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收保費機構及代收條件 

 

代收保費機構 代收條件\繳費方式 備註 

金融機構 

(台幣保單、外幣保單) 

金融機構轉帳繳費： 

首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連同要保書一併送交本

公司。 

續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於續期保費應繳日二

十五天前正本送達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註：原朝陽人壽保單，續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

於應繳日期前三十天將正本送達台中分公司財務會計單

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金融機構轉帳繳費： 

首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OIU)」，連同要保書一併送

交本公司。 

限 OIU 保險商品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信用卡繳費： 

首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連同要保書一併送交

本公司。 

續期保費：(1)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於續期保費應繳日

後二十天前將正本送達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2)原朝陽人壽保單填寫「信用卡繳付保險費付款授

權書」並於續期保費應繳日後二十天前將正本送

達台中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3)臨櫃或線上刷卡繳費。 

註 1︰本公司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

卡或金融機構轉帳扣繳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進行身分

驗證作業，倘驗證結果資料不符者，將無法以該信用卡進行當

期保費扣款。 

註 2︰因目前部分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未提供身分驗證將致

驗證不成功，倘欲以該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繳付保險費者，

請洽詢 0800-020-060 電話客服中心協助後續處理。 

1.限 VISA、MasterCard 及 JCB 

2.部分商品不適用信用卡扣款 

3.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開

放受理國外卡授權扣款作業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信用卡繳費： 

1.限 VISA、MasterCard 及 JCB 

2.部分商品不適用信用卡扣款 

https://www.nanshanlife.com.tw/PublicWeb/Service/file/AC/domestic_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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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保費：(1)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於續期保費應繳日

後二十天前將正本送達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2)臨櫃或線上刷卡繳費 

註 1︰本公司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

卡或金融機構轉帳扣繳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進行身分

驗證作業，倘驗證結果資料不符者，將無法以該信用卡進行當

期保費扣款。 

註 2︰因目前部分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未提供身分驗證將致

驗證不成功，倘欲以該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繳付保險費者，

請洽詢 0800-020-060 電話客服中心協助後續處理。 

3.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開

放受理國外卡授權扣款作業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信用卡繳費： 

首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連同要保書一併送交

本公司。 

續期保費：(1)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於續期保費應繳日

後二十天前將正本送達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2)臨櫃或線上刷卡繳費。 

註 1︰本公司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

卡或金融機構轉帳扣繳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進行身分

驗證作業，倘驗證結果資料不符者，將無法以該信用卡進行當

期保費扣款。 

註 2︰因目前部分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未提供身分驗證將致

驗證不成功，倘欲以該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繳付保險費者，

請洽詢 0800-020-060 電話客服中心協助後續處理。 

1.限 VISA、MasterCard、JCB

及 U 卡(限透過兆豐銷售之保

險商品) 

2.部分商品不適用信用卡扣款 

3.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開

放受理國外卡授權扣款作業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信用卡繳費： 

首期保費：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連同要保書一併送交

本公司。 

續期保費：(1)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於續期保費應繳日

後二十天前將正本送達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2)臨櫃或線上刷卡繳費 

註 1︰本公司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

卡或金融機構轉帳扣繳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進行身分

驗證作業，倘驗證結果資料不符者，將無法以該信用卡進行當

期保費扣款。 

1.限 AE 卡 

2.部分商品不適用信用卡扣款 

3.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開

放受理國外卡授權扣款作業 



 

註 2︰因目前美國運通卡未提供線上授權即時身分驗證，倘欲

以美國運通卡線上刷卡繳付保險費者，請洽詢 0800-020-060 電

話客服中心協助後續處理。 

聯合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繳費： 

首期保費：線上刷卡繳費。 

續期保費：(1)填寫「保險費付款授權書」請於續期保費應繳日

後二十天前將正本送達分公司財務會計單位。 

          (2)臨櫃或線上刷卡繳費。 

註︰本公司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配合「強化保險業透過信用卡

或金融機構轉帳扣繳收取保險費之身分驗證機制」進行身分驗

證作業，倘驗證結果資料不符者，將無法以該信用卡進行當期

保費扣款。 

1.限 VISA、MasterCard 及 JCB 

2.部分商品不適用信用卡扣款 

3.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開

放受理國外卡授權扣款作業 

郵局劃撥 
持本公司寄發之印有郵局劃撥條碼之保險費通知單於當期保費

繳款期限內至郵局劃撥繳費。 
 

自動櫃員機(ATM)繳費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 

一、使用一般ATM轉帳繳費： 

1. 利用一般自動櫃員機(ATM)繳費，請依「保險費通知單」上

所列示之虛擬帳號轉帳繳費。 

2. 收款銀行：永豐商銀，行庫代碼為「807」/ 中國信託商

銀，行庫代碼為「822」。 

3. 使用自動櫃員機繳費者，得依保險費通知單所列示繳款金額

繳付，使用「繳費」功能鍵，不受三萬元之限制。 

4. 跨行轉帳交易，銀行將收取轉帳手續費。 

二、使用中國信託銀行及台新銀行全台ATM(包含7-11及全家便

利商店自動櫃員機)查詢及轉帳繳費： 

1. 可輸入(1)要保人/被保人之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或(2)要

保人/被保險人之身分證字號及保單號碼，進行查詢應繳保

費或轉帳繳費。 

2. 跨行轉帳交易，銀行將收取轉帳手續費。 

註：本繳費方式於繳費當時，保單須為有效狀態且無保險費墊

繳情形者。旅行平安險、團體保險、外幣保險商品及集體

彙繳(SSP)件保單不適用。 

◎利用自動櫃員機(ATM)繳費，轉入公司指定專戶(原朝陽人 

壽保單適用)： 

1.插入提款卡輸入密碼，選擇「繳費」(若無此功能請選擇轉 

原朝陽人壽保單適用一般自動

櫃員機(ATM)繳費 

 



 

帳)。 

2.輸入銀行代號「013」(國泰世華銀行)。 

3.依「續期保險費繳費通知單」輸入ATM帳號 (共16碼)及 

金額，確認資料無誤後按「確認」鍵。 

4.完成轉帳動作並保留交易明細表，保戶需自行負擔跨行轉 

帳手續費。 
 

便利商店繳費 

(1) 至便利商店繳費：持本公司寄發之保險費通知單於當期保費

繳款期限內至簽約代收保費之便利商店繳費。 

(2) 至 7-ELEVEN ibon、全家便利商店 FamiPort 繳費：於當期保

費繳款期限內，至 7-ELEVEN ibon 、全家便利商店 FamiPort

列印繳款單據繳費(限繳交續期或續保保險費，保單為有效

狀態且無保險費墊繳情形者)。 

(3) 簽約便利商店：7-ELEVEN、全家、OK、萊爾富。 

註：保費金額五萬元以上及外幣/投資型/微型傷害保險商品 

不適用。 

原朝陽人壽保單僅適用紙本繳

款單至便利商店繳費 

 

外幣匯款繳費 

外幣保單以存/匯款方式繳交保費之詳細資訊，敬請參閱本公

司網站之客戶服務／繳費服務／自行繳費／續期保費繳費管道

-外幣／存／匯款繳費服務。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外幣保單以【虛擬帳號】方式匯款繳交保費，詳細資訊敬請參

閱本公司網站之商品資訊／國際保險業務專區(OIU)／投保規

則／繳費方式-匯款。 

限 OIU 保險商品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登入南山保戶園地透過網路 ATM 繳費。 

(2)透過非約定活期性帳戶轉帳繳費。 

網路轉帳繳費 

原朝陽人壽保單無此繳費通路 

金融機構臨櫃匯款繳費 

利用國內各家金融機構臨櫃轉帳/匯款繳費，匯入本公司指定

專戶：  

(1)收款銀行／收款分行：永豐商業銀行／松江分行。  

(2)戶名：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請依「保險費通知單」上所列示之匯款虛擬帳號繳付當期   

應繳保費或敬請參閱本公司網站之客戶服務／繳費服務／續

期保費繳費管道-台幣-存 / 匯款繳費 。  

(4)以匯款方式交付保險費，銀行將收取手續費用。  

◎利用國內各家金融機構臨櫃轉帳/匯款繳費，匯入公司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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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原朝陽人壽保單適用)： 

1.代號：013(國泰世華銀行西台中分行) 

2.帳號：013033023566 

3.帳戶名稱：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農業金庫暨農漁會

信用部繳費 

持本公司寄發之保險費通知單於當期保費繳款期限內至全國農

業金庫暨農漁會信用部繳費。 

註：保費金額五萬元以上及外幣/投資型/微型傷害保險商品不

適用。  

原朝陽人壽保單無此自行繳費

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