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郵局留存聯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424458573
0424458573-

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授權貴行/局依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人壽）所提供有關
資料，自授權人帳戶內自動轉帳，以交付保險契約之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
□新投保件 □續期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要保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保單號碼／受理編號

保
險
契
約
資
料

被保險人姓名

要(被)保人與授權人關係
下列關係僅限選取一項代表
□本人
授
□要保人
□父□母
權 為 □被保人 之 □配偶
人
□子□女
□受益人

授
權
人
資
料

□中華民國
□其他____________

戶名：

國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生日： 民國

聯絡電話（市話）
：

-

分機：

年

指定扣款日：
（限續期件且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新臺幣帳戶扣繳保險費時指定)

月 日
手機：

供當次業務使用之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市話號碼)，僅供本次申辦業務使用，不視為已向本公司申請變更前項聯絡資料，如需新增或更新聯絡資料需另提出變更申請。

郵
局
700

郵政存簿儲金 (委託機構代號：540)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限未申請領用支票功能)
帳號：

帳號：

□土地銀行 005 □兆豐銀行 017 □臺灣銀行 004 □臺灣企銀 050 □陽信銀行 108 □玉山銀行 808 □合作金庫 006 □新光銀行 103
□第一銀行 007 □永豐銀行 807 □上海銀行 011 □渣打銀行 052 □板信商銀 118 □凱基銀行 809 □匯豐銀行 081 □三信銀行 147
□華南銀行 008 □台新銀行 812 □台北富邦 012 □台中銀行 053 □聯邦銀行 803 □星展銀行 810 □瑞興銀行 101

授 □彰化銀行 009 □中國信託 822 □花旗銀行 021 □京城銀行 054 □遠東銀行 805 □日盛銀行 815 □ACH (農漁會及信用合作社)
權
□高雄銀行 016 □華泰銀行 102 □元大銀行 806 □安泰銀行 816
銀 □國泰世華 013
行 新契約每日扣款行庫(臺、外幣)
新契約逢九扣款行庫(臺、外幣)
新契約扣款行庫(限臺幣)
存款帳號：
※限使用活期性存款帳戶
※合庫須先至各聯行核印、建檔。※銀行以粗體顯示表示可以電子化授權(eDDA 讀卡機)約定新臺幣帳號。

銀行代號：

帳
戶
印
鑑
欄

□ 新臺幣 □ 外幣

授權人用印與確認：

要保人確認：

您的簽章即表示：
1.已審閱並瞭解授權書背頁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2.瞭解並同意授權書背頁之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約定條款。
3.瞭解並同意授權人須符合商品年齡限制，另年齡≧65 歲者須依法完成相

要保人簽名：

您的簽名即表示：
1.已審閱並瞭解授權書背頁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2.瞭解並同意授權書背頁之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授權約定條款。

關權益確認作業。
(要保人、被保險人為未滿 7 歲或受監護宣告者，應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簽)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開戶留
存簽章
(印鑑)

(要保人或授權人為未成年/有監護或輔助人者，則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須簽名。)

存款銀行/郵局核對印鑑：
(請使用金融機構存款帳戶留存印鑑)

主管：

經辦：

(數位銀行帳戶請先至該銀行分行留存印鑑)

以下由送件人填寫

以下由國泰人壽填寫

本授權書各項填寫資料均經本人審核確認無誤，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送件人（確認人）簽名

送件人身分證字號(保代登錄證號)

受理單位：
主管（覆核）

保費管理科經辦
經辦

自 寄 件 免 填 寫
透過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扣款者 ACH 發動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132181) 交易代號：704
ACH 用戶號碼：授權書編號+保單號碼
國泰人壽統一編號：03374707
郵局用戶號碼：保單號碼+授權書編號
111.11 版

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約定條款
壹、一般條款
一、本授權書所稱之授權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要保人、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子女委託代繳其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人壽)
之保險契約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之人。
二、授權人同意由本授權書約定銀行活期存款或活期儲蓄存款、外匯活期存款/郵局設有存簿儲金或劃撥儲金帳戶（以下簡稱指定銀行/郵局）
，以自動轉帳交
付本授權書所載國泰人壽保險契約之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
三、國泰人壽依授權書約定在授權人帳戶所扣得之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授權人若有異議時，除轉帳金額不符外，概由授權人負責，與國泰人壽無涉。
四、若指定銀行/郵局撥款予國泰人壽後，始通知授權有瑕疵者，本授權書之授權自始不生效力，授權人應另行簽署授權書。如因此而有所疑義時，國泰人壽
將轉帳款項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概與指定銀行/郵局無涉。
五、授權人與指定銀行/郵局之契約關係消滅或其他任何原因，致指定銀行/郵局未能付款予國泰人壽時，授權人同意指定銀行/郵局得將未能付款原因通知國
泰人壽。
六、保險契約經辦理撤銷、終止、解除或其他原因失效後，如指定銀行/郵局因作業時差及其他因素誤以其為有效而仍於授權人帳戶轉帳交付保險費者，保險
契約並不因此而有效，指定銀行/郵局得於發現錯誤後，通知國泰人壽將轉帳款項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
七、授權人對指定銀行/郵局自動轉帳金額與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金額有疑義時，應先行洽詢國泰人壽確認。
八、指定銀行/郵局如因電腦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致無法於約定日期完成扣款者，指定銀行/郵局得待前述無法完成扣款之原因消滅後，再行辦理保
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之扣款，如有疑義，應逕行洽詢國泰人壽，概與指定銀行/郵局無關。
九、 授權人於本授權書授權成功後，如變更於指定銀行/郵局之留存印鑑或簽名者，本授權書不因此而失其效力。
十、 授權人以同一帳戶同時授權指定銀行/郵局自動轉帳交付 2 件以上保險契約之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或同一天同一帳戶內有 2 筆以上扣款時，則由指
定銀行/郵局衡量授權人之存款餘額與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狀況權衡處理，授權人不得有異議。
十一、 授權人同意國泰人壽及指定銀行/郵局得於授權繳交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之必要範圍內為蒐集、利用或處理授權人之個人資料。
十二、 國泰人壽得將繳費通知、送金單及各項通知等資料，寄送至授權人於電子單據所留存之最新 E-mail；如未申辦前述服務者，國泰人壽得以手機簡訊發送
短網址連結方式提供相關資料；如未留存有效手機號碼者，國泰人壽得以紙本郵寄或逕由服務人員轉交相關資料紙本方式為之。國泰人壽保有變更前述
各項通知方式之權利，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十三、 本授權書不論授權成功與否，均不退還。但授權不成功時，授權人須另行簽署授權書。
貳、第一次保險費條款
一、以本授權書授權繳交新契約第一次保險費者，應連同新契約要保書一併交與國泰人壽，新契約經國泰人壽同意承保，並確定自指定銀行/郵局受領第一次
保險費時，溯及國泰人壽受理本授權書時生效。若第一次保險費遭指定銀行/郵局拒付者，保險契約自始無效。
二、授權人於簽署本授權書後，欲變更授權內容者，應另行簽署授權書並於保險契約完成承保程序前送達國泰人壽，始生效力。
三、新契約要保書之繳費方式同時勾選「現金/支票(僅限首期繳費方式)」及「金融機構/郵局轉帳」者，不適用本授權書之第一次保險費條款。
四、本授權書如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指定銀行/郵局無法辦理轉帳者，不生授權之效力。
五、授權繳交新契約第一次保險費者，授權人若無反對之意思表示，該新契約之續期保險費、彈性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將依照下述續期保險費條款辦理。
六、保險契約有因辦理撤銷、不同意承保或承保內容變更致生退還保險費之情事時，授權人同意國泰人壽得將應退還之保險費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
參、續期保險費條款
一、 授權指定銀行/郵局以自動轉帳交付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之轉帳扣款基準日，除已有指定扣款日之約定者外，如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期為 1 日至
9 日間者，以當月 9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期為 10 日至 19 日間者，以當月 19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
期為 20 日至月底者，以當月 29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2 月則以 27 日為轉帳扣款基準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扣款，並請提前一個營業日存
妥款項。
二、 上述 9、19、29 日(2 月則為 27 日)等轉帳扣款，若轉帳不成功者，國泰人壽得再執行扣款或逕予催繳。經國泰人壽催繳後，授權人應依保險契約條款約
定，於寬限期間屆滿前自行繳交該次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若逾期未繳致保險契約停效者，概由授權人自行負責。得以彈性繳納之款項，於當期轉
帳不成功者，將於次期再行轉帳。
三、 本授權書如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指定銀行/郵局無法辦理轉帳者，不生授權之效力，若保險契約為傳統型壽險商品，其續期保險費將一律
改採為自行繳費之方式繳交。
四、 保險契約為傳統型壽險商品者，如經二次扣款不成功，則當期及續期保險費之繳費方式將改採自行繳費，須繳交自未繳之該期起至應繳之當期止之保險
費（月繳者須繳至應繳當月）後，始恢復自動扣款。
五、 授權人於每月 15 日前將本授權書送達國泰人壽者，自動轉帳作業自次月 1 日起生效；每月 16 日後始送達者，自動轉帳作業自次一期別起生效。
六、 因作業時差及其他因素，發生重複收費之情事者，國泰人壽將重複收取之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
七、 授權人欲終止授權關係者，應於保險單所載保險費交付日前 5 個營業日，將「終止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送達國泰人壽；逾期送達者，則延至次
期始生終止效力。授權人就本授權書所授權自動轉帳之保險契約，如前已有以信用卡繳交保險費或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之授權者，自本授權書生效之日
起，前開授權視為終止。若保險契約為傳統型壽險商品，於終止授權後，如非以信用卡或其他金融機構/郵局轉帳繳交保險費者，其繳費方式將一律改採
自行繳費。
八、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繳費與否並不直接影響保險契約之效力(惟附加之附約除外)，故授權人終止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後，國泰人壽不另主動派員收費，若
需繳款，請洽國泰人壽服務人員或自行至國泰人壽各服務中心繳費。
九、 因保險契約繳別、年期之變更或其他保全變更，致使當次金額與授權指定銀行/郵局以自動轉帳交付保險費及保險單借款利息之金額有短轉或溢轉時，則
由國泰人壽將於次月依本授權書續期保險費條款第一條約定之轉帳扣款基準日之相當日補轉或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扣款帳戶。
十、 依續期保險費條款第三、四、七條改採為保戶自行繳費情形者，國泰人壽不另派員前往收取。自行繳費之相關規定，詳請參考國泰人壽網站
(www.cathayholdings.com.tw/life)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中【各項保險項目】之【繳費方法及優惠方式】
。
肆、外幣保險單特別條款
一、 約定自動轉帳之外幣扣款幣別須與該商品計價幣別或要保書上約定之幣別相同。
二、 新臺幣與外幣保單不得共用同一授權書或自同一帳戶扣款，且新臺幣帳戶不得存撥外幣。
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國泰人壽係為人身保險相關服務及執行、辦理申訴及爭議處理、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業務之需要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所蒐集之資料僅會於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
規定要求期間內，以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於我國境內供予國泰人壽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利用。您可以至國泰人壽各服務中心或利用國泰人壽免費客
戶服務專線「市話請撥打免付費專線 0800-036-599、手機請撥付費電話：02-2162-6201 或使用網路電話(路徑:國壽官網首頁>聯絡我們>(專線服務)客服專線>網路電話)查
詢、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更正、補充、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惟國泰人壽依法令規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得不依您的請求處理。若您未能提供
相關個人資料時，基於健全人身保險業務之執行，國泰人壽將無法提供您完善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