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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與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個人人壽保險商品  

終身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 

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南山人壽美年盛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

給付型) 
110.02.06 (110)南壽研字第 011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美滿多福 2 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109.12.26 (109)南壽研字第 297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佳美樂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9.12.26 (109)南壽研字第 298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佳美福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9.12.12 (109)南壽研字第 296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佳美滿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9.12.12 (109)南壽研字第 295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威利年年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109.10.19 (109)南壽研字第 269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金滿溢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109.10.19 (109)南壽研字第 264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美利添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

給付型) 
109.10.19 (109)南壽研字第 268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福愛 2 小額終身壽險 109.09.12 (109)南壽研字第 246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美樂鑽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9.08.17 (109)南壽研字第 191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威利美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

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71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添美鑽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57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美利鑫晴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定期

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58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集美鑫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59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珍美利發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定期

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60 號函備查 

109.10.19 (109)南壽研字第 263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美利珍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

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69 號函備查 

109.10.19 (109)南壽研字第 260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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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 

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南山人壽美年威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

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70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威利金鑽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

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82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美利雙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

給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72 號函備查 

109.10.19 (109)南壽研字第 266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鑫利美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

付型)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73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月給付型生存還本保險金批註條款 

105.01.18 (105)南壽研字第 012 號函備查 

107.09.10 
依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外幣保險商品保險單借款批註條款 104.05.31 (104)南壽研字第 129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 3 批註條款 104.04.15 (104)南壽研字第 105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保險金分期給付(定期給付型)批註條款 

104.03.30 (104)南壽研字第 075 號函備查 

107.09.10 
依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生命末期提前給付附加條款 

84.05.12 台財保第 842028671 號函備查 

107.09.10 
依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保險金額增加批註條款 

87.01.19 台財保第 861843831 號函核准 

107.09.10 
依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週年紅利分期提前給付批註條款 

94.10.05 金管保二字第 09402103710 號函核准 

107.09.10 
依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養老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 

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南山人壽滿期保險金分期給付(定期給付型)批註條款 105.01.18 (105)南壽研字第 006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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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 

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110.03.01 (110)南壽研字第 018 號函備查 

定期險 

商品名稱 
核准、核備 

或備查日期 
核准、核備或備查文號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批註條款(B) 109.07. 01 (109)南壽研字第 155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註

條款(2) 
109.05.30 (109)南壽研字第 080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批註條款(2) 109.05.30 (109)南壽研字第 081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註

條款(A) 

104.04.30 (104)南壽研字第 121 號函備查 

109.07.01 (109)南壽研字第 146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網路投保一年期定期壽險 

103.12.18 (103)南壽研字第 227 號函備查 

109.08.31 
依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8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90423012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優活定期壽險 
97.04.17 金管保二字第 09702052000 號函核准 

109.01.01 (109)南壽研字第 066 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不分紅一年期定期壽險附約 

93.07.06 (93)南壽研字第 105 號函備查 

109.08.31 
依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8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90423012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 

92.05.09 (92)南壽研字第 048 號函核備 

109.08.31 
依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8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90423012 號函修正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附約 

92.05.09 (92)南壽研字第 048 號函核備 

109.08.31 
依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8 日金管保壽字

第 1090423012 號函修正 

1.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

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

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2.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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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

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