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1 繳費方法及優惠方式 

繳費方法 優惠方式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1. 申請條件：限保單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要保人和被保險人之法

定繼承人（即父母、配偶、子女、祖父母），於本分公司指定金融機構之

活期帳戶。 

2. 申請方式：填寫「友邦人壽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親自簽名/蓋章後，郵寄、

委託業務員轉送或親至本分公司客服中心櫃檯辦理；但台幣保單與外幣保

單不得共用同一份授權書。 

3. 扣款時間： 

【台幣保單-電話行銷通路、銀行保險及保經代通路(2012/12/31 以前生效)】 

a.續期保費透過郵局帳戶扣款：每月 10 日及 25 日，但扣款失敗的保單會

增加每月 5、15、20 日及每個月月底倒數第二個工作日。  

扣款日期 保單應繳費日期批次扣款期間 

每月 05 日 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0 日 應繳費日為前月 21 日至當月 5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5 日 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0 日 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5 日 應繳費日為當月 6 日至當月 20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月底倒數第二

個工作日 
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b.續期保費透過銀行帳戶扣款：每月 10 日及 25 日，但扣款失敗的保單會

增加每月 2 及 18 日扣款。  

扣款日期 保單應繳費日期批次扣款期間 

每月 02 日 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0 日 應繳費日為前月 21 日至當月 05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8 日 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5 日 應繳費日為當月 06 日至當月 20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台幣保單-業務員通路、銀行保險及保經代通路(2013/01/01 以後生效)、電

1. 除投資型及躉

繳型商品外，以

金融機構轉帳

成功者，享有當

期保費 1%繳費

折扣。 

2. 若已加入「集體

彙繳件」者，則

以其辦法之費

率為準。 



 

話行銷通路(2016/2/1 以後生效)】 

a. 首期保費透過郵局帳戶扣款：依核保通過日遇最近一個批次扣款。 

b. 首期保費透過銀行帳戶扣款：核印作業完成且核保通過後每日送扣款檔

案至銀行進行扣款。 

若扣款失敗者扣款日期為每月 2、6、10、14、18、22、25 及月底倒

數第二個工作日。 

c. 續期保費透過郵局扣款：每月 5、10、15、20、25 日及每個月月底倒

數第二個工作日，依下列批次扣繳續期保費。  

扣款日期 保單應繳費日期批次扣款期間 

每月 05 日 前月 28 日~當月 4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0 日 當月 5 日~當月 9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5 日 當月 10 日~當月 14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0 日 當月 15 日~當月 19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5 日 當月 20 日~當月 24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月底倒數第二

個工作日 
當月 25 日~當月 27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d. 續期保費透過銀行帳戶扣款：每月 2、10、18 及 25 日，依下列批次扣

繳續期保費。  

扣款日期 保單應繳費日期批次扣款期間 

每月 2 日 前月 25 日~當月 1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0 日 當月 2 日~當月 9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8 日 當月 10 日~當月 17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5 日 當月 18 日~當月 24 日+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外幣保單】 

a. 澳盛銀行外幣帳戶：每月 15 日及 30 日，依下列批次扣繳首/續期保費，

續期保費扣款區間如下：  

 

 



 

扣款日期 保單應繳費日期批次扣款期間 

每月 15 日 當月 01 日至當月 15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30 日 當月 16 日至當月 30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b.其他銀行外幣帳戶： 

首期保費：核印作業完成且核保通過後每日送扣款檔案至銀行進行扣

款。 

若扣款失敗者扣款日期為每月 2、6、10、14、18、22、25 及月底倒數

第二個工作日。 

續期保費：每月 2、10、18 及 25 日，依下列批次扣繳續期保費。 

扣款日期 保單應繳費日期批次扣款期間 

每月 02 日 前月 25 日至當月 01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0 日 當月 02 日至當月 09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18 日 當月 10 日至當月 17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每月 25 日 當月 18 日至當月 24 日者+前批次扣款失敗者 
 

自行繳費 

1. 申請方式：填寫「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並親自簽名後，郵寄、傳真、委

託業務員轉送或親至本分公司客服中心櫃檯辦理 

2. 繳費方式： 

a. 郵政劃撥：持本分公司寄發之印有郵局劃撥條碼之保費繳費通知單，於

繳款期限內就近至郵局繳納。 

b. 便利商店代繳：持本分公司寄發之保費繳費通知單，於繳款期限內至

7-11、全家、萊爾富、OK 等便利商店繳納。(註：保費金額超過二萬元

以上不適用)。 

c. ATM 轉帳：依本分公司寄發之保費繳費通知單上所列示之「轉入之金融

機構」及「轉入帳號」至 ATM 進行轉帳繳交保費。  

d. 外幣保單匯款：可由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以存/匯款方式繳交保

費。交付保費時須以「全額匯出」存入或匯入本分公司外幣保單之外匯

存款戶（詳下表）：  

(1)以新台幣結購外幣，存入或匯入本分公司外幣保單之外匯存款戶。  

(2)由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外匯存款戶，匯入本分公司外幣保單

之外匯存款戶。  

(3)以外幣現鈔存入或匯入本分公司外幣保單之外匯存款戶。  

除月繳件、投資型

保單及躉繳型保單

外，享有 1%繳費折

扣。 



 

註 1：保費交付以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不含 OBU 帳戶）匯入本公司各指定

銀行之外匯存款戶辦理；倘需由境外銀行或 OBU 帳戶匯入本公司指定

銀行之外匯存款戶，請洽本公司客服專線 0800-012-666。  

註 2：「全額匯出」指應繳保費須全額到達本分公司指定之外匯存款戶；請

匯款人留意相關匯款手續費之負擔。 

註 3：若保戶透過上述方式(1)(2)(3)繳付續期保費，匯出銀行與收款銀行須

為同一指定銀行，得享有免收手續費之優惠 

註 4：本分公司不接受外幣支票或親至客服中心櫃檯以外幣現鈔繳付保費。 

註 5：續期保費在保費繳費通知單上會提供各保單之 ATM 帳號，若採 ATM

轉帳繳交保費者，不需將單據傳真回友邦人壽；反之，請於匯款單據

上註明保單號碼後交由友邦人壽-收費管理暨營運治理部入帳 

◎ 外幣保單之外匯指定銀行外匯存款帳戶一覽表： 

受款人資訊 

戶名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Taiwan Branch 

地址 10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 號 17 樓 

17F, No. 333, Sec 2, Dunhua S Rd., Da 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電話 02-27352838 

 

 銀行 Bank English Name 匯款帳號 SWIFT Code 

1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市府分行 

Chinatrust  Commercial 

Bank-Shinfu Branch 
54313-101975-7 CTCBTWTPXXX 

2 

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敦化

分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Dun 

Hua Branch 

21053117890 ICBCTWTP210 

3 

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安和

分行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Anho 

Branch 

715189910958 TPBKTWTPXXX 

4 
澳盛(台灣)商

業銀行營業部 

ANZ Bank (Taiwan) 

Limited 
000700092107 ANZBTWTP 

5 
日盛國際商業

銀行 

JIH SUN 

INTERNATIONAL 

BANK 

322236143588  JSIBTWTP  



 

 

 

6 
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 

TAISHIN 

INTERNATIONAL 

BANK 

068750055787 TSIBTWTP 

 

信用卡 

1. 申請條件：限保單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要保人之法定繼承人（即

父母、配偶、子女、祖父母）、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即父母、配偶、

子女、祖父母），所持有之任一金融機構發行之有效 VISA 卡、MASTER

卡、JCB 卡。 

2. 申請方式：填寫「友邦人壽保險費付款授權書」並親自簽名後，郵寄、傳

真、委託業務員轉送或親至本分公司客服中心櫃檯辦理。 

3. 扣款時間：  

【銀行保險通路、電話行銷通路銷售之保單】 

a.續期保費：應繳費日之下一個工作日為扣款日。  

【業務員通路、銀行保險通路及保經代通路(2013/01/01 以後生效)、電話行

銷通路(2016/2/1 以後生效)】 

a. 首期保費：依核保通過日之下一個工作日。  

b. 續期保費：逢每月的偶數日。  

無繳費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