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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手術人次占率 住院手術人次占率

19歲以下
20歲～
30歲～
40歲～
50歲～
60歲～
70歲～

年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0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

安心滿分提供80項處置及27項
特定住院處置

給付內容（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以投保「新光人壽安心滿分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手術醫療日額1,000元為例： 單位：新臺幣元

註1：「手術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一。被保險人接受的手術，若不在「手術項目倍數表」所列手術項目內且非屬本契約
除外責任，但屬於事故當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最近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載手術項目
時，比照該支付點數計算給付倍數，每滿一千點為1.5倍，支付點數換算後少於1.5倍者不予給付，但最高不得超過80倍。

註2：「處置項目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二。

註3：「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三。

註4：「應繳保險費總和」係指依被保險人申領保險金時之「已繳費保單年度數」乘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手術醫療
日額」（以百元為單位）乘以「表定年繳保險費」後所計得之數額。

註5：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係採2%之年利率，依據已屆滿保單年度部分以年複利，而未屆滿保單年度部分則以日單利
方式，自本契約已繳之各期保險費應繳日起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止之利息。

※各項給付之內容，請參閱保險單條款之約定。

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給付限制

同一次處置治療中，於同一治療位置接
受兩項以上「處置項目表」所列之處置項
目時，僅給付一次。

第1～5項各項保險金累計之總給付金額上限為150萬（「手術醫療日額」×1,500倍）

常見手術項目及給付倍數摘錄

處置名稱 處置給付倍數 特定住院處置給付倍數

處置及給付倍數摘錄

住院3倍
或

門診1倍

×

×

×

15

20

註：「處置項目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二；「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三。

˙內視鏡喉頭異物取出術

˙大腸鏡息肉切除術

˙尿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術

˙心導管檢查合併支架置放術

˙經內視鏡十二指腸括約肌氣球成形術

˙三度空間立體定位Ｘ光刀照射治療或電腦刀、海扶刀、
光子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本項次僅限腦瘤病患適用）（同一療程以給付一次為限）

30

1. 手術醫療保險金（註1） 1,000元×「手術項目倍數表」
0.25～80倍╱次

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項
以上手術項目時，按倍數最高一項計算。

5. 特定住院處置保險金（註3） 1,000元×「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
10～30倍╱次

同一次處置治療中，於同一治療位置接
受兩項以上處置項目，且處置項目均符
合「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所列項目
之一時，按倍數最高一項計算。

3. 住院處置保險金（註2） 1,000元×3倍╱次

4. 門診處置保險金（註2） 1,000元×1倍╱次

7. 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在繳費期間內且本契約持續有效，經醫院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四所列第1～6級失能
程度之一，自診斷確定日起，豁免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至繳費期間屆滿前之各期保險費，本契約
繼續有效，但不退還當期已繳保險費之未滿期保險費。

9. 祝壽保險金（給付後契約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於保險年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
應繳保險費總和（註4）×1.06倍 ‒已申領第1～6項保險金總和

2. 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註1） 1,000元×50%×「手術項目倍數表」
50～80倍╱次

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
項以上手術項目，且手術項目均符合「手
術項目倍數表」所列給付倍數50倍（含）
以上時，按倍數最高一項計算。

16歲以上：應繳保險費總和（註4）×1.06倍‒已申領第1～6項保險金總和

未達16歲：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註5）

8. 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的退
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給付後契約終止）

6. 健康醫療增值保險金

無理賠紀錄起始日係以下列三個日期中
最接近本次手術治療日期或處置治療日
期為準：
一、本契約生效日。
二、前次手術治療日或處置治療日後之
下一保單週年日。

三、本契約復效日後之下一保單週年日。

申請上述第1至5項保險金時，若無理賠紀錄起始日至
本次接受手術治療或處置治療之始日之間隔期間符合
下表無理賠紀錄期間約定，即按下表對應之增額比率
計算，給付健康醫療增值保險金。

2年（含）以上但未滿3年
3年（含）以上但未滿4年
4年（含）以上但未滿5年
5年（含）以上但未滿6年
6年（含）以上

10%

20%

30%

40%

50%

無理賠紀錄期間 增額比率

人生必備
終身手術保障宜及早規劃！
國人的住院手術需求隨年齡增加上升，
年輕族群的門診手術需求相對較高，
顯示手術保障是全年齡基礎必備的醫療防護！

註：「手術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一。

手術名稱 給付倍數

˙十字韌帶修補術

˙鼠蹊疝氣修補術―無腸
切除

10

5

年輕守護
手術名稱 給付倍數

˙一般子宮肌瘤切除術

˙乳癌根除術―雙側

6

50

婦女守護
手術名稱 給付倍數

˙人工水晶體植入術―
第一次植入

˙全膝關節置換術

5

34

銀髪守護
手術名稱 給付倍數

˙肝臟移植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三條血管

80

64

重疾守護

安心滿分
手術高達1,499項

住院手術人次門診手術人次 手術人次合計
9,491,110
10,373,836

3,616,446
4,604,680

13,107,556
14,978,516

民國95年

民國104年

增加率
27.3%

增加率
9.3%

增加率
14.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0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

醫療科技進步
手術人次10年成長14.3%！
104年平均手術人次為1,497萬，包含門診手術人次1,037萬、住院手術人次460萬，
分別較10年前成長9.3%及27.3%，平均成長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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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滿分提供80項處置及27項
特定住院處置

給付內容（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以投保「新光人壽安心滿分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手術醫療日額1,000元為例： 單位：新臺幣元

註1：「手術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一。被保險人接受的手術，若不在「手術項目倍數表」所列手術項目內且非屬本契約
除外責任，但屬於事故當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最近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所載手術項目
時，比照該支付點數計算給付倍數，每滿一千點為1.5倍，支付點數換算後少於1.5倍者不予給付，但最高不得超過80倍。

註2：「處置項目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二。

註3：「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三。

註4：「應繳保險費總和」係指依被保險人申領保險金時之「已繳費保單年度數」乘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手術醫療
日額」（以百元為單位）乘以「表定年繳保險費」後所計得之數額。

註5：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係採2%之年利率，依據已屆滿保單年度部分以年複利，而未屆滿保單年度部分則以日單利
方式，自本契約已繳之各期保險費應繳日起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止之利息。

※各項給付之內容，請參閱保險單條款之約定。

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給付限制

同一次處置治療中，於同一治療位置接
受兩項以上「處置項目表」所列之處置項
目時，僅給付一次。

第1～5項各項保險金累計之總給付金額上限為150萬（「手術醫療日額」×1,500倍）

常見手術項目及給付倍數摘錄

處置名稱 處置給付倍數 特定住院處置給付倍數

處置及給付倍數摘錄

住院3倍
或

門診1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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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處置項目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二；「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三。

˙內視鏡喉頭異物取出術

˙大腸鏡息肉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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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導管檢查合併支架置放術

˙經內視鏡十二指腸括約肌氣球成形術

˙三度空間立體定位Ｘ光刀照射治療或電腦刀、海扶刀、
光子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本項次僅限腦瘤病患適用）（同一療程以給付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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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術醫療保險金（註1） 1,000元×「手術項目倍數表」
0.25～80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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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一，自診斷確定日起，豁免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至繳費期間屆滿前之各期保險費，本契約
繼續有效，但不退還當期已繳保險費之未滿期保險費。

9. 祝壽保險金（給付後契約終止）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於保險年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
應繳保險費總和（註4）×1.06倍 ‒已申領第1～6項保險金總和

2. 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註1） 1,000元×50%×「手術項目倍數表」
50～80倍╱次

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
項以上手術項目，且手術項目均符合「手
術項目倍數表」所列給付倍數50倍（含）
以上時，按倍數最高一項計算。

16歲以上：應繳保險費總和（註4）×1.06倍‒已申領第1～6項保險金總和

未達16歲：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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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給付後契約終止）

6. 健康醫療增值保險金

無理賠紀錄起始日係以下列三個日期中
最接近本次手術治療日期或處置治療日
期為準：
一、本契約生效日。
二、前次手術治療日或處置治療日後之
下一保單週年日。

三、本契約復效日後之下一保單週年日。

申請上述第1至5項保險金時，若無理賠紀錄起始日至
本次接受手術治療或處置治療之始日之間隔期間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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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族群的門診手術需求相對較高，
顯示手術保障是全年齡基礎必備的醫療防護！

註：「手術項目倍數表」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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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韌帶修補術

˙鼠蹊疝氣修補術―無腸
切除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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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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