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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112 年 04 月 維護單位：商品開發部 

序號  發言日期 112.04.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

款 
   事實發生日 112.04.1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滿富貴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LA 109.09.09 112.04.14 

新光人壽好美滿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FK0 

FKA 
110.08.03 112.04.14 

新光人壽美福傳家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LLA 111.10.05 112.04.14 

新光人壽信福傳家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JTA 110.12.10 112.04.14 

 

序號  發言日期 112.03.2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2.03.27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醫起健康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JKA 110.07.01 112.03.27 

新光人壽醫起健康健康促進回饋附加條款 ─ 110.08.02 112.03.27 

新光人壽金安心卡重大傷病定期保險 JWA 111.03.31 112.03.27 

新光人壽法定傳染病無疾病等待期批註條款 ─ 109.03.16 112.03.27 

 

序號  發言日期 112.02.2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

款 
   事實發生日 112.02.28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好傳家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JLA 110.07.01 112.02.28 

新光人壽美溢 GO 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DXA 110.01.07 112.02.28 

新光人壽鑫溢 GO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IXA 110.03.08 112.02.28 

新光人壽美添鴻運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FA 111.03.31 112.02.28 

新光人壽美利珍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EPA 109.06.30 112.02.28 

新光人壽美溢 GO 健康促進回饋附加條款 ─ 110.01.07 11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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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鑫溢 GO 健康促進回饋附加條款 ─ 110.03.08 112.02.28 

新光人壽尚好美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K0 

GKA 
110.12.10 112.02.28 

新光人壽美福保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LK0 

LKA 
111.10.03 112.02.28 

 

序號  發言日期 111.12.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核保部核保管理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12.0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元滿治富變額壽險／年金保險要保書 ─ 111.03.21 111.12.01 

新光人壽元滿治富外幣變額壽險／年金保險要保書 ─ 111.03.21 111.12.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12.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12.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元滿治富變額壽險 VQ000 111.03.21 111.12.01 

新光人壽元滿治富外幣變額壽險 VR000 111.03.21 111.12.01 

新光人壽元滿治富變額年金保險 VN099 111.03.21 111.12.01 

新光人壽元滿治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VP099 111.03.21 111.12.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12.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12.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好美福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FL0 

FLA 
109.03.25 111.12.01 

新光人壽美富利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Z0 109.06.30 111.12.01 

新光人壽美好滿益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LZA 109.06.30 111.12.01 

新光人壽美利豐收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DPA 109.09.30 1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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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美利雙享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JPA 110.04.21 111.12.01 

新光人壽金來美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IZ0 110.05.03 111.12.01 

新光人壽美好利達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MZA 110.12.30 111.12.01 

新光人壽福氣滿益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LCA 111.06.16 111.12.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11.1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11.18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護久久終身健康保險（標準定義） NDA 103.06.11 111.11.18 

新光人壽特定處置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JGA 106.10.02 111.11.18 

 

序號  發言日期 111.10.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10.3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TY9 110.04.30 111.10.31 

新光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TZ9 110.04.30 111.10.31 

新光人壽優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QWA 104.01.01 111.10.3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10.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核保部核保管理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10.0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重大傷病保險要保書 ─ 106.06.21 111.10.01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A】 ─ 102.02.18 111.10.01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B】 ─ 102.02.18 111.10.01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 ─ 102.02.18 111.10.01 

新光人壽重大傷病保險簡易要保書 ─ 106.06.21 111.10.01 

新光人壽即期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4.01.05 11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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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優體保單要保書 ─ 97.07.30 111.10.01 

新光人壽即期年金保險要保書【A】 ─ 104.01.05 111.10.01 

新光人壽多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8.01.21 111.10.01 

新光人壽多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9.04.01 111.10.01 

新光人壽多利贏家外幣變額壽險（New）要保書 ─ 109.04.01 111.10.01 

新光人壽多利贏家變額壽險（New）要保書 ─ 109.04.01 111.10.01 

新光人壽優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2.04.17 111.10.01 

新光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年金保險要保書 ─ 110.04.30 111.10.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08.1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專案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08.1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活力罩一年期住院日額健康保險 U4D 109.04.01 111.08.19 

 

序號  發言日期 11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十分鑫安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ISA 110.04.29 11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03.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核保部核保管理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03.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I】 ─ 104.05.15 111.03.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1.03.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專案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03.1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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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安心傷害保險 23030~23033 87.08.07 111.03.15 

新光人壽安心傷害 321 保險 23050~23053 89.06.08 111.03.15 

新光人壽旅行平安保險特定傷害附加條款 53023、54023 88.12.30 111.03.15 

新光人壽學生(學童)團體保險 

37350、47351、

47352、47353、

47354 

84.05.31 111.03.15 

 

序號  發言日期 111.02.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核保部核保管理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1.02.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集體投保型微型傷害保險要保書【甲型】 ─ 103.10.15 111.02.09 

 

序號  發言日期 110.10.06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10.06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安心卡重大傷病定期保險 IWA 106.06.21 110.10.06 

 

序號  發言日期 110.09.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核保部核保管理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09.1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聯鑫多多變額壽險（New）要保書 ─ 102.01.01 110.09.15 

 

序號  發言日期 110.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活力心動定期健康保險 YGA 107.12.26 110.07.01 

新光人壽活力健身重大傷病定期保險 GWA 108.09.02 1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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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健康滿分終身健康保險 MAA 105.04.20 110.07.01 

新光人壽安心滿分手術醫療終身健康保險 ACA 109.01.01 110.07.01 

新光人壽非常安心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JHA 109.04.15 110.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0.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富人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DLA 109.09.15 110.07.01 

新光人壽美富人生健康促進回饋附加條款 ─ 109.11.09 110.07.01 

新光人壽美利樂活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GHA 

GIA 

GJA 

109.12.01 110.07.01 

新光人壽美利固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KVA 109.12.23 110.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0.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聯鑫多多變額壽險（New） ZDA 104.04.07 110.07.01 

新光人壽目標到期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 108.05.29 110.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0.03.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03.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投資型保險首次投資配置日批註條款 ─ 107.08.15 110.03.01 

 

序號  發言日期 110.03.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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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10.03.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20301 100.09.07 110.03.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9.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行政管理部核保管理

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9.1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多利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要保書 ─ 100.01.03 109.09.15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9.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9.1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多利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2T099 92.10.07 109.09.15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傳家貸定期壽險（標準定義） 

2N0 

2P0 

2NA 

2PA 

107.06.29 109.07.01 

新光人壽安心成增終身保險 FHA 106.03.15 109.07.01 

新光人壽醫保雙享終身健康保險（標準定義） 
5PA 

6PA 
101.10.26 109.07.01 

新光人壽新美麗人生終身壽險（新定義） YTA 90.04.18 109.07.01 

新光人壽澳幣要保人豁免保險費附約 97A 106.03.31 109.07.01 

新光人壽大好職業災害保險 202G0 105.04.29 109.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7.01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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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民富一世人民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RBA 104.03.03 109.07.01 

新光人壽五動鑫富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ANA 104.09.30 109.07.01 

新光人壽實健幸福保險（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 GAA 105.06.16 109.07.01 

新光人壽鑫利多喜利率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KGA 107.01.01 109.07.01 

新光人壽鑫利樂退利率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ECA 

EDA 

EEA 

107.01.01 109.07.01 

新光人壽鑫樂多喜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DNA 107.01.01 109.07.01 

新光人壽美利樂退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EFA 

EGA 

EHA 

EIA 

EJA 

107.04.09 109.07.01 

新光人壽美富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BZA 107.04.25 109.07.01 

新光人壽美樂雙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DZA 107.04.25 109.07.01 

新光人壽澳富傳世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IT0 

ITA 
108.05.24 109.07.01 

新光人壽美富 109 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FY0 108.11.19 109.07.01 

新光人壽澳富 109 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RD0 108.11.19 109.07.01 

新光人壽美利金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ELA 109.01.01 109.07.01 

新光人壽好鑫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V0 

GVA 
109.01.01 109.07.01 

新光人壽美添 109 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FZ0 109.02.14 109.07.01 

新光人壽美富傳世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OIU） 
BTA 2020.04.01 2020.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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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興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 TT 104.12.23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利外幣變額壽險 RS 107.03.26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利人民幣變額壽險 RT 107.03.26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利外幣變額年金保險 RQ 107.11.01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利人民幣變額年金保險 RR 107.11.01 109.07.01 

新光人壽享萬利變額年金保險 ST 108.11.18 109.07.01 

新光人壽享萬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SQ 

SR 
108.05.29 

109.07.01 

SS 108.11.18 

新光人壽享萬利變額壽險 UT 108.11.18 109.07.01 

新光人壽享萬利外幣變額壽險 

UQ 

UR 

US 

108.11.18 109.07.01 

新光人壽金豐利變額萬能壽險 ZFA 104.04.15 109.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行政管理部核保管理

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享萬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8.05.29 109.07.01 

新光人壽享萬利外幣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8.11.18 109.07.01 

新光人壽享萬利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8.11.18 109.07.01 

新光人壽享萬利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8.11.18 109.07.01 

新光人壽金豐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 104.04.15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利人民幣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7.03.26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利外幣/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7.11.01 109.07.01 

新光人壽添萬利外幣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7.03.26 109.07.01 

新光人壽興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 ─ 104.12.23 109.07.01 

新光人壽大好職業災害保險專用要保書 ─ 105.04.29 10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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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9.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好家貸定期壽險 

1Q0 

1QA 

1R0 

1RA 

101.07.01 109.01.01 

新光人壽民富一生人民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２） HIA 103.07.09 109.01.01 

新光人壽鑫富添喜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CHA 104.06.10 109.01.01 

新光人壽鑫利添喜利率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DKA 104.06.15 109.01.01 

新光人壽澳富旺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RE0 105.04.01 109.01.01 

新光人壽大好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GQA 105.04.29 109.01.01 

新光人壽澳富添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CYA 106.06.23 109.01.01 

新光人壽美滿傳家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DYA 106.07.26 109.01.01 

新光人壽 7 Plus 利率變動型保險 5KA 106.08.31 109.01.01 

新光人壽展新美利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MCA 

MDA 

MEA 

MFA 

MGA 

MHA 

106.09.13 109.01.01 

新光人壽新美樂人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EX0 

EXA 
106.10.25 109.01.01 

新光人壽澳樂人生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FX0 

FXA 
106.10.25 109.01.01 

新光人壽美利多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LGA 107.01.01 109.01.01 

新光人壽美旺福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FP0 107.03.07 109.01.01 

新光人壽鑫福年年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FBA 107.03.28 109.01.01 

新光人壽鑫旺富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FQ0 107.06.29 109.01.01 

新光人壽美添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BXA 107.07.30 109.01.01 

新光人壽美利好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EKA 107.10.03 10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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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美多富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FRA 107.10.29 109.01.01 

新光人壽鑫多富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FSA 107.10.29 109.01.01 

新光人壽美好傳富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FT0 

FTA 
108.01.01 109.01.01 

新光人壽好鑫動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FUA 108.01.16 109.01.01 

新光人壽美添旺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FV0 108.01.30 109.01.01 

新光人壽增美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INA 108.04.30 109.01.01 

新光人壽鑫好傳富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T0 108.04.30 109.01.01 

新光人壽鑫滿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GU0 108.07.22 109.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2020.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富傳家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OIU) BQA 2016.04.11 2020.01.01 

新光人壽尊享未來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OIU) 
BRA 2017.06.07 2020.01.01 

新光人壽美利財富外幣利率變動型保險(OIU) CPA 2017.09.27 2020.01.01 

新光人壽盛世平安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OIU) 
BS0 2019.03.29 2020.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行政管理部核保管理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D】 ─ 105.04.01 109.01.01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A】 ─ 103.11.03 109.01.01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B】 ─ 106.02.28 109.01.01 

新光人壽簡式要保書【金好保專用】 ─ 100.07.01 109.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1.01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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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9.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扶心安 A 型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BGA 108.01.01 109.01.01 

新光人壽長扶心安 B 型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 BHA 108.01.01 109.01.01 

新光人壽安心久久手術醫療終身健康保險 HCA 98.05.04 109.01.01 

新光人壽長照久久長期照顧終身保險 BDA 102.09.11 109.01.01 

新光人壽大好住院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GSA 105.04.29 109.01.01 

新光人壽大丈夫特定疾病終身健康保險（標準定義） NRA 106.04.28 109.01.01 

新光人壽大丈夫住院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MSA 106.04.28 109.01.01 

新光人壽大好特定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標準定

義） 
PRA 105.04.29 

109.01.01 

新光人壽因應示範條款及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修正批註條款 
─ 104.08.04 

109.01.01 

新光人壽永保安康終身壽險（標準定義） DWA 99.07.14 109.01.01 

新光人壽新長期照顧終身壽險 BEA 101.02.22 109.01.01 

新光人壽展鑫人生終身健康保險（標準定義） NGA 105.09.01 109.01.01 

新光人壽 VIP（A 型）終身健康保險 JCA 105.11.30 109.01.01 

新光人壽 VIP（B 型）終身健康保險 JDA 105.11.30 109.01.01 

新光人壽美滿安康美元終身保險（標準定義） NYA 107.02.27 109.01.01 

新光人壽長護久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標準定義） I6A 104.01.07 109.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9.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2020.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貴美好美元萬能終身壽險(OIU) QZ911 2015.10.15 2020.01.01 

新光人壽富貴美好美元萬能終身壽險(OIU)要保書 A ─ 2017.07.20 2020.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8.10.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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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大丈夫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MNA 106.02.24 108.10.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8.08.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澳富一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LW0、LWA 103.12.24 108.08.01 

新光人壽澳利添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LIA 105.04.11 108.08.01 

新光人壽鑫利雙收利率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GMA 106.01.01 10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8.04.2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04.2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大美好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IPA 106.04.17 108.04.23 

新光人壽美利添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CJA 106.01.01 108.04.23 

新光人壽美鑽添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DJA 106.06.30 108.04.23 

新光人壽鑫富傳家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

型） 
CNA 106.03.31 108.04.23 

 

序號  發言日期 108.04.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04.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安心團體一年定期健康保險 43F3A 

43F3B 

43F3C 

43F3D 

43F3F 

98.06.12 108.04.01 

新光人壽無疾病等待期團體健康保險批註條款 43F3K 

43F3L 

43F3M 

98.06.12 10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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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F3J 

序號  發言日期 108.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護癌宣言終身健康保險 DVA 97.01.31 108.01.01 

新光人壽防癌護照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G2A 97.09.25 108.01.01 

新光人壽愛健康防癌終身保險 DCA 105.07.06 108.01.01 

新光人壽愛無間美元防癌終身保險 DAA 104.01.26 108.01.01 

新光人壽愛無限澳幣防癌終身保險 DBA 104.01.26 108.01.01 

新光人壽健康御守終身健康保險 IFA 104.12.23 108.01.01 

新光人壽得意平安 A 型定期傷害保險 WA0、WAA 104.12.09 108.01.01 

新光人壽得意平安 B 型定期傷害保險 WB0、WBA 104.12.09 108.01.01 

新光人壽守護平安定期傷害醫療保險附約 L30、L3A 104.12.09 108.01.01 

新光人壽新活力骨傷害保險 23080 102.02.01 108.01.01 

新光人壽長扶雙享 A 型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BCA 104.08.04 108.01.01 

新光人壽長扶雙享 B 型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 BFA 104.08.04 108.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8.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增澳富外幣終身壽險 7YA 102.05.02 108.01.01 

新光人壽澳利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LA 102.12.06 108.01.01 

新光人壽民富人民幣保險 RAA 103.04.02 108.01.01 

新光人壽鑫旺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FN0 107.03.07 108.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8.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8.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得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3VA99 91.04.16 10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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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新得利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乙型】 3XA99 91.04.16 108.01.01 

新光人壽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保書 A ─ 102.01.01 108.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7.11.3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7.11.3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聯鑫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EA 104.04.07 107.11.30 

新光人壽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 102.01.01 107.11.30 

 

序號  發言日期 107.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7.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富添喜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BYA 104.12.23 107.07.01 

新光人壽鑫富旺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DQ0 105.07.22 107.07.01 

新光人壽美富旺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DR0 104.11.25 107.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6.10.2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6.10.2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澳樂一生外幣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 AE0、AEA 103.12.24 106.10.25 

新光人壽美樂人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DE0、DEA 106.04.25 106.10.25 

新光人壽展鑫人生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CLA 105.09.01 106.10.25 

新光人壽幸福人生終身壽險 AUA 99.06.17 106.10.25 

新光人壽優活力定期壽險 ICG、ICH 102.03.20 106.10.25 

新光人壽好利富終身還本保險 DFA 105.08.22 106.10.25 

新光人壽年年好鑽終身還本保險 APA 104.10.13 106.10.25 

 

序號  發言日期 106.1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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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6.1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附加條款(甲型) 57025 100.01.28 106.11.01 

FOD 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海外突發疾病甲型適用) ─ 100.01.28 106.1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6.07.2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6.07.20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E】 ─ 105.04.25 106.07.20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F】 ─ 105.06.24 106.07.20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C】 ─ 105.06.24 106.07.20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J】 ─ 105.04.25 106.07.20 

 

序號  發言日期 106.07.2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2017.07.20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富貴美好美元萬能終身壽險(OIU)要保書 ─ 2015.10.15 2017.07.20 

 

序號  發言日期 106.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6.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一路發美元終身還本保險 LVA 103.10.06 106.01.01 

新光人壽新全意終身還本保險 CBA 98.08.01 106.01.01 

新光人壽新全心終身還本保險 CAA 98.08.01 106.01.01 

新光人壽全心全意終身還本保險 CCA 98.08.01 106.01.01 

新光人壽美樂外幣終身壽險 7PA 100.01.26 106.01.01 

新光人壽美增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SA 102.01.01 106.01.01 

新光人壽美滿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KA 101.07.01 10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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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十全十美保險 6LA 101.08.27 106.01.01 

新光人壽美兒美外幣終身保險 V3A 101.09.28 106.01.01 

新光人壽福滿乾坤終身壽險 PPA 101.07.05 106.01.01 

新光人壽吉利洋洋即期年金保險 6F0 104.01.05 106.01.01 

新光人壽吉利成雙即期年金保險 8E0 104.07.01 106.01.01 

新光人壽鑫富樂利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ALA 104.08.14 106.01.01 

新光人壽鑫富一生利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２ ) 
HF0、 

HFA 
103.03.10 106.01.01 

新光人壽鑫富 105 利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AQ0 104.11.20 106.01.01 

新光人壽鑫鑽雙喜利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CKA 105.07.22 106.01.01 

新光人壽增有利終身壽險 PKA 102.11.05 106.01.01 

新光人壽好利發終身還本保險 CFA 105.01.20 106.01.01 

新光人壽好美利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XA 102.10.07 106.01.01 

新光人壽鑫利一生利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２ ) HGA 103.04.10 106.01.01 

新光人壽鑫享一世利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AIA 104.06.10 106.01.01 

新光人壽添添旺終身壽險 PFA 101.07.01 106.01.01 

新光人壽鑫富雙收利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AZA 105.01.29 106.01.01 

新光人壽一起發終身還本保險 LXA 104.04.08 106.01.01 

新光人壽一起發美元終身還本保險 LYA 104.04.08 106.01.01 

新光人壽增好鑽終身還本保險 CEA 102.10.14 106.01.01 

新光人壽金好保保險 6KA 100.07.01 106.01.01 

新光人壽美利雙喜外幣利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AJA 104.08.19 106.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6.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6.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 MDD 多重重大傷病保險（新定義） ESA 99.02.01 106.01.01 

新光人壽安心保本終身保險 FGA 101.01.01 106.01.01 

新光人壽加倍幸福終身壽險 AXA 101.07.01 106.01.01 

新光人壽滿意保還本終身健康保險 HJA 99.07.07 106.01.01 

新光人壽樂活健康定期健康保險 HHA 104.09.07 106.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5.12.25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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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12.2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團體疾病二至十一級殘廢健康保險附加條

款 
43T80 105.08.19 105.12.25 

 

序號  發言日期 105.11.0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11.07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好利旺終身還本保險 CXA 103.01.01 105.11.07 

新光人壽美富一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２） HNA 103.02.10 105.11.07 

新光人壽美樂一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２） HPA 103.01.01 105.11.07 

 

序號  發言日期 105.06.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06.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一路發終身還本保險 LUA 103.10.06 105.06.01 

新光人壽鑫富一世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２） AA0 103.07.07 105.06.01 

新光人壽美富一世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２） AD0 103.06.09 105.06.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5.04.2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04.2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健康百分百終身健康保險（新定義） IEA 100.11.30 105.04.20 

 

序號  發言日期 105.05.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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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05.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利澳福外幣保險 7T0 102.09.16 105.05.09 

 

序號  發言日期 105.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利一生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２） 
HZA 103.02.10 105.01.01 

新光人壽傳統保險要保書 A ─ 104.01.01 105.01.01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要保書 A ─ 104.01.01 105.01.01 

新光人壽優體保單要保書 A ─ 104.01.01 105.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4.08.0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4.08.0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扶久久 A 型殘廢照護終身保險 BAA 103.12.01 104.08.04 

新光人壽長扶久久 B 型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 BBA 103.12.01 104.08.04 

 

序號  發言日期 105.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5.01.0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變額壽險要保書A ─ 104.04.07 105.01.01 

新光人壽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A ─ 104.04.07 105.01.01 

新光人壽民旺多多人民幣變額壽險要保書A ─ 104.04.15 105.01.01 

新光人壽金豐利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A ─ 104.04.15 105.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4.07.01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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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4.07.0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好利年年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甲型】 3U099 103.01.01 104.07.01 

新光人壽樂利年年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乙型】 3W099 103.01.01 104.07.01 

新光人壽洋洋得利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甲型】 QVA99 100.12.12 104.07.01 

新光人壽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保書B ─ 102.01.01 104.07.01 

新光人壽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保書C ─ 102.01.01 104.07.01 

新光人壽洋洋得利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甲型要保

書 
─ 100.12.12 104.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4.04.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4.04.15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新旺年年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 QQA99 102.04.17 104.04.15 

新光人壽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 102.04.17 104.04.15 

 

序號  發言日期 104.04.0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4.04.07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金好意變額萬能壽險 ZTA 96.10.01 104.04.07 

新光人壽金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ZUA 96.10.01 104.04.07 

新光人壽豐利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VA 98.09.30 104.04.07 

新光人壽聯鑫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JA 102.06.19 104.04.07 

新光人壽聯鑫多多變額壽險 ZIA 102.06.19 104.04.07 

新光人壽新聯鑫變額壽險 ZGA 103.06.11 104.04.07 

新光人壽新旺多多人民幣變額壽險 RYA 102.03.08 104.04.07 

新光人壽金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 QF 94.05.09 104.04.07 

新光人壽金圓滿外幣投資連結型保險 QK 97.01.02 104.04.07 

新光人壽鑫萬利變額壽險 QD 101.01.09 104.04.07 

新光人壽富萬利變額壽險 QS 102.10.02 10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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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金好意／金滿意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 102.01.01 104.04.07 

新光人壽豐利年年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 98.09.30 104.04.07 

新光人壽外幣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2.03.08 104.04.07 

新光人壽金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通路專用) ─ 97.08.20 104.04.07 

新光人壽金圓滿外幣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通路

專用) 
─ 97.01.02 104.04.07 

新光人壽鑫萬利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1.01.09 104.04.07 

新光人壽富萬利變額壽險要保書 ─ 102.10.02 104.04.07 

 

 

序號  發言日期 104.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4.01.0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福樂年年變額年金保險 QPA99 101.12.05 104.01.01 

新光人壽福樂年年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 

【通路專用】 
─ 101.12.05 104.01.01 

新光人壽福華年年變額年金保險 QRA99 102.04.17 104.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6.1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6.1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得利多多變額壽險 ZXA 100.01.26 103.06.11 

新光人壽福氣多多變額壽險 ZQA 100.10.12 103.06.11 

新光人壽福運多多變額壽險 ZPA 100.10.12 103.06.11 

新光人壽富貴多多變額壽險 ZNA 101.07.19 103.06.11 

新光人壽新盛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HA 102.08.14 103.06.1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6.1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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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澳樂外幣終身壽險 7UA 102.05.02 103.06.1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5.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5.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團體健康保險留院觀察保險金附加條款 43F4F 100.08.01 103.05.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4.3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4.3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增美富外幣終身壽險 7VA 102.03.07 103.04.30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4.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4.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康萬能保險 QG9 94.07.04 103.04.01 

新光人壽富康萬能保險要保書【通路專用】 ─ 95.10.18 103.04.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4.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4.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利長順利率變動型保險 HW0 102.01.01 103.04.01 

新光人壽威利美福外幣利率變動型保險 HX0 102.04.15 103.04.01 

新光人壽月月鑫旺利率變動型保險 HY0 102.12.10 103.04.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1.01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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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1.01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說明 

新光人壽福氣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WA 99.03.24 103.01.01 

新光人壽得利富貴變額壽險 ZZA 99.08.02 103.01.01 

新光人壽福運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RA 100.03.19 103.01.01 

新光人壽福新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ZMA 101.04.02 103.01.01 

新光人壽福華年年變額萬能壽險 ZLA 102.01.01 103.01.01 

新光人壽福華多多變額壽險 ZKA 102.01.01 103.01.01 

新光人壽投資管理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甲型】 ─ 102.06.19 103.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3.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3.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富外幣終身壽險 7QA 100.11.30 103.01.01 

新光人壽威利長青保險 8Z0 101.09.28 103.01.01 

新光人壽威利美豐外幣保險 7Z0 101.09.05 103.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10.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10.1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增還鑽終身還本保險 CSA 102.03.20 102.10.14 

 

序號  發言日期 102.10.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10.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澳元外幣保險 7I0 99.01.04 1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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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2.07.2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7.2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 97.07.25 102.07.24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5.1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5.1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房貸型商品專用要保書 ─ 100.01.06 102.05.10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3.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3.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綜合醫療保險附約  84.06.12 102.03.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3.1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3.1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六六大順保險 6JA 99.11.01 102.03.15 

新光人壽美旺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FA 101.07.01 102.03.15 

新光人壽美好外幣終身壽險 7RA 101.08.27 102.03.15 

新光人壽平安寶定期壽險 IBG、IBH 98.07.22 102.03.15 

新光人壽外幣保單簡易要保書【通路專用 A】 ─ 100.12.12 102.03.15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非傳統通路專用 A】 ─ 95.12.28 102.03.15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非傳統通路專用 B】 ─ 95.12.28 102.03.15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非憑證網路投保專用)  ─ 97.07.14 102.03.15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非憑證網路投保系統專用) ─ 97.11.14 1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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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2.03.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3.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  94.05.09 102.03.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2.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2.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力骨傷害保險  101.05.26 102.02.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好意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96.10.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滿意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96.10.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福氣年年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99.03.24 1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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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得利富貴變額壽險要保書  99.08.02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得利多多變額壽險要保書  100.01.26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福運年年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100.07.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福氣多多變額壽險要保書  100.10.12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福運多多變額壽險要保書  100.10.12 1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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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福新年年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  101.04.02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貴多多變額壽險要保書  101.07.19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得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保書  91.05.02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集利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要保書  92.12.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要保書【通路專

用】 
 98.04.06 1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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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人身保險要保書  93.02.27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利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DA 100.08.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佳外幣終身還本保險 7CA 100.08.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六六美鑫外幣保險 6GA 101.07.01 102.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2.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世代增額終身壽險 PMA 87.12.21 1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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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1.10.0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10.08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長福保險 8X0 100.01.24 101.10.08 

 

序號  發言日期 101.10.0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10.08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長富保險 8Y0 100.04.18 101.10.08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HBA 91.01.14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安養老終身壽險 CMA、DMA 84.06.21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加倍平安終身壽險 AWA 97.10.27 10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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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團體定期保險 ─ 65.01.01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家瑞團體養老保險 E9A 99.11.01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欣欣長樂終身壽險 AVA 100.03.01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美年加利外幣保險 7JA 99.10.06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美鑫外幣保險 7G0 100.04.25 10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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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安家世貸定期壽險 1T0、1U0 100.01.06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安居世貸定期壽險  1X0、1Z0 95.06.01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分多利利率變動型終身還本保險 EBA 99.09.01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利成增終身壽險 PNA 99.04.30 101.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健康久久終身醫療健康保險 HKA 97.10.13 1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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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1.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期看護終身保險 BMA 85.01.03 101.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心安保本終身保險 FFA 99.11.03 101.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1.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1.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如意長紅終身壽險 SHA 98.08.01 101.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0.12.3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12.3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福運年年變額萬能壽險要保書【通路專用】  100.03.01 100.12.30 

 

序號  發言日期 100.12.3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12.3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圓滿外幣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  97.01.02 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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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100.08.2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08.2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大福大利利率變動型保險 HUA 98.08.01 100.08.29 

 

序號  發言日期 100.07.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07.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美緣外幣保險 7H0 98.02.03 100.07.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0.02.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02.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多福保險 8W0 98.04.22 100.02.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0.02.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02.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多多利率變動型保險 HV0 99.04.06 100.02.01 

 

序號  發言日期 100.01.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100.01.1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FOD 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銀行通路專用)  96.01.12 10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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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99.1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99.1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樂活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要保書

[通路專用] 
 99.06.04 99.11.01 

 

序號  發言日期 99.1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99.1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樂活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6U0/2 99.09.01 99.11.01 

 

序號  發言日期 99.1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99.1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盛利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6W0/5 99.09.01 99.11.01 

 

序號  發言日期 99.09.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事實發生日 99.09.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好康萬能保險 QLA、QL9/2 96.04.02 99.09.01 

 

序號  發言日期 99.09.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9.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達安保本保險 FEA/2 95.10.01 9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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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99.09.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9.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祥瑞定期壽險附約 UKA/2 95.10.01 99.09.01 

 

序號  發言日期 99.07.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7.1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保安康終身壽險 EUA/4 99.03.22 99.07.14 

 

序號  發言日期 99.05.1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7.1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批註條款  84.11.03 99.05.17 

 

序號  發言日期 99.04.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4.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水上交通工具人員團體傷害保險 ─ 95.07.17 99.04.01 

新光人壽工地工程人員團體傷害保險 ─ 95.07.17 99.04.01 

新光人壽遊樂區遊客團體傷害保險 ─ 95.07.17 99.04.01 

新光人壽一年期國民平安團體保險暨喪葬保險金附

加條款 
─ 95.07.17 99.04.01 

新光人壽信用卡持有人意外傷害團體保險(乙型) ─ 95.07.17 99.04.01 

新光人壽家欣團體養老保險 ─ 95.01.02 99.04.01 

新光人壽家慶團體養老保險 ─ 95.01.02 9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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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退職福利壽險 ─ 95.01.02 99.04.01 

新光人壽團體終身壽險 ─ 95.01.02 99.04.01 

 

序號  發言日期 99.02.0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2.0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長福終身壽險(分期繳費型) IMA/7 95.01.01 99.02.05 

 

序號  發言日期 99.02.0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2.0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長樂終身壽險 ATA/1 95.01.01 99.02.05 

 

序號  發言日期 99.02.0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2.0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吉祥即期年金保險 5F0/1 97.01.01 99.02.05 

 

序號  發言日期 99.02.0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2.05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安親批註條款 X1A/A 95.11.29 99.02.05 

 

序號  發言日期 99.02.05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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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長安終身壽險 JMA/8 95.01.01 99.02.05 

 

序號  發言日期 98.08.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9.01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安利年年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要保書

【通路專用】  
98.03.16 98.09.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千圓長青終身壽險 LQA/2 95.01.01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年年有餘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VB_/1 95.06.14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安心居遞減型定期壽險 IS0.ISA/2 95.01.01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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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定期保險特約 U0A/B 95.01.01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全意終身還本保險 2UA/1 95.01.01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全心終身還本保險 2HA/1 95.01.01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分多金終身還本保險 HTA/1 97.07.18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易利得保險 8HA/2 95.01.01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7.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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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保本長紅終身壽險 SFA/2 95.05.02 98.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5.1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5.18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批註條款 
53022/1、54022/1 

55022/1、56022/1 
84.10.19 98.05.18 

 

序號  發言日期 98.05.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5.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版數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綜合保障附約 P1B01/2 82.09.02 98.05.09 

 

序號  發言日期 98.05.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5.01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集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要保書(通

路專用)  
95.10.18 98.05.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2.1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2.18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97.09.19 新壽商開字第 0217 號函備查之 

新光人壽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  
97.09.19 9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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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98.02.16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2.16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簡易要保書(非傳統通路躉繳型商品專用)  97.10.29 98.02.16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2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2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吉利富貴保險 6D、6E 94.03.16 98.01.24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1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17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財利多多終身還本保險 HR 97.11.12 98.01.17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1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1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盛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新光人壽盛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6V 

6X 
97.06.02 98.01.13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1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1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安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2V、3J、3I、3H 94.06.01 9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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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新安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2Y、4S、4R、4Q 94.06.0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1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1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利變額年金保險(甲型) QB 91.09.09 98.01.11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1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1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大集大利保險 6I 95.07.17 98.01.10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貴長紅終身壽險 SX、SY 94.07.27 98.01.09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富貴長紅終身壽險 SC、SD 94.10.25 98.01.09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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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新定期壽險 8J、1N、1P 92.09.01 98.01.09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0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0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年年發終身還本保險 SG 96.01.15 98.01.09 

 

序號  發言日期 98.01.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8.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威利九九保險 8V 97.09.22 98.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97.10.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10.14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富康萬能保險要保書  94.06.13 97.10.14 

 

序號  發言日期 97.10.1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10.14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得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甲型要保書  
95.10.18 97.10.14 

 

序號  發言日期 97.10.06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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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保本終身壽險 
PG 、PH、PI、PJ、

PK、AC、AD 87.12.24 97.10.06 

新光人壽大富壽險 
3M、3N、3P、3Q、

3R、3U、3S 86.12.24 97.10.06 

新光人壽金滿意二八八八還本保險 8B、BB、BC 92.01.17 97.10.06 

新光人壽心意永遠終身還本保險 ER、ES 94.04.01 97.10.06 

新光人壽兒童幸福保險 

(原商品名稱：新光人壽兒童保險) 

XV、XU、XT、XS、

XR、XQ、XP、XN、

XM 

86.08.22 97.10.06 

新光人壽婦女萬全保險 KC、KB 93.03.01 97.10.06 

新光人壽真意終身還本保險 2R、2S 93.02.13 97.10.06 

新光人壽真心終身還本保險 2E、2F 93.02.13 97.10.06 

 

序號  發言日期 97.09.3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9.3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新康福增額終身壽險 TE 95.05.17 97.09.30 

新光人壽三多利增額終身壽險 JU 96.03.01 97.09.30 

 

序號  發言日期 97.09.2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9.2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 TM 專用簡易要保書  97.06.30 97.09.24 

 

序號  發言日期 97.09.22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9.22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易利富保險 8N、8S、8U 95.01.01 9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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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97.09.19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9.19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甲型)  96.12.26 97.09.19 

 

序號  發言日期 97.08.2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止使用要保書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8.20 

說明 

停止使用要保書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有關保險

代理人通路合作之版本 

 

97.03.12 97.08.20 
新光人壽【金萬利】投資連結型保險要保書有關保險

經紀人通路合作之版本 

 

序號  發言日期 97.08.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乙型)  97.03.20 97.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7.08.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三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8.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丙型)  97.04.02 97.08.01 

 

序號  發言日期 97.07.18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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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金多利終身還本保險 HS 96.12.26 97.07.18 

 

序號  發言日期 97.02.2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2.27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光人壽一保雙享保險專案團體保險要保書 
 96.01.31 97.02.27 

新光人壽直效行銷團體保險通路要保書 

 

序號  發言日期 97.01.3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2.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呵護一生防癌終身健康保險 DU 97.02.01 97.02.01 

 

序號  發言日期 97.01.22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1.2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企業團體定期壽險 
 96.09.01 97.01.23 

企業團體意外保險 

 

序號  發言日期 97.01.2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1.2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安心傷害 321 保險要保書(網路投保專用)  9512.28 97.01.21 

 

序號  發言日期 97.01.02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二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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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7.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吉祥即期年金保險 
4A、4B、4C、4D、

4E、4F、3F 
87.12.21 97.01.01 

 

序號  發言日期 96.12.26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6.12.26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多財多益終身還本保險 HQ 96.01.02 96.12.26 

 

序號  發言日期 96.10.0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6.10.0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安康住院保險附約 4 87.04.14 96.10.03 

 

序號  發言日期 96.10.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6.10.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金得意變額萬能壽險 ZY 96.03.21 96.10.01 

滿意理財變額壽險 QJ 95.08.31 96.10.01 

 

序號  發言日期 96.8.2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行銷通路部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6.08.2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一保雙享專案  96.02.05 9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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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發言日期 96.8.2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6.09.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傳世寶終身還本保險 5N、5P 94.02.23 

96.09.01 

康福增額終身壽險 TE 95.04.01 

安心貸定期壽險 1W 95.01.01 

金保本定期保險 7B、7C、7D 92.04.07 

富貴年年終身還本保險 8Q、8R 93.01.01 

新潮流終身壽險 
9M、9P、9Q、9R、

9S、9T 
85.06.15 

傳家樂(253)終身壽險 
1A、1C、1D、1E、

1F、1G、1H 
86.12.24 

全寶增值壽險 
PT、PU、PV、PW、

PX、PY、PZ 
88.01.01 

菁英增額終身還本壽險 
LT、LU、LV、LW、

LX、LY、LZ 
88.10.11 

寶順養老保險 7N、7P、7Q、7R 91.09.02 

防癌健康終身保險 
DI、DH、DF、DD、

DC、DB、MM 
86.04.01 

新豁免保險費附約 

(原商品名稱：豁免保險費附約) 

W)、W(、W&、

W$、W@、W!、

W#、W 

93.10.22 

金友利保險 SP、SQ 94.04.01 

金福利保險 SU、SV 94.04.01 

如意保本即期年金保險 KP、KQ、KR 93.05.01 

得意理財變額壽險 QE 93.05.11 

得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QN 91.05.02 

得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QT 91.05.02 

集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3D、3C 92.12.01 

集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4H、4G 92.12.01 

安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 3G 93.10.18 

萬利保本變額壽險 QD、QC 92.09.15 

安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4P 93.10.18 

 

序號  發言日期 94.12.27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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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5.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長樂終身壽險 
5A、AN、AP、AQ、

AR、AS 
82.04.26 

95.01.01 

金順保險 8F、8G 92.09.01 

 

序號  發言日期 94.10.01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4.10.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步步高升保險 6H 94.03.01 94.10.01 

 

序號  發言日期 93.07.2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一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3.07.2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大富貴保險 LB、LC、LD 90.11.12 93.07.23 

 

序號  發言日期 93.03.17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開發部商品ㄧ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3.03.17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金美滿終身還本保險 7E、7G 92.06.05 93.03.17 

 

序號  發言日期 92.12.2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2.12.2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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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順保險 JB、JC 90.08.09 
92.12.20 

 定期保險 
6M、6N、6P、6Q、

6R、6S 
84.03.04 

 

序號  發言日期 91.12.26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2.01.01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富貴增額終身壽險 NA、NB、NC 87.04.01 

92.01.01 千禧傳家寶終身還本壽險 2A、2B、2C、2D 89.09.01 

千禧金寶貝終身還本壽險 2M、2N、2P、2Q 89.09.01 

 

序號  發言日期 91.12.2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1.12.2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新安佳增額終身還本壽險 RG、RH、RI 88.07.03 

91.12.20 福祿壽定期還本壽險 

FA、FM、EM、

FB、FN、EN、

FC、FP、EP、EQ 

85.09.02 

豐順養老保險 IA、IC、ID、IE 86.04.25 

 

 

序號  發言日期 91.11.30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1.11.30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長命百歲終身還本壽險 LM、LN、LP 88.07.03 

91.11.30 
特定重大疾病附約 

A@、A!、A%、 

F%、F 
83.02.22 

 

序號  發言日期 91.09.03 發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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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1.09.0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千禧寶終身還本壽險 
YA、YB、YC、

YD 
89.09.01 91.09.03 

 

序號  發言日期 91.07.24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1.07.24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福樂 50 養老終身壽險 KN 90.07.07 

91.07.24 福樂 55 養老終身壽險 4N 90.07.07 

福樂 60 養老終身壽險 WN 90.07.07 

 

序號  發言日期 90.06.23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0.06.23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豐利儲蓄壽險附約 I%、B%、B! 85.12.27 90.06.23 

 

序號  發言日期 90.05.26 發言時間  

發言人 商品課 發言人職稱  發言人電話  

主旨 公告本公司停售商品 

符合條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一 款 事實發生日 90.05.26 

說明 

停賣商品名稱 險別代號 販賣日期 停賣日期 

金如意終身還本壽險 PA、PB 87.12.24 
90.05.26 

增額終身壽險附約 8、C% 87.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