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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郵政十五年期滿小太陽兒童儲蓄壽險契約條款 

88年 3 月 12 日壽通第 2858 號函訂 

88年 11 月 5 日壽通第 2974 號函修訂第 13、14、15、17 條條文 

90年 3 月 14 日壽通第 3243 號函修訂第 16、19、22 條條文 

90年 9 月 11 日壽通第 3371 號函自 90年 9 月 5 日暫停發售 

91 年 10 月 1 日壽通第 3626 號函修訂第 1、9、11、12、16、18、

19、20、21、23、28 條條文 

92年 1 月 1 日起配合郵政公司化修訂第 3、4、14、16、17、18 及

26 條條文 

92年 12 月 19 日壽通第 0777 號函自 92年 12 月 26 日停止發售 

（保險契約的構成） 

第  一  條    本保險契約條款、附著的要保書、批註，均為本保險契約（以

下簡稱本契約）的構成部分。本契約解釋，應探求契約當事人的真

意，不得拘泥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利於被保險人的

解釋為準。 

本保險除簡易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易人壽保險投保規則已有規

定者，應適用其規定外，依本契約條款辦理。 

（保險期間） 

第  二  條    本契約保險期間為十五年。 

（被保險人投保年齡） 

第  三  條    被保險人的投保年齡自一歲至十五歲為限。投保年齡以足歲計

算，但未滿一歲的零數超過六個月者加算一歲。 

（保險金額） 

第  四  條    本契約保險金額以新台幣萬元為單位。每一被保險人投保的最

低及最高保險金額，訂為新台幣壹拾萬元至壹佰萬元整。 

同一被保險人投保郵政簡易人壽保險的保險金額總數，不得超過

前項最高限額，其超過部分的契約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超過部分

所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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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訂立之簡易人壽保險契約，其死亡給付部分之最高給付金額，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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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財政部所規定之喪葬費用。其超過部分本公司不負給付責任，本

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予要保人。 

（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第  五  條    本公司對本契約應負的責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且要保人交付

第一期保險費時開始，本公司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已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而發

生應予給付的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契約撤銷權） 

第  六  條    要保人於保險單記載「填發保險單日期」的次日起算二十日內，

得以書面申請撤銷本契約。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行使本契約撤銷權者，自要保人親自送達時起

或郵寄郵戳當日零時起生效，本契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

保人所繳保險費；本契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不負

保險責任。契約撤銷生效前，若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

司仍應依本契約規定負保險責任。 

（要保書內容確定） 

第  七  條    本公司承保後，要保人、被保險人如須更正或補充要保書告知

事項者，應於保險單記載「填發保險單日期」的次日起一個月內，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否則視為確認無訛。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契約效力的停止） 

第  八  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利用郵政存簿或劃撥儲金帳

戶轉帳交付，其轉帳繳費資料印錄在儲金簿或劃撥收支詳情單上，

以為憑證。續期保險費自繳費日起一個月未交付者，本公司應於十

日內催告。 

繳納保費到期日起算三個月為寬限期間，寬限期間屆滿仍未交付

保險費時，本契約效力停止。契約停效後，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

本公司不負保險責任。 

（保險費的墊繳） 

第  九  條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或繳費寬限期間終了前以書面聲明，第十三

個月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於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公司應以本

契約當時的可發還保單價值準備金（不含生存保險金，如有保險單

質押借款者，先扣除其借款本息後的餘額）自動墊繳其應繳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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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利息，使本契約繼續有效，但要保人亦得於次一墊繳日前以書

面申請停止保險費的自動墊繳。墊繳保險費的利息，自墊繳日起，

按當時保險單質押借款（以下簡稱保單借款）利率計算。 

前項每次墊繳詳情本公司應即通知要保人。可發還保單價值準備

金不足墊繳一個月的保險費時，停止墊繳，本契約自寬限期間終了翌

日起停止效力。 

（契約效力的恢復） 

第  十  條    本契約停止效力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年內申請復效。 

前項復效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並於要保人清償欠繳保險費及墊繳

保險費本息當日起恢復效力。 

（告知義務與本契約的解除） 

第 十一 條    要保人在訂立本契約或申請恢復本契約效力時，對於本公司書

面詢問，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據實說明。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隱匿，或因過失遺漏，或為不實的說明，

足以變更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契約；其保

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證明危險的發生與其隱匿、

遺漏，或為不實的說明無關者，不在此限。 

前項解除契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的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行

使而消滅；或自契約成立或恢復保險契約效力至保險事故發生日滿二

年，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不得解除保險契約。 

本公司通知解除契約時，如要保人已死亡、或要保人居住所不

明，或有其他原因致通知不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項通知送達受益

人。 

（契約的終止） 

第 十二 條    要保人得隨時申請終止契約。其保險費已交付一年以上者，得

依簡易人壽保險法的規定請求發還保單價值準備金的一部分。本契

約歷年發還保單價值準備金額例表如附表。 

前項契約之終止自收到要保人書面申請時開始生效。 

（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金的申請時間） 

第 十三 條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的事故後十日內

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金。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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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致未在十五日內給付者，本公司應給付遲延利息年利一分。 

（被保險人失蹤處理） 

第 十四 條    被保險人在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

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依本契約給付身故保險金

或喪葬費用；如要保人或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認定被保險

人因意外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事故發生日為準，按意外

身故給付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但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受益人

應將該筆已領的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於一個月內歸還本公司。 

被保險人失蹤時，要保人得通知本公司暫免交付保費。但被保險

人經法院宣告死亡後，受益人依前項申請理賠給付時，自停繳保費日

至死亡宣告日應交付的保險費，本公司將於理賠給付內扣抵。 

前項被保險人失蹤至死亡宣告日前，契約已屆滿期日時，應由滿

期受益人領取滿期給付，自停繳保費日至滿期日應交付的保險費，本

公司將於滿期給付內扣抵。 

（生存保險金與滿期保險金的給付） 

第 十五 條    本契約自契約成立日起，在契約有效期間內，每屆滿三、六、

九、十二個保單年度並已繳清到期保險費，被保險人仍生存時，各

按保險金額百分之十給付生存保險金。 

生存保險金給付後，如發現被保險人在屆滿領取生存保險金給付

當日前死亡，其溢領的生存保險金應於理賠給付內扣還。 

契約在有效期間內，未達次期生存保險金給付日期，申請終止契

約或發生保險事故時，以申請終止日期或發生保險事故日期為準，終

止契約按當期實際經過期間繳費月數比例計算應給付生存保險金，一

併給付由要保人具領；理賠契約按發生保險事故日所應繳保險費月數

比例計算應給付生存保險金後給付，由理賠受益人具領。投保期間不

足一整月或預繳保費月份，不計入生存保險金。 

契約期滿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保險金額給付滿期保險金。 

（身故或殘廢保險金的給付） 

第 十六 條    本契約於契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死亡或殘廢，本公司應負

給付保險金責任時，按下列規定辦理： 

一、因一般疾病身故或殘廢者，按保險金額給付。 

二、被保險人在保險契約發生效力或恢復效力後一年以內自殺或自

成殘廢者，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但退還保單價值準備金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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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逾一年者，一律按保險金額給付。 

三、因意外事故或法定傳染病身故或殘廢者，按保險金額給付。 

「意外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來突發事故」。須同時符

合下列二項要件：（一）外來的，引起事故之原因係出於自身以外之

外在環境（包括他人之行止）變化，排除被保險人本人因內在行為等

所導致之傷亡；（二）突發的，外在環境之變化係急速的，以致不可

預期或出乎意料之外，排除內發身體心理變化累積所致之事變。 

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道

路交通法令規定標準致死或殘廢者，即非意外事故。 

「法定傳染病」係指（一）霍亂。（二）桿菌性痢疾。（三）阿米

巴性痢疾。（四）傷寒、副傷寒。（五）流行性腦脊髓膜炎。（六）白

喉。（七）鼠疫。（八）伊波拉病毒出血熱。（九）流行性斑疹傷寒。（十）

回歸熱。（十一）黃熱病。（十二）狂犬病。（十三）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AIDS）。（十四）炭疽病。 

前項所稱之「殘廢」，應符合下列六款情形之一，被保險人殘廢

情形已達「極重度」且「機能永久無法回復」之程度： 

一、損傷中樞神經機能而致癱瘓者：係指中樞神經系統機能極度障

害，終身不能從事任何工作，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

如：食物攝取、大小便、穿脫衣服、步行、洗澡等，皆不能自

己為之，全須他人扶助者。 

二、毀損二肢之機能者：係指因疾病或意外災害經六個月以後，經

醫師診斷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三、斷缺一肢者：係指一上肢腕關節以上缺失或一下肢踝關節以上

缺失者。 

四、雙目完全失明者：係指兩眼個別矯正視力永久在萬國式視力表

零點零二以下而言。 

五、完全喪失語言能力者：係指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

音、喉頭音等四種語言機能中有三種以上不能發出者，或聲帶

全部剔除者，或因腦部言語中樞神經損傷而患失語症者。 

六、雙手十指均斷缺者：係指雙手十指均缺失者，若經接指手術後

機能仍永久完全喪失者亦同。 

（除外責任） 

第 十七 條    被保險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理賠保險金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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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殘廢。 

二、被保險人在保險契約發生效力或恢復效力後一年內故意自殺或

自成殘廢。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四、被保險人因戰爭或其他變亂致死或殘廢。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付足一年以上者，本公司應

將其保單價值準備金給付與應得之人；有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發

生，其保險費已付足一年以上者，要保人得依郵政簡易人壽保險投保

規則第十八條規定，申請返還其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金。 

（受益權之喪失） 

第 十八 條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無請求死亡保險金

額之權。 

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無請求保險金額之權。 

前二項情形，有其他受益人，由其他受益人平均領受全部保險金

額，無其他受益人時，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減少保險金額） 

第 十九 條    要保人在本契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減少保險金額，但減額後

的保險金額，不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金額，其減少保額部分視為

終止契約。 

（減額繳清保險） 

第 二十 條    要保人已交付保險費一年以上且契約有效者，得申請變更為減

額繳清保險。要保人變更為「減額繳清保險」後，不必再交付保險

費，本契約繼續有效。其給付條件與原契約同，但保險金額以減額

繳清保險金額為準。 

（變更保險種類） 

第二十一條    本契約與其他不同保費預定利率之險種，不得互相申請變更。 

（保險單質押借款） 

第二十二條    本契約繳足保險費一年以上者，要保人得在可發還保單價值準

備金扣減投保經過期間生存保險金及墊繳保險費本息後餘額的百分

之八十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單借款。還款時得將本息一部或全

部償還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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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繳保險費或未還款項的扣除）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金或發還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金時，如要

保人有欠繳保險費（包括墊繳之保險費）或保單借款未還清者，本

公司得於應付款內先扣抵上述欠款本息。 

（保單紅利的計算及給付） 

第二十四條    本契約於每年會計年度終了，對繳費已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的

有效契約，按當年度保單紅利分配年利率，減本保單計算保險費所

採用預定利率的差率，乘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金計算利差紅利分配

外，另估算當年度死差紅利分配，二種紅利合計作為當年度保單紅

利。 

保單紅利分配年利率以郵政當年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

告的二年期定期儲金年利率平均利率計算。保單紅利分配年利率低於

保費預定利率年息三釐者無利差紅利可分，但估算當年度有死差紅利

時，仍作為當年度保單紅利。 

終止、理賠、滿期契約的紅利分配，按當年度經過保險期間之月

數計算利差紅利。在年度死差益未公布前，不論年度是否結束，一律

不計死差分紅。 

保單紅利依下列方式給付： 

一、於紅利發放日以現金轉存該契約轉帳代繳保險費的儲金帳戶

內。 

二、辦理終止、理賠、滿期的契約，當年度保單紅利於發還部分保

單價值準備金或給付保險金時一併付現。 

（年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理） 

第二十五條    被保險人的投保年齡計算，依本條款第三條規定辦理。要保人

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年月日在要保書填明。如果發生

錯誤應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一、真實投保年齡較本公司保險費率表所載最高年齡為大者，本契

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真實投保年齡較本公司保險費率表所載最低年齡為小者，本契

約自被保險人到達最低承保年齡當日起開始生效。 

三、因投保年齡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

分的保險費。如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應歸責於本

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例計算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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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四、因投保年齡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應補足其差額；如在發

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者，本公司得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

的比例計算保險金額，但錯誤應歸責於本公司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退還的

保險費應加計利息，其利息按上年度保單分紅利率計算。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更） 

第二十六條    要保人於訂立本契約時、保險契約滿期前或保險事故發生前，

得指定或變更受益人。但被保險人為第三人時，應先得其書面同意。 

前項受益人的變更於要保人經被保險人同意（如申請變更日被保

險人尚未成年者，應經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的同意），檢具契約變動

通知書送達本公司時生效，本公司應即批註於本保險單。受益人變

更，如發生法律上的糾紛，本公司不負責任。 

殘廢保險金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

變更。 

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行指定受益人

外，視被保險人為受益人，被保險人死亡時，以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

人為本契約受益人。 

未指定受益人時，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給付事由者，其保險金

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非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給付事由者，以被

保險人為受益人，但保險金給付前被保險人死亡時，其保險金額或保

單價值準備金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變更住址） 

第二十七條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更時，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不做前項通知時，本公司按本契約所載的最後住所所發送

的通知，視為已送達要保人。 

（時效） 

第二十八條    由本契約所生的權利，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五年不行使而

消滅。 

（批註） 

第二十九條    本契約內容的變更，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六條另有規

定外，非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同意且批註於保險單者，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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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力。 

（管轄法院） 

第 三十 條    本契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

院，但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則以本公司所在地地方法

院為管轄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