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稱：
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富邦產物資訊安
全防護保險過去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富邦
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刪除特定承保事項附
加條款。

給付項目：
抗辯費用及賠償金 /和解金、鑑識費用、資料
辨識及保存費用、法律諮詢費用、通知費用、
第三方賠償諮詢費用、損失理算費用、緊急費
用、復原費用、網路勒索損失、駭客竊盜導致
之資金損失。

商品核准字號：
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 108.01.28 富
保業字第 1080000227 號函備查。
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過去行為除
外不保附加條款 108.01.28 富保業字第
1080000228 號函備查。
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刪除特定承
保事項附加條款 108.01.28 富保業字第
1080000229 號函備查。

高規格全方位守護您的資訊安全高規格全方位守護您的資訊安全

隱私及機密資訊保障 網路勒索保障 資料復原費用危機管理費用 駭客竊盜保障

簡易投保
即時防衛
簡易投保
即時防衛

數位犯罪無遠弗屆，完備的資訊安全防護保險

是您最佳的選擇
數位犯罪無遠弗屆，完備的資訊安全防護保險

是您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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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版本:109.01版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32.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
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保險商品未提供契約撤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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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商品，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稅賦優惠。

◎本商品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保留本商品核保及最後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4小時免費服務電話：0800009888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37號。



單位：新台幣 / 元
商品內容

商品特色

投保規則

量身規劃中

小企業體資

安專案。

簡易投保完

備保障項目。

駭客竊盜、網路勒

索、隱私及機密資

訊保障、危機處理

費用的最佳守衛！

承保項目
保 險 金 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A：一般行業 (自負額 5萬 ) 
B：保經代、旅行社、健康照護或醫療提供者 (自負額 10萬 ) A B A B A B

年繳保費 (NT$)
(依公司營業收入 )

<2,500萬 10,640 15,960 21,280 31,920 35,120 52,680
2,500萬 ~5,000萬 13,300 19,950 26,600 39,900 44,680 67,020

5,000萬 ~1億 15,960 23,940 31,920 47,880 54,260 81,390

一、適用企業

會計年度營業收入不超過 1億元
個人資料筆數不超過 50 萬筆

台灣註冊登記公司。
未在美國或加拿大從事業務或有客戶之企業。

過去五年內，無知悉任何可能導致損失或索賠的事情，也未遭受過任何損失及被提出任何索賠；亦未被政府機
關就任何與個人資料有關之事予以行政處分或遭調查之企業。

二、保險期間

三、追溯日

要保人持續無間斷投保本保險單 (限資安悍將+專案 )，則續保年度之追溯日同首年度投保之追溯日。

四、本專案投保所需文件

資訊安全防護保險要保書。
資訊安全防護保險「資安悍將+」專案事實陳述聲明書。

五、除外行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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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掃描
QR Code 
上網了解詳情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參考案例

專案商品 Q&A

某公司電腦系統遭駭客攻擊盜取 2萬筆個人資料，並被駭客威脅勒索 1比特
(Bitcoin)，台幣約 25萬元，之後更遭到 50名受害者提起團體訴訟。該公司
因此產生：

1.本專案是否有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 
本專案並無自動續約條款，每年進行續保作業時，需重新確認承保條件與續保保費，以維護保戶權益。

2.如欲投保本專案，營業收入金額如何認定 ?
請以最近一年之會計年度的營業收入金額作為投保依據。如果是成立未滿一年之企業，請自行預估一年之營業收入。

3.營業額有異動時，是否要通知保險公司 ?
請於續保時告知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需重新確認承保條件與續保保費，以維護保戶權益。

4.企業的海外據點是否納入承保範圍 ?
如果沒有在美國或加拿大從事業務或有客戶之企業，台灣母公司完成投保，海外子公司保障自動納入。

5.診所是否適用本專案 ?
診所可以適用本專案，但儲存於電腦、系統、硬碟或隨身碟等裝置及傳輸中之個人或敏感資料需有加密處理並

且雙重驗證處理遠端存取。

6.承上題，舉例說明什麼是雙重驗證 ?
例如 : 存取遠端的電子個人或敏感資料的時候，操作者要輸入帳號密碼以及存取系統發送的驗證碼。

7.如果公司電腦在投保前被植入病毒導致個資外洩，保單是否可以理賠個資外洩的損失 ?
本專案針對發生於追溯日後之洩漏隱私、洩漏機密、網路勒索威脅、或不當行為，而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通知

保險公司之損失負賠償責任。因此，若為投保前公司電腦已遭植入病毒，而發生個資外洩損失，則不為資安悍

將 +專案之承保範圍。

8.承上題，何謂追溯日 ?
1.係指自本保險單保單生效日。
2.要保人持續無間斷投保本保險單 (限資安悍將 +專案 )，則續保年度之追溯日同首年度投保之追溯日。

9.保戶於過去五年內曾有損失、索賠紀錄或被政府監理或是調查過者，是否可以投保 ?
保戶投保本專案時，於過去五年內曾有損失、索賠紀錄或是被政府監理、調查過者，無法投保本專案。

10.請問如何辦理理賠 ?
請撥打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9-888 通知出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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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要保書 
保 險 單 號 碼  

保單 
收據 

正本：    副本： 
正本：    副本： 

被 保 險 人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核准設立日期或出生年月日 

 

要 保 人 
□同被保險人(可免填要保人相關欄位)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核准設立日期或出生年月日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  

業 務 種 類  營 業 收 入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中午 12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中午 12 時止 

自 負 額 
NTD50,000(一般行業) 
NTD100,000(保險經紀人/代理人、旅行社或健康照
護或醫療提供者) 

追 溯 日 保單生效日  

代號 承 保 項 目 
保  險  金  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洩漏隱私及機密保障  

NTD5,000,000 NTD10,000,000 NTD15,000,000 

 網路安全保障  

 媒體責任保障 

 鑑識費用 

 資料辨識及保存費用  

 法律諮詢費用 

 通知費用 

 第三方賠償諮詢費用 

 損失理算費用 

 網路勒索保障 

 緊急費用 

 復原費用 

 駭客竊盜保障 NTD750,000 NTD750,000 NTD750,000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責任限額 NTD5,000,000 NTD10,000,000 NTD15,000,000 

保       險      費  本保險契約適
用附加條款 

過去行為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刪除特定承保事項附加條款 

說事 
明項 

1. 同一保險標的是否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否  □是，請詳述其保險種類、保險單號碼、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 
                                                                                                                               
2. 遇有事故發生時應立即通知保險公司並盡力避免損失之擴大。 

注 

意 

及 

聲 

明 

事 

項 

1. 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2.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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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保人茲特聲明：(1)本要保書所填各項,均屬詳實無訛,絕無隱匿或偽報情事,足為與  貴公司訂立保險契約之基礎,要保人並願接受
該保險契約各項條款及規定之約束。(2)本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另依「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
義務內容」，本人已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3)本人知悉 貴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相關規定，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4)本人知悉「以外幣收付之財產保
險業務匯率風險說明書」中所述之匯率風險及相關內容。(台幣收付保單不適用) 

要保人簽章： 

年    月    日 

富邦專用欄位 彰化銀行專用欄位 保險代理人 
/經紀人簽署 

核 定 核 保 承 辦 業務員姓名(正楷/親簽) 業務員登錄證字號 聯絡電話及分機 

 

      

再 保 富 邦 服 務 經 辦 填 寫 收件日期: 分行代號/名稱: 

 

簽名 經辦代號 
 
分機 

  

 

 

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總公司：106台北巿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37號   免費服務電話：0800-009-888 
要保書文號：108.03.12富保業字第 1080000512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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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37號 

電話：(02) 6636-7890 

免費申訴電話：0800-009-888 

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資安悍將+」專案事實陳述聲明書 
為了投保此保險，您必須確認以下事實是正確的。我們將依據您或您的代理人所提供的所有事實及資

訊來制定此保險的條款與保費。 
您應審閱本文件並確保以下所提供之事實均屬正確、完整。如果您所提供之事實或資訊有不正確並且

需要更改、修正時，您必須在本保險契約生效前通知本公司。 
保險期間內，如您先前所提供之資訊有所變更(不包含 a及 e項)，您應該通知本公司。當本公司收到變
更通知後，本公司會告知您這是否會影響您的保單。如果您未告知資訊的變更，則有可能會影響您提

出的任何索賠或可能導致您的保險失效。 

a.您最近一次完整會計年度的總收入(如果您是新成立的事業請預估收入)未高於新台幣一億元。 
b.您的商業活動未含以下業務 

1. 金融機構(包含但不限於銀行和房屋信貸互助會) ； 
2. 賭博公司或營運商； 
3. 政府部門或機構、議會、地方當局或公共機構； 
4. 健康照護或醫療提供者，但儲存於電腦、系統、硬碟或隨身碟等裝置及傳輸中之個人或
敏感資料有加密處理並且雙重驗證處理遠端存取者不在此限； 

5. 支付卡處理系統或網間連接裝置、薪資處理系統業者； 
6. 社交或專業網站或服務；交友網站或服務； 
7. 加盟授權者； 
8. 色情業的製作人、發行人、廣告商或廣播公司； 
9. 資料庫、直銷商、資料聚合或資訊中介者； 
10. 計劃生育或戒毒中心或服務、收養機構或墮胎診所； 
11. 手機應用程式、遊戲開發商或出版商； 
12. 保險公司； 
13. 業務流程外包商； 
14. 教育機構(特別是大學、學院或其他進修機構)； 

c.您並沒有在美國或加拿大從事業務或有客戶。 
d.您的公司註冊登記在台灣。 
e.您每年交易、處理或儲存之個人資料未超過 500,000筆。 
f.您加密所有用來儲存、處理或有權限進入個人數據資料的可移動電腦設備(如筆電、平板電腦、手機、
掌上電腦)與可攜帶的數據儲存媒介(如 USB、隨身碟、磁帶) 。 
g.您符合或不受支付卡行業數據安全標準的約束。 

索賠、損失和目前情況 
h.在過去五年內，您並未覺察有任何可能導致損失或索賠的事情會發生，您也沒有遭受過任何損失，也
沒有任何人對您提出過索賠。 
i.就個人資料處理方面，您從未被政府監理、遭政府機關採取措施或受行政處分，也沒有被調查或要求
提供任何訊息。 
 
 
Name of Applicant 要保人:___________  

 

 

Signed 要保人簽章: 

Date簽署日期:____________    

本專案事實陳述聲明書限用於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要保書(資安
悍將

+
專案)要保書文號：108.01.28富保業字第 1080000227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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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37號 

電話：(02) 6636-7890 

免費申訴電話：0800-009-888  
 

Statement of fact for Guardian Project+ of富邦產物資訊安全防護保險 
By accepting this insurance you confirm that the facts stated below are true. We have relied on these facts 
and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or anyone on your behalf provided, in agreeing to provide this insurance and 
in setting the terms and premium.  
You must read this document to ensure that all the facts stated below are accurate and complete. If any of 
the facts stated below or any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us is not correct to needs to be changed, you 
must tell u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If there are changes to this information (except ‘a’ and ‘e’, exceeding the estimated threshol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you must tell us. When we are notified of a change we will tell you if this affects your 
policy. If you do not inform us about a change it may affect any claim you make or could result in your 
insurance being invalid. 

a. Your gross income for the last completed financial year (or your estimate for the current year if you are a 
new business) did not (or will not for a new business) exceed TWD100,000,000. 
b. Your business activities do not include any of the following: 

1.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anks and buildings societies); 
2. Gambling company or operator; 
3.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gency, council, local authority or public body; 
4. Healthcare or medical provider unless all personal and sensitive information at-rest and in-transit is 

encrypted, and all remote access is at least two factor authenticated; 
5. Payment card processor or gateway, payroll processor; 
6. Social or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site or service; dating site or service; 
7. Franchisor; 
8. Producer, distributor, advertiser or broadcaster of pornography; 
9. Data warehouse, direct marketer, data aggregator or information broker; 
10. Family planning or substance abuse centre or service, adoption agency or abortion clinic; 
11. Mobile application or video game developer or publisher; 
12. Insurer; 
13.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er; 
14.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 (specifically universities, colleges or other institutions of further learning). 

c. You do not conduct any business or have cl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Canada. 
d. You are domiciled in Taiwan. 
e. You transact, process or store no more than 500,000 records containing personal data annually. 
f. You encrypt all mobile computing devices (for example laptops, tablets, mobile telephones, PDAs) and 
portable data storage media (for example USB sticks, flash drive, magnetic tapes) which store, process or have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g. You are either compliant with, or not subject to, the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s 
(PCI/DSS). 

Claims, losses and circumstances 
h. You are not aware of any matter that is reasonably likely to give rise to any loss or claim, nor have you 
suffered any loss, nor has any claim been made against you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 No regulatory, governmental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has been brought against you, nor have any 
investigation or information request concerning any handling of person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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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銀行-繳款方式(108.03) 

 
 
繳款方式※經辦人員臨櫃繳費僅限本年度保單，自動續約繳費方式變更請洽各單位作業科。 

現金繳款 

銀行：彰化銀行 建國分行 帳號：5289-01-00320-7-00 戶名：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繳款 

信 用 卡 別 □VISA □MASTER □JCB □AE □聯合信用卡 發卡銀行： 

持 卡 人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持卡人身分證號碼： 

信 用 卡 卡 號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20       年       月止 

持 卡 人 電 話 日間：           行動： 

與要保人關係 □本人     □公司負責人 

持卡人已詳閱下列注意事項，對簽帳單內容均已充分瞭解，並簽名如下以示同意： 
(1)持卡人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上開簽帳金額予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並保證所填資料均詳實無訛。 
(2)為確保交易安全，持卡人同意本公司得就上述資料，向發卡行進行照會，如有冒用他信用卡或其他個人資料而為交易者，經查獲必究。 
(3)扣款交易若未獲發卡機構核准，則本簽帳單自動失效，本公司得再行收費。 
(4)持卡人同意本項交易日後若有退費，將退給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5)持卡人應依與發卡機構間約定之期限或金額繳款，否則會發生循環利息及相關費用。 
(6)持卡人聲明完全知悉與要保人關係，並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上開簽帳內容予本公司，簽名以示同意。 

*持卡人簽名：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樣式相同) 

富邦產險【要/被保險人投保須知】 

※ 本投保須知同步公告於富邦產險網站富邦產險客戶投保須知重要內容說明專區，歡迎要/被保險人上網瀏覽。

一、投保時，業務員應主動出示登錄證、告知其授權範圍及逐項說明本投保須知內容予要保人知悉；如未
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二、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三、貴客戶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 

（一）權利行使 
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並致生損害時，應依保險法相關法令與投保商品契約條款之約定與程序
通知及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二)契約變更 
1.保險契約之一切通知除經雙方同意得以其他方式為之者外，雙方當事人均應以書面送達對方最
後所留之住址。 

         2.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雙方同意且經本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3.保險契約條款有停效約定者，本公司於契約停效期間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三）契約解除及終止 
1.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2.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通知而終止之，自終止之書面送達保險人之翌日起，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另契約若約定須經抵押權人同意始得變更或終止保險者，從其約定。 

四、本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 
本公司依據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各項保險費率收取保險費，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相關法令、契約
條款之約定及承保之責任，向請求權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負賠償之義務。 

五、本公司各類保險商品之重要內容，皆已登載於保單條款並以紅色或顯著字體列印，  貴客戶可向本公
司索取條款審閱，或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fubon.com/富邦產險/公開資訊/保險商品)進行瀏覽。 

六、貴客戶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貴客戶除繳交保險費外，無需繳
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 

七、本公司保險商品悉依保險法令相關規定辦理，並依法受有財產/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八、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對於保險契約發生爭議時，得以書面或電話向本公司要求解釋或申訴，或依法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訴。 
本公司免費客戶服務專線 0800-009-888。 

※詳細個人資料告知事項請上產險官網查詢：
https://www.fubon.com/insurance/hom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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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求及其適合度分析評估暨招攬人員報告書(財產保險) 

                                                                                                                                               
     註一：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或是其合夥人或受僱人。軍火商、不動產經紀人。當鋪業、融資從業人員。寶石及貴金 
           屬交易商。藝術品/骨董交易商、拍賣公司。基金會、協會/寺廟、教會從業人員。博弈產業/公司。匯款公司、外  
           幣兌換所。外交人員、大使館、辦事處。虛擬貨幣的發行者或交易商。 
     註二：專業客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之專業投資機構：國內外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不 
              包括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基金管理公司及政府投資機構；國內外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 
              共同基金、單位信託及金融服務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信託業法經理之基金或接受金融消 
              費者委任交付或信託移轉之委託投資資產；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機構。 
           (2)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法人，其接受財產保險業者提供保險商品或服務時最近一期之財務報告總資產達新臺幣五   
              千萬元以上。 

一、保費來源： 
1.請問本次投保的保費來源為：□薪資收入或公司紅利□投資收入□儲蓄□退休金□財產繼承□貸款
□保險單借款□解約金□定存解約免打折□其他______ 

2.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實際繳交保險費之利害關係人是否於投保前三個月內有辦理貸款或保險單借款
或定存解約免打折或解約金之情形?   …………………………………………………………□是□否 

3.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投保其他商業保險? ……………………………………………………□是□否 

二、客戶屬性（請逐一確認） 
1. 招攬人員已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資料…………………………………………………□ 
2. 招攬人員已瞭解要保人之投保條件、投保目的及需求程度，並交由核保人員進行相關核保程序□ 
3. 招攬人員已使客戶瞭解所交保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 
4. 招攬人員已使客戶瞭解其投保之險種、保額與保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相當…………………□ 
5. 招攬人員已瞭解客戶對於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購買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商品適用)…………□ 

三、要保人之需求與投保目的（請選擇勾選） 
1. 為個（法）人之財產及利益作風險規劃………………………………………………………………□ 
2. 為個（法）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作風險規劃………………………………………………………□ 
3. 為個（法）人或團體所屬員工可能承受之傷害作風險規劃…………………………………………□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業務報告（請逐一確認） 
1.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對於本保險契約（含附加條款或附加保險）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式……………………………………………………………………………………………□ 

2.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承保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之（含附加條款或附加保險）權利、義務及 
責任………………………………………………………………………………………………………□ 

3.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其應負擔之保險費以及毋須負擔違約金及其他費用……………………□ 
4.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本保險依法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5. 招攬人員已向要保人說明承保公司因本商品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 
6. 招攬人員已提供「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告知書(財產保險)予客戶並告知其個人資料使用之相關權益。」…………………………………□ 

招攬分行：                           招攬人員：       簽章        

  保險代理人簽署人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報告書之部分問項係依洗錢防制法相關法令執行確認客戶身分措施，故請招攬人員於建立業務關係時向客戶妥為說明。 

  

要保人：_________________ 
國籍：□本國籍□外國籍  
職業：□一般職業□註一所列職業 
法人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 
法人註冊地：□本國□外國：________ 
（如為外國請填寫國別） 
投保險種：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屬性：□非專業客戶□專業客戶(詳註二) 

被保險人：_________________ □同要保人 
國籍：□本國籍□外國籍  
職業：□一般職業□註一所列職業 
法人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 
法人註冊地：□本國□外國：________ 
（如為外國請填寫國別）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關係：__________ 
客戶屬性：□非專業客戶□專業客戶(詳註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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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二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財產保險) 
 

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代理之保險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第1項（如為間接蒐集之
個人資料則為第9條第1項）規定，向  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臺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保險代理人業務 
（二）財產保險 
（三）人身保險 
（四）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五）行銷(包含合作推廣保險業務) 
（六）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七）金融爭議處理 
（八）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 
（九）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十）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管理之事務 
（十一）消費者保護 
（十二）資通安全與管理 
（十三）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十四）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美國稅籍編號、

國籍、出生地、住居所、健康檢查、醫療、病歷、指紋或聲紋(聲音)等其他生物識別特徵
等，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或文件內容，並以本公司與  臺端往來及自  臺端或第三人處所
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個人資料之來源：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 
（二）司法警憲機關、委託協助處理理賠之公證人或機構 
（三）臺端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四）各醫療院所 
（五）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等關係、或於本公司各項業務內所

委託往來之第三人。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 
（一）期間：因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執行業務所必須、依法令規定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

存所定之保存年限。 
（二）對象：本公司、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及子公司、本公司所代理之保險公司、中華民國產

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

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

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

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關貿網路

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健康保險局、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合作推廣或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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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往來之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國內外有權機關(例如：金融監理機關或
稅務機關等)及  臺端所同意之對象(例如：本公司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
料之公司、與本公司合作推廣業務之公司等)。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子文

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 
五、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  臺端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所代理之保險公司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
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除有個資法第10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公司依個資法第14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本公司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11條第

4項規定，臺端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四）依個資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
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依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公
司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
業務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3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  臺端可致電
02-2521-4879向本公司客服人員詢問。 

七、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  臺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
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作業，因此將婉謝、延遲或無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 

八、本公司利用  臺端個人資料進行行銷時，  臺端得向本公司表示拒絕接受行銷。 
九、經本公司向  臺端告知上開事項後，  臺端已明確知悉本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個
人資料之相關內容無誤。 

 
 
受告知人: 
要    保    人:________________        被  保  險  人: _______________ (□同要保人) 
 
法定代理人/輔助人: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輔助人:______________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法定代理人/輔助人為同一人者，只須簽名一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公司履行上開告知義務，不限書面或取得當事人簽名，縱無簽署亦不影響告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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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財產保險) 

 
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涉及  臺端的隱私權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代理之保險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第1項（如為間接蒐集之
個人資料則為第9條第1項）規定，向  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臺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保險代理人業務 
（二）財產保險 
（三）人身保險 
（四）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五）行銷(包含合作推廣保險業務) 
（六）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七）金融爭議處理 
（八）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 
（九）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十）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管理之事務 
（十一）消費者保護 
（十二）資通安全與管理 
（十三）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十四）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美國稅籍編號、

國籍、出生地、住居所、健康檢查、醫療、病歷、指紋或聲紋(聲音)等其他生物識別特徵
等，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或文件內容，並以本公司與  臺端往來及自  臺端或第三人處所
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個人資料之來源：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 
（二）司法警憲機關、委託協助處理理賠之公證人或機構 
（三）臺端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四）各醫療院所 
（五）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等關係、或於本公司各項業務內所

委託往來之第三人。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 
（一）期間：因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執行業務所必須、依法令規定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

存所定之保存年限。 
（二）對象：本公司、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及子公司、本公司所代理之保險公司、中華民國產

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

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

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

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關貿網路

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健康保險局、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合作推廣或有業

第
二
聯 

 

客
戶
收
執
聯 

第11頁，共12頁



 

108.01版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務往來之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國內外有權機關(例如：金融監理機關或
稅務機關等)及  臺端所同意之對象(例如：本公司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客戶資
料之公司、與本公司合作推廣業務之公司等)。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子文

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 
五、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  臺端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所代理之保險公司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
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除有個資法第10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

本，惟本公司依個資法第14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臺端應適當釋明其原

因及事實。 
（三）本公司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11條第

4項規定，臺端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四）依個資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
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依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公
司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臺端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
業務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3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  臺端可致電
02-2521-4879向本公司客服人員詢問。 

七、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  臺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作業，因此將

婉謝、延遲或無法提供  臺端相關服務。 
八、本公司利用  臺端個人資料進行行銷時，  臺端得向本公司表示拒絕接受行銷。 
九、經本公司向  臺端告知上開事項後，  臺端已明確知悉本公司蒐集、處理或利用  臺端個
人資料之相關內容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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