

3. 要保人須填具「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書」，經本公司受理並建檔完成，即可

享有優惠利率。 

 

Ｑ4：「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的「淨增加借款」定義為何？ 

Ａ4：於活動期間申請保單借款後之借款餘額減去基準日(108 年 3 月 3 日(含)前)，該保單之

借款餘額後有淨增加的部分。 

Ｑ5：保戶要申辦「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如何申請及辦理？ 

Ａ5：申辦方式有二種：(皆須填具優惠專案約定書，且限申辦乙次) 

1. 聯絡本公司業務人員： 

(1) 請業務人員到府服務辦理「保單借款」及「申辦本優惠專案」。 

(2) 保戶須同時填寫【保險單借款約定書】及【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書(一

式兩份】，並由業務人員送件至業務單位受理完成，方適用優惠利率。 

2. 由保戶親洽本公司全省行政中心、服務分處提出申請及辦理(同上填寫相關約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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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6：此次的保單(或 ATM 現貸卡帳戶)於各借款管道的申辦方式有何不同？ 

Ａ6： 

1. 一般件借款：可同時申請保單借款及申辦本優惠專案。 

2. ATM 現貸卡借款：保戶須先行以新光人壽 ATM 現貸卡(帳戶)至新光銀行櫃檯或提款

機提領借款金額後，透過以下管道申辦： 

(1) 業務人員： 

聯絡業務人員取得【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書(一式兩份)】，並填寫完整

後提出申請，經本公司業務單位受理完成後，本專案約定書第二聯：客戶留存聯

(副本)再由業務人員交立約人(要保人)收執。 

(2) 親洽全省行政中心、服務分處： 

親至本公司全省行政中心、服務分處提出申請，並填寫【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

案約定書(一式兩份)】，經本公司行政中心櫃台受理完成後，本專案約定書第二

聯：客戶留存聯(副本)交立約人(要保人)收執。 

3. 線上借款：保戶須先行於新光人壽會員專區線上借款(註 1)且匯款成功後，依上述

ATM 現貸卡借款之 2.(1)及 2.(2)管道辦理。 

註 1：線上借款每次借款金額上限 100 萬(含)，如欲申請之優惠借款超過 100 萬者， 

敬請分次借款並以最後乙次借款日期起算優惠利率。 

 

Ｑ7：活動期間申辦本專案優惠借款時，如同一要保人其它未享有本優惠專案之保單有償還

時，是否可受理優惠專案？ 

Ａ7：不可受理。 

依「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條款第七條約定：活動期間辦理本專案後，同一要

保人之非本優惠保單件，不得於活動期間(108 年 3 月 4 日至 108 年 7 月 15 日)及辦理

本優惠專案之優惠借款日起 90 日內償還借款本金。(上述要保人名下保單變更為其他要

保人且保單有償還借款本金者亦同) 

Ｑ8：申辦本優惠專案的總借款金額中有那些借款本金，不適用本專案優惠利率？ 

Ａ8：該保單不適用本專案優惠利率的本金： 

1. 基準日(108 年 3 月 3 日(含)前)借款本金。 

2. 活動期間(108 年 3 月 4 日至 108 年 7 月 15 日)申請約定後再行新增之借款本金。 

3. 本專案活動期間結束後所新增之借款本金。 

 

Ｑ9：業務同仁如何幫保戶試算「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相關優惠本金？ 

Ａ9：業務同仁可至內網＞業務員網站＞行政支援＞借款＞優惠專案約定試算，查詢保單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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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本金資料。本優惠專案，須提出申請並填具約定書，未填寫約定書者，一律不適用

優惠借款！相關數值僅提供參考，實際以辦理約定完成時為準！ 

 

Ｑ10：本優惠專案申辦完成後，如保戶未依約借滿優惠期間，要償還借款本金時，利息如何

計算？ 

Ａ10：本優惠借款未依約借滿優惠期間，保戶欲提前全部清償，或部分清償本金後低於「增

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約定書上第三條之總借款金額者，需通知本公司取消優惠後

始得償還，取消優惠後該優惠借款金額自借款日起依原利率計息，本公司將補足原借

款利率與優惠利率之利息差額，於還款同時一併收取。 

 

Ｑ11：已申辦本優惠專案之保單，於申請約定後或本優惠專案活動結束後，日後可否再行新

增借款？利率為何？新增借款的部分是否可以隨時償還？ 

Ａ11： 

1. 申請約定後或活動結束後，已申辦本優惠專案之保單，若尚有可借金額時可再新增借

款。 

2. 新增借款之利率依原保單借款年利率計息。 

3. 申請約定後或活動結束後所新增借款的部份，可隨時償還。 

 

Ｑ12：如保戶申辦本專案後，辦理哪些契約內容變更會取消優惠利率？ 

Ａ12：適用本專案期間，如保險契約辦理縮小保額、部分贖回、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提

領)、契約終止或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展期定期保險時，則溯自辦理本專案時取消本

專案優惠利率，同時恢復原保單借款利率計息，並依照「增享貸」保單借款優惠專案

約定書條款第七條還款限制辦理。 

 

Ｑ13：申辦本專案後，如保戶辦理那些契約變更事項，會影響優惠金額？ 

Ａ13：適用本專案期間，如保險契約發生理賠事故給付理賠金、年金給付、滿期金給付或契

約轉換而代償保單借款，致本優惠借款金額部分清償而減少時，則以減少後之優惠借

款金額依優惠利率計息至優惠期滿；如代償保單借款致本優惠借款金額全數清償時，

則本約定自動終止。 

 

Ｑ14：保戶適用本專案優惠期間，可否再申辦本公司另行推出的其它優惠專案？ 

Ａ14：辦理本專案後，優惠期間未屆滿之前，不得再行申辦或轉換本公司其他保單借款優惠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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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15：已享有此次優惠專案之保單(或 ATM 現貸卡帳戶)於優惠期間結束時，公司是否會進行

通知？ 

Ａ15：公司不定期辦理各項保單借款優惠專案，已充分揭露優惠辦法及內容，故於優惠結束

時，均不再另行通知，敬請保戶須自行確認優惠到期日！ 

     

Ｑ16：優惠到期日為假日可以提前償還嗎?若不行，應如何還款？ 

Ａ16： 

1. 不行提前償還。 

2. 若還款日為假日時，客戶可使用下列方式償還貸款： 

(1) 一般件借款：存入保單還款專戶(虛擬還款帳號)，可使用 ATM 轉帳之【繳費】

功能，步驟：輸入銀行代碼：103(新光銀行)→輸入還款專戶帳號→輸入還款

金額，使用繳費功能，不受三萬元之限制。 

(2) ATM 件借款：存入保單設定之 ATM 帳戶(實體帳戶)：透過各家銀行網路銀行還

款。（需與銀行事先約定網路銀行功能) 

         

Ｑ17：本專案的推動是否有獎勵辦法？ 

Ａ17：本專案除提供同仁【個人促成獎金】外，亦提供全省三階單位、專銷單位、行政中心

【團康獎金】，詳情請見活動辦法內文。 

 

Ｑ18：如果對本優惠專案有疑問時，可洽詢之單位(經辦)？ 

Ａ18：若對本優惠專案有任何疑問，可洽詢： 

1. 各單位保貸推展人員。 

2. 單位可洽詢服務專員，區部可洽詢數位尖兵。 

3. 總公司保全管理二課負責各部室的保貸推展人員，詳列如下。 

業務部室 行政中心及其分處 保貸負責經辦 分機號碼 

營業管理部 台北行政中心 張思彗 4114 

營業推展部 新北行政中心 許勝恆 4115 

業務推展部 台中行政中心 曲相憲 4113 

業務開發部 高雄行政中心 曲相憲 4113 

專銷  曲相憲 4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