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人壽
總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特 　 　 色
1.不論投保人數多寡，享受旅行社優惠費率。    2.傳真投保手續簡便。

3.員工及同行家屬同享優惠。(限直系親屬)

申 辦 對 象 一般企業、學校等團體，其員工人數超過30人以上者。

簽約企業先行填寫用印
完成之合約書一式二份

將二份合約書交由
業務人員帶回審查

國泰人壽將合約代號
以e-mail方式通知客戶

業務人員將一份合約書
送交簽約企業

申辦真Easy
企業先與國泰人壽簽訂合約書，一式二份，國泰人壽於核准後提供專屬『合約代號』。

繳 費 方 式
1.一般繳費：投保後，將保單、收據送達並同時收取保費（可以現金、即期支票或匯款單方式繳納）。

2.信用卡繳費：如要保人為員工，可填寫信用卡授權書，於新契約投保時繳費，保單及收據將於核保後另行寄送要保人。

投 保 文 件
1.一般繳費：簽約件要保書（企業認證欄需蓋公司大小章）、團體名冊（視人數需要）。

2.信用卡繳費：簽約件要保書、信用卡授權書、團體名冊（視人數需要）。

投 保 方 式
客戶員工於出發前一個月至二小時前，將要保書（請務必填寫合約代號）、團體名冊（選擇性）、信用卡授權書（選擇性） 

傳真至投保專線：02-2578-3058。

（企業客戶專用）
核准文號：(68)台財錢字第13608號

備查文號：97.04.11國壽字第97040265號

國泰人壽旅行平安保險傳真投保專案

總是要到出門前，才想起來沒有為這次行程投保旅行平安險嗎？

您可透過傳真投保的方式，讓您輕鬆出遊，翱翔萬里!

(商品名稱：國泰人壽旅行平安保險)

(給付項目：身故或喪葬費用、殘廢保險金；附加傷害醫療保險金給付附加條款之給付項目：

傷害醫療保險金；附加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及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之給付項目：突發疾病住院

醫療、突發疾病住院補償、突發疾病門(急)診醫療、嚴重燒燙傷、中度燒燙傷保險金)

傳真投保專線：(02)2578-3058

上班時間專人服務電話：(02)27551399轉分機2302、2304

填寫投保文件 按傳真機免持聽筒鍵
放置文件後撥號
02-25783058

語音正確，正確按數字鍵1
輸入指定回傳之傳真機號碼
(企業客戶的傳真機號碼)

核保後傳真通知
●月結件：次月收費
●非月結件：當次傳真限以信用卡繳費

10分鐘內回傳
確認收到傳真

按傳真機啟動鍵

出現語音按數字鍵1
投保流程：

注 意 事 項
由於傳真機收到申請文件後，會自動回傳確認，因此請勿使用

公共場所(例如7-11)之傳真機，以避免個人資料外洩。

認證編號：179802



1.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因意外傷害事故死亡者，本公司按保險金

額100%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但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四歲之未

成年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者，其身故保險金

（不論其給付方式或名目），均變更為喪葬費用。

2.殘廢保險金：因意外傷害事故致成條款附表所列殘廢程度之一者，

本公司按保險金額5%-100%給付殘廢保險金。

因意外傷害事故，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

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同

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實支實付傷害醫

療保險金限額」。 

1.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於境外發生突發疾病需住院治

療時，並經當地政府登記合格且合法經營之醫院治療者，於住院第

一日起至第一百八十日止，本公司就其境外的實際醫療費用，給付

「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但同一疾病醫療保險金給付總額不

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之「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限額」×「海外特定

地區限額調整係數表」之調整係數所得之金額。 

2.突發疾病住院補償保險金：被保險人因前述突發疾病於當地政府登

記合格且合法經營之醫院住院治療者，本公司除給付「突發疾病住

院醫療保險金」外，另按實際支付之「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的百分之十給付「突發疾病住院補償保險金」。 

3.突發疾病門(急)診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於境外發生突發疾病需門 

(急)診治療時，本公司就其境外的實際醫療費用，給付「突發疾病

門(急)診醫療保險金」。但同一次門(急)診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

險單所記載的「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限額」×「海外特定地區限額

調整係數表」之調整係數的千分之三。 

4.中度及嚴重燒燙傷保險金：被保險人於境外遭受條款約定的意外

傷害事故而蒙受燒燙傷之傷害，並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以內，經醫師診斷符合條款約定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

所投保之「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的35%或100%給付「中

度燒燙傷保險金」或「重度燒燙傷保險金」。

註：海外特定地區限額調整係數表

主　約
（國內外皆適用）

1

傷害醫療保險金
（國內外皆適用）

2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險金
（國外適用）

3

商品內容（詳細保障內容及各項保險金給付條件以保單條款為準）

3

2
1

賜教處：

物品編號：113494  商品科、審企科、廣告100P 雪銅 G8K  98.11.  60,000世家

商 品 內 容

※要保人可透過本公司免費服務電話(0800-036-599)或網站(www.cathaylife.com.
tw)、總公司、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或
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36-599)或網站(網
址www.cathay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保險商品為非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當要保人選擇附加「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及傷燙保
險金附加條款」時，該附加條款部分即屬於非保證續保之健康保險)。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多重保障選擇

意外身故、殘廢保險金

意外身故、殘廢保險金、
傷害醫療保險金

意外身故、殘廢保險金、傷害醫
療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
險金

地區 美加 日本、歐洲、紐澳 其他地區

調整係數 300% 150% 100%







國泰人壽團體旅平險傳真投保 
契約內容變更書      

 

合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請務必填寫） 

保單號碼：_______________要保人：_____________被保人：_____-___等____人 

□原旅行險保險期間：自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___時起________天 

本次契約內容變更如下：（僅須填欲變更之項目） 

1.□延長保險期間_____________天，共計為____________天（需重補要保書） 

2.□解約 

（前述之變更須於保險契約始期前或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辦理） 

3.□傳真號碼變更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變更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人同意事項： 
◎本要保人（以下稱本人）茲申請變更上述保單之契約內容如上，並同意經貴公司

核保人員簽章後，由本人附於保單構成原保險契約之一部份。 
◎本件要保書如原係以信用卡繳付，本人同意以原要保書信用卡繳付或退還保險

費，若上述契約變更內容涉及保險費之變動，而貴公司無法用以扣繳保險費時，

本契約內容變更書不生效力。 
◎本件要保書如原係選擇”每月結帳”之方式繳付，本人同意於月底結帳時，對因上述

契約變更內容涉及保險費之變動，所作金額之增加或扣減，如貴公司無法收取增

加之保險費時，本契約內容變更書不生效力。 
 

此致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要保人/代理人暨負責人 

（或經要保單位授權之 

代表人、經辦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人為要保單位時，請使用要保書原留印鑑） 

 

 

信用卡持卡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契約為信用卡繳費之之投保件，方需填寫）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本公司批註欄：（要保人/被險保人請勿填寫） 

一、本次契約內容變更申請自： 

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起生效 

二、本次契約內容變更申請之保險費： 

□應補收新台幣______元整     

□應退新台幣______元整 

□保費不變 

三、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核保人員 
簽        章 

指定回傳之傳

真機號碼 
 

□第一次傳真      □重複傳真 



國泰人壽旅平險傳真投保信用卡授權書 

□第一次傳真      □重複傳真 

立授權書人（即持卡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授權信用卡發卡機構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自授權人信用卡帳戶內進行扣款，以交付本次旅平險傳真投保之保險費。 

保險期間：自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起共計____日 

保險內容：□國泰人壽旅平險（ADD）、□附加傷害醫療保險金（MR）、□附加海外突發疾病

醫療健康保險甲型（OHS）、□附加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乙型（OHS） 

總保險費：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授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限要保人） 
出生日期：民國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威士卡（VISA）     □萬事達卡（MASTER） 
          □聯合信用（NCCC）  □吉士美卡（JCB） 
 
發卡機構：________________銀行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間：西元______月_______年 至 西元______月_______年 
 
授權人確認：您的簽名即表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本授權書之相關規定。 
 
授權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須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應注意事項： 
一、本授權書僅限於本次旅平險傳真投保之保險費扣款（包含後續契約變更之加退費），不另作其他用

途使用。 
二、授權人必須為本次投保旅平險之要保人，如非要保人，不予受理。 
三、一份授權書只適用同一要保人，如投保 2 件以上保險而非同一要保人時，應分別填寫授權書。 
四、授權書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導致無法扣款成功者，保險契約不生效力。 
經手人欄： 

業務員簽署 登錄證字號 轄區代號 聯絡電話 

蔡友仁 M120398655 B130018 04-22234008 
0921-686175 

本公司傳真機號碼：(02)2578-3058 

 



姓名

與被保

險人關

係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證

號/護照號)

給付方式

比例/順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意事項： (100.06版)

突發疾病

醫療保險

金限額

(萬元)
□甲型

□乙型

身故受益人

□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詳如下列名冊

4、兹聲明同意授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代本人向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貴公司）投

保『國泰產物旅遊綜合保險』之海外旅遊不便險與第三人責任險。（保險期間同本次投保國泰人壽旅平險之保險期間，惟最

後承保內容以國泰人壽及  貴公司之規定為準）

編號

被保險人

2、實支實付傷害醫療保險金及突發疾病醫療保險金最高不得逾傷害死殘保額之20%，且不得高於200萬。

國泰人壽旅平險傳真投保被保險人名冊
□第一次傳真                   □重複傳真
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約件請填寫團體合約代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證

號/護照號)

出    生
年月日

(民國)

法定代理

人簽名

傷害死殘

保險金額

(萬元)

實支實付

傷害醫療

保險金限

額(萬元)

要保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人為投保單位時，請用合約書原印鑑)

註：本團體名冊必須連同要保書一併傳真給國泰人壽，經正式核保後方生效力。

3、被保險人未成年，須由其法定代理人於法定代理人簽名欄簽署，若被保險人未成年但已婚者則不在此限。

1、身故受益人若二人(含)以上時，請註明保險金給付方式為均分或按填寫順位或比例，若未註明則以均分方式處理。

5、凡投保國泰人壽旅平險國外旅遊個人保費達新臺幣1,100元者得享附表之保險項目。



國泰人壽旅平險傳真投保信用卡授權書 

□第一次傳真      □重複傳真 

立授權書人（即持卡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授權信用卡發卡機構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自授權人信用卡帳戶內進行扣款，以交付本次旅平險傳真投保之保險費。 

保險期間：自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起共計____日 

保險內容：□國泰人壽旅平險（ADD）、□附加傷害醫療保險金（MR）、□附加海外突發疾病

醫療健康保險甲型（OHS）、□附加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乙型（OHS） 

總保險費：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授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限要保人） 
出生日期：民國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分機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威士卡（VISA）     □萬事達卡（MASTER） 
          □聯合信用（NCCC）  □吉士美卡（JCB） 
 
發卡機構：________________銀行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間：西元______月_______年 至 西元______月_______年 
 
授權人確認：您的簽名即表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本授權書之相關規定。 
 
授權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須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應注意事項： 
一、本授權書僅限於本次旅平險傳真投保之保險費扣款（包含後續契約變更之加退費），不另作其他用

途使用。 
二、授權人必須為本次投保旅平險之要保人，如非要保人，不予受理。 
三、一份授權書只適用同一要保人，如投保 2 件以上保險而非同一要保人時，應分別填寫授權書。 
四、授權書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導致無法扣款成功者，保險契約不生效力。 
經手人欄： 

業務員簽署 登錄證字號 轄區代號 聯絡電話 

蔡友仁 M120398655 B130018 04-22234008 
0921-686175 

本公司傳真機號碼：(02)2578-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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