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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項目：保險商品—被保險人職業或職務拒保之範圍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管理辦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8 款  

編號：9-1-8 

資料日期：民國 112年 05月 08日 

維護日期：民國 112年 05月 08日 

維護單位：契約部   

 

保 險 商 品  被保險人職業或職務拒保範圍 

台新人壽新終身保險 NWLA  

台新人壽定期保險 TLA  

台新人壽高額定期保險 HTLA  

台新人壽家用保障定期保險 FILA 

台新人壽新定期保險附約 NTRA  

台新人壽家用保障定期保險附約 FIR 

台新人壽住院醫療健康保險附約（乙型）HS  

台新人壽住院醫療健康保險附約（丙型）HN  

台新人壽住院醫療健康保險附約（定額給付型）HF  

台新人壽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日額給付型) HI 

台新人壽住院醫療費用健康保險附約 HX 

台新人壽美元要保人豁免保險費壽險附約 UWP 

台新人壽美元要保人豁免保險費壽險附約（103）UWPA 

台新人壽終身壽險(107) PWL 

台新人壽新美元終身壽險(109A) NUWLA 

台新人壽福氣滿屋定期保險 ML1 

台新人壽樂活滿屋定期保險 ML2 

台新人壽一年期定期壽險附約 NJTR  

台新人壽美元一年期定期壽險附約 UJTR 

台新人壽新享健康特定傷病終身保險 NDLB 

台新人壽守護健康終身醫療保險(111) LPPMIB 

台新人壽新享愛家終身保險NWLB 

台新人壽新享富傳家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UISDWLH 

台新人壽新臻盈家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UISIWLD 

台新人壽新臻鑫美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UISLWLA 

台新人壽鑫享人生利率變動型美元還本終身保險 UISRWLB 

台新人壽鑫盈富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壽險 UISIWLC 

台新人壽新臻愛美利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UISDWLI 

台新人壽新臻保健康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UISLWLB 

採石爆破人員、潛水工作人員、爆

破工作人員、水泥業爆破工、化學

原料業硫酸／鹽酸／硝酸製造工

／有毒物品製造工、特種營業保

鑣、電力高壓電工程設施人員、核

廢料處理人員、職業潛水夫、防爆

小組、特種軍人（傘兵、爆破、佈

雷、防爆、負有特殊任務之特勤人

員…等）、潛水人員及教練、滑水

人員、跳傘人員及教練、衝浪選

手、跳水教練及選手、高空彈跳教

練及選手、攀岩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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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人壽新臻富愛家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UISDWLG 

台新人壽臻保傳家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UISDWLF 

台新人壽台享富多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NISDWLA 

台新人壽台保傳家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NISDWLB 

台新人壽快樂滿屋定期壽險ML3 

台新人壽永保安心重大傷病定期健康保險NHICIA 

台新人壽重大疾病定期保險 TDDA 

台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乙型) NDRB 

台新人壽美元特定疾病終身保險附約 UDDR 

 

採石爆破人員、潛水工作人員、爆

破工作人員、水泥業爆破工、化學

原料業硫酸／鹽酸／硝酸製造工

／有毒物品製造工、火藥爆竹製

造及處理人員（包括爆竹、煙火製

造工）、炸藥業廠務管理／廠長、

特種營業保鑣、電力高壓電工程

設施人員、核廢料處理人員、職業

潛水夫、防爆小組、特種軍人（傘

兵、爆破、佈雷、防爆、負有特殊

任務之特勤人員…等）、潛水人員

及教練、滑水人員、跳傘人員及教

練、衝浪選手、跳水教練及選手、

高空彈跳教練及選手、攀岩選手。 

 

台新人壽失能照護久久健康保險附約 SDR 

 

遠洋漁船船員、近海漁船船員 

、海釣船人員、森林砍伐業起

重機之操作人員、森林砍伐業

裝運工人、造林業救難人員、

坑道內作業礦工、礦業採石業

之海上所有作業人員（潛水人

員拒保）、採石業工人(山地)、

採石爆破人員、海上油礦開採

業技術員／油氣井清潔保養修

護工／鑽勘設備安裝換修保養

工／鑽油井工人、鐵路／捷運

／高鐵修路工／維護工、客貨

輪／遊覽船及小汽艇等船舶船

長／輪機長／船員／實習生／

駕駛及工作人員、港口作業碼

頭工人及領班／堆高機操作員 

、救難船員、港口疏濬、碼頭

吊車操作人員、直昇機飛行人

員(含輕型航空器駕駛人員)／民

航機培訓人員(航空公司飛行訓

練學員)民航機飛行空安官、民

航機試飛員、鋼骨結構架設工

人、鷹架架設工人、造修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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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船體切割人員(陸上)、 

船體切割人員(海上) 、拆船工

人、水壩工程人員、橋樑工程

人員、隧道工程人員、潛水工

作人員、爆破工作人員、挖泥

船工人、水泥業（包括水泥、

石膏、石灰）採掘工／爆破工 

、化學原料業硫酸/鹽酸/硝酸製

造工、有毒物品製造工、炸藥

業火藥爆竹製造及處理人員

（包括爆竹、煙火製造工）、炸

藥業廠務管理、廠長、戰地記

者、戶外廣告招牌製作架設人

員、武打演員、特技演員、動

物園／馬戲團馴獸師／飼養人

員、從事特種營業服務人員(吧

女、酒女、舞女、咖啡女郎、 

按摩女郎…等)、特種營業保鑣 

、電力高壓電工程設施人員、 

核廢料處理人員、核能工作人

員（核工系、中研院、中科院 

、台電核工人員）、海上油污處

理人員、高樓外部清潔工、職

業潛水夫、刑警、消防隊隊員 

、防爆小組、空中警察、警務

特勤人員(維安小組、霹靂小

組)、特種軍人（傘兵、爆破、

佈雷、防爆、負有特殊任務之

特勤人員……等) 、艦艇及潛艦

官兵、武器或彈藥製造人員、

軍機駕駛及機上工作人員、曲

棍球球員、冰上曲棍球球員、

自由車選手、角力人員、摔角

人員、柔道人員、空手道人員 

、跆拳道人員、國術人員、拳

擊人員、潛水人員及教練、滑

水人員及教練、滑雪人員及教

練、馬術人員及教練、特技表

演人員及教練、雪車與賽人員

及教練、滑翔機具駕駛人員及

教練、汽車／機車賽車人員及

教練、跳傘人員及教練、動力

及無動力飛行載具駕駛人員及

教練、相撲選手、合氣道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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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浪教練及選手、跳水教練

及選手、高空彈跳教練及選手 

、攀岩教練及選手、馬球教練

及選手。 

台新人壽長保安心重大傷病一年期健康保險附約 NHICIR 遠洋漁船船員、近海漁船船員 

、海釣船人員、森林砍伐業伐

木工人／鋸木工人／起重機之

操作人員／裝運工人、森林防

火人員／救難人員、坑道內作

業礦工、礦業採石業之海上所

有作業人員（潛水人員拒保）、

採石業工人(山地)、採石爆破人

員、陸上油礦開採業鑽油井工

人、海上油礦開採業技術員／

油氣井清潔保養修護工／鑽勘

設備安裝換修保養工／鑽油井

工人、陸運液化／氣化／油罐

車司機、隨車工人、鐵路／捷

運／高鐵修路工／維護工、客

貨輪／遊覽船及小汽艇等船舶

船長／輪機長／船員／實習生

／駕駛及工作人員、港口作業

碼頭工人及領班／堆高機操作

員、救難船員、港口疏濬、碼

頭吊車操作人員、直昇機飛行

人員(含輕型航空器駕駛人員)／

民航機培訓人員(航空公司飛行

訓練學員)民航機飛行空安官、

民航機試飛員、鋼骨結構架設

工人、鷹架架設工人、造修船

業工人、船體切割人員(陸上) 

 、船體切割人員(海上) 、拆船

工人、水壩工程人員、橋樑工

程人員、隧道工程人員、潛水

工作人員、爆破工作人員、挖

泥船工人、鐵工廠機械廠鑄造

工／鍋爐工、電機業有關高壓

電之工作人員、水泥業（包括

水泥、石膏、石灰）採掘工／

爆破工、化學原料業硫酸/鹽酸/

硝酸製造工、有毒物品製造工 

、炸藥業火藥爆竹製造及處理

人員（包括爆竹、煙火製造

工）、炸藥業廠務管理、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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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記者、戶外廣告招牌製作

架設人員、武打演員、特技演

員、動物園／馬戲團馴獸師／

飼養人員、從事特種營業服務

人員(吧女、酒女、舞女、咖啡

女郎、按摩女郎…等)、特種營

業保鑣、電力裝置維護修理工 

、電力工程設施之架設人員、

電力高壓電工程設施人員、電

臺天線維護人員、核廢料處理

人員、核能工作人員（核工系 

、中研院、中科院、台電核工

人員）、海上油污處理人員、液

化瓦斯零售商：瓦斯分裝工、

高樓外部清潔工、煙囪清潔工 

、職業潛水夫、刑警、消防隊

隊員、防爆小組、空中警察、

警務特勤人員(維安小組、霹靂

小組)、特種軍人（傘兵、爆破 

、佈雷、防爆、負有特殊任務

之特勤人員……等) 、艦艇及潛

艦官兵、武器或彈藥製造人員 

、軍機駕駛及機上工作人員、

曲棍球球員、冰上曲棍球球員 

、自由車選手、角力人員、摔

角人員、柔道人員、空手道人

員、跆拳道人員、國術人員、

拳擊人員、潛水人員及教練、

滑水人員及教練、滑雪人員及

教練、馬術人員及教練、特技

表演人員及教練、雪車與賽人

員及教練、滑翔機具駕駛人員

及教練、汽車／機車賽車人員

及教練、跳傘人員及教練、動

力及無動力飛行載具駕駛人員

及教練、相撲選手、合氣道選

手、衝浪教練及選手、跳水教

練及選手、高空彈跳教練及選

手、攀岩教練及選手、馬球教

練及選手。 

台新人壽保平安傷害保險 NEW ADD 

台新人壽傷害保險附約 ADD  

台新人壽傷害醫療保險附約 MR 

台新人壽永保安康終身手術醫療保險 PSIA 

遠洋漁船船員、近海漁船船員、坑

道礦工、採石爆破人員、客貨輪／

遊覽船及小汽艇等船舶船長／輪

機長／船員／實習生／駕駛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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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員、民航機試飛員、船體切割

人員（海上）、潛水工作人員、爆

破工作人員、水泥業爆破工、化學

原料業硫酸／鹽酸／硝酸製造工

／有毒物品製造工、火藥爆竹製

造及處理人員（包括爆竹、煙火製

造工）、炸藥業廠務管理／廠長、

戰地記者、特技演員、動物園／馬

戲團馴獸師／飼養人員、從事特

種營業服務人員（吧女、酒女、舞

女、咖啡女郎、按摩女郎…等）、

特種營業保鑣、電力高壓電工程

設施人員、核廢料處理人員、海上

油污處理人員、職業潛水夫、防爆

小組、特種軍人（傘兵、爆破、佈

雷、防爆、負有特殊任務之特勤人

員……等）、艦艇及潛艦官兵、武

器或彈藥製造人員、軍機駕駛及

機上工作人員、自由車選手、角力

人員、摔角人員、柔道人員、空手

道人員、跆拳道人員、國術人員、

拳擊人員、潛水人員及教練、滑水

人員及教練、滑雪人員及教練、馬

術人員及教練、特技表演人員及

教練、雪車與賽人員及教練、滑翔

機具駕駛人員及教練、汽車／機

車賽車人員及教練、跳傘人員及

教練、動力及無動力飛行載具駕

駛人員及教練、相撲選手、合氣道

選手、衝浪教練及選手、跳水教練

及選手、高空彈跳教練及選手、攀

岩教練及選手、馬球教練及選手。 

台新人壽美保金讚利率變動型美元終身保險 UISLWLD 遠洋漁船船員、近海漁船船員、海

釣船人員、森林砍伐業工作人員、

木材加工業鋸木工人／木材搬運

工人、造林業森林防火人員／救

難人員、坑道內礦工、坑外礦業工

人、礦業採石業之海上所有作業

人員（潛水人員拒保）、採石業工

人（山地）、採石爆破人員、陸上

油礦開採業技術員／油氣井清潔

保養修護工／鑽勘設備安裝換修

保養工／鑽油井工人／儲油槽清

潔工、海上油礦開採業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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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井清潔保養修護工／鑽勘設

備安裝換修保養工／鑽油井工

人、鐵牛車駕駛人員、機動三輪車

伕、營業用貨車司機、營業用貨車

隨車工人、砂石車司機／隨車工

人、工程卡車司機／隨車工人、液

化／氣化／油罐車司機及隨車工

人、混凝土預拌車司機／隨車工

人、拼裝車司機、吊車司機／隨車

工人、挖土機（怪手）操作員、鐵

路／捷運／高鐵修路工／維護

工、客貨輪／遊覽船及小汽艇等

船舶船長／輪機長／船員／實習

生／駕駛及工作人員、港口作業

碼頭工人及領班／堆高機操作

員、救難船員、港口疏濬、碼頭吊

車操作人員、民航機飛行人員、機

上服務員、直昇機飛行人員（含輕

型航空器駕駛人員）、民航機培訓

人員（航空公司飛行訓練學員）、

民航機飛行空安官、民航機試飛

員、鋼骨結構架設工人、鷹架架設

工人、焊工、建築工程車輛駕駛

員、建築工程車輛機械操作員、貼

瓷磚（外牆）、挖井工程人員（鑽

井工人）、鐵屋架設／施工（搭設

鐵皮屋）、大樓玻璃帷幕安裝、鐵

塔架設人員、道路山地舖設工人、

電線架設及維護工人、高速公路

工程人員（含美化工程）、高速公

路工程監工、造修船業工人、船體

切割人員（陸上）、船體切割人員

（海上）、拆船工人、海灣港口工

程人員、水壩工程人員、橋樑工程

人員、隧道工程人員、潛水工作人

員、爆破工作人員、挖泥船工人、

鋼鐵廠工人、焊接工、車床工（其

他）、鑄造工、鍋爐工、鐵工廠工

人、機械廠工人、銑床工、剪床工、

沖床工、翻砂工、鐵捲工、鑽床工、

冷作、鍛造、有關高壓電之工作人

員、變壓器裝置維修、水泥業採掘

工及爆破工、化學原料業硫酸／

鹽酸／硝酸製造工／有毒物品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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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液化氣體製造工、火藥爆竹

製造及處理人員（包括爆竹、煙火

製造工）、炸藥業廠務管理／廠

長、紙漿廠工人、家電製造業焊接

工／沖床工／剪床工／銑床工／

鑄造工／車床工（其他）、戰地記

者、戶外廣告招牌製作架設人員、

武打演員、特技演員、海水浴場救

生員、動物園／馬戲團馴獸師、大

型遊樂場器具維修工人 、從事特

種營業服務人員（吧女、酒女、舞

女、咖啡女郎、按摩女郎…等）、

特種營業保鑣、 

電力工程設施之架設人員、電力

高壓電工程設施人員、電臺天線

維護人員、核廢料處理人員、核

能工作人員（核工系、中研院、

中科院、台電核工人員）、儲油

槽／儲氣槽清理人員、海上油污

處理人員、煉油廠技術工人、煉

油廠管線維修、加油站管線維

修、液化瓦斯零售商：瓦斯分裝

工、高樓外部清潔工、煙囟清潔

工、職業潛水夫、刑警、消防隊

隊員、防爆小組、空中警察、警

務特勤人員（維安小組、霹靂小

組）、空巡人員、海巡人員、特

種軍人（傘兵、爆破、佈雷、防

爆、負有特殊任務之特勤人

員……等）、艦艇及潛艦官兵、

武器或彈藥製造人員、軍機駕駛

及機上工作人員、曲棍球球員、

冰上曲棍球球員、橄欖球球員、

自由車選手、角力人員、摔角人

員、柔道人員、空手道人員、跆

拳道人員、國術人員、拳擊人員、

潛水人員及教練、滑水人員及教

練、滑雪人員及教練、馬術人員

及教練、特技表演人員及教練、

雪車與賽人員及教練、滑翔機具

駕駛人員及教練、汽車／機車賽

車人員及教練、跳傘人員及教

練、動力及無動力飛行載具駕駛

人員及教練、相撲選手、合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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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衝浪教練及選手、跳水教

練及選手、高空彈跳教練及選

手、攀岩教練及選手、馬球教練

及選手。 

台新人壽要保人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 NWP 

台新人壽新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約 WP2 

 

遠洋漁船船員、近海漁船船員、海

釣船人員、森林砍伐業工作人員、

木材加工業鋸木工人／木材搬運

工人、造林業森林防火人員／救

難人員、坑道內礦工、坑外礦業工

人、礦業採石業之海上所有作業

人員（潛水人員拒保）、採石業工

人（山地）、採石爆破人員、陸上

油礦開採業技術員／油氣井清潔

保養修護工／鑽勘設備安裝換修

保養工／鑽油井工人／儲油槽清

潔工、海上油礦開採業技術員／

油氣井清潔保養修護工／鑽勘設

備安裝換修保養工／鑽油井工

人、鐵牛車駕駛人員、機動三輪車

伕、營業用貨車司機、營業用貨車

隨車工人、砂石車司機／隨車工

人、工程卡車司機／隨車工人、液

化／氣化／油罐車司機及隨車工

人、混凝土預拌車司機／隨車工

人、拼裝車司機、吊車司機／隨車

工人、挖土機（怪手）操作員、客

貨輪／遊覽船及小汽艇等船舶船

長／輪機長／船員／實習生／駕

駛及工作人員、救難船員、港口疏

濬、碼頭吊車操作人員、民航機飛

行人員、機上服務員、直昇機飛行

人員（含輕型航空器駕駛人員）、

民航機培訓人員（航空公司飛行

訓練學員）、民航機飛行空安官、

民航機試飛員、鋼骨結構架設工

人、鷹架架設工人、焊工、建築工

程車輛駕駛員、建築工程車輛機

械操作員、貼瓷磚（外牆）、挖井

工程人員（鑽井工人）、鐵屋架設

／施工（搭設鐵皮屋）、大樓玻璃

帷幕安裝、鐵塔架設人員、道路山

地舖設工人、電線架設及維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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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速公路工程人員（含美化工

程）、高速公路工程監工 

、造修船業工人、船體切割人員

（陸上）、船體切割人員（海上）、

拆船工人、海灣港口工程人員、

水壩工程人員、橋樑工程人員、

隧道工程人員、潛水工作人員、

爆破工作人員、挖泥船工人、鋼

鐵廠工人、焊接工、車床工（其

他）、鑄造工、鍋爐工、鐵工廠

工人、機械廠工人、銑床工、剪

床工、沖床工、翻砂工、鐵捲工、

鑽床工、冷作、鍛造、有關高壓

電之工作人員、變壓器裝置維

修、水泥業採掘工及爆破工、化

學原料業硫酸／鹽酸／硝酸製

造工／有毒物品製造工、液化氣

體製造工、火藥爆竹製造及處理

人員（包括爆竹、煙火製造工）、

炸藥業廠務管理／廠長、紙漿廠

工人、家電製造業焊接工／沖床

工／剪床工／銑床工／鑄造工

／車床工（其他）、戰地記者、

戶外廣告招牌製作架設人員、武

打演員、特技演員、海水浴場救

生員、動物園／馬戲團馴獸師、

大型遊樂場器具維修工人 、從

事特種營業服務人員（吧女、酒

女、舞女、咖啡女郎、按摩女郎…

等）、特種營業保鑣、電力工程

設施之架設人員、電力高壓電工

程設施人員、電臺天線維護人

員、核廢料處理人員、核能工作

人員（核工系、中研院、中科院、

台電核工人員）、儲油槽／儲氣

槽清理人員、海上油污處理人

員、煉油廠技術工人、煉油廠管

線維修、加油站管線維修、液化

瓦斯零售商：瓦斯分裝工、高樓

外部清潔工、煙囟清潔工、職業

潛水夫、刑警、消防隊隊員、防

爆小組、空中警察、警務特勤人

員（維安小組、霹靂小組）、空

巡人員、海巡人員、特種軍人（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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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爆破、佈雷、防爆、負有特

殊任務之特勤人員……等）、艦

艇及潛艦官兵、武器或彈藥製造

人員、軍機駕駛及機上工作人

員、曲棍球球員、冰上曲棍球球

員、橄欖球球員、自由車選手、

角力人員、摔角人員、柔道人員、

空手道人員、跆拳道人員、國術

人員、拳擊人員、潛水人員及教

練、滑水人員及教練、滑雪人員

及教練、馬術人員及教練、特技

表演人員及教練、雪車與賽人員

及教練、滑翔機具駕駛人員及教

練、汽車／機車賽車人員及教

練、跳傘人員及教練、動力及無

動力飛行載具駕駛人員及教練、

相撲選手、合氣道選手、衝浪教

練及選手、跳水教練及選手、高

空彈跳教練及選手、攀岩教練及

選手、馬球教練及選手。 

台新人壽新癌症終身健康保險附約(109) NCRB 

台新人壽新富人生利率變動型美元還本終身保險 UISRWLA 

因商品特性，無。 

台新人壽享積金變額年金保險 VA2 

台新人壽新享亮利變額年金保險TVA01 

台新人壽新享亮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FVA01 

台新人壽優選亮利變額年金保險條款TVA02 

台新人壽優選亮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條款UVA01 

台新人壽新富亮利變額年金保險TVA03 

台新人壽新富亮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FVA02 

 

無。 

台新人壽新享亮利變額萬能壽險TVULA1&TVULB1 

台新人壽新享亮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FVULA1&FVULB1 

台新人壽優選亮利變額萬能壽險條款TVULA2& TVULB2 

台新人壽優選亮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條款UVULA1& UVULB1 

台新人壽新富亮利變額萬能壽險TVLA3/TVLB3 

台新人壽新富亮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FVLA2/FVLB2 

坑道內之礦工、爆破工作人員

(含採石爆破人員、水泥業爆破

工)、民航機試飛員、船體切割

人員(海上)、潛水工作人員(含職

業潛水夫)、硫酸鹽酸硝酸製造

工、有毒物品製造工、火藥爆

竹製造及處理人員(包括爆竹煙

火製造工)、炸藥業(含廠務管

理、廠長)、戰地記者、特技演

員、馴獸師(動物園、馬戲團)、

特種營業服務人員(含保鑣、吧

女、酒女、舞女、咖啡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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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女郎)、電力高壓電工程設

施人員、電信及電力核廢料處

理人員、海上油汙處理人員、

防爆小組、特種軍人(傘兵、爆

破、佈雷、防爆、負有特殊任

務之特勤人員等)、潛艇及潛艦

官兵、武器或彈藥製造人員、

軍機駕駛及機上工作人員、賽

車人員、跳傘人員(含教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