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髮族保險規劃

─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

7

學習重點

當研讀完本章後，將有助於您瞭解：
一、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之種類
二、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保單重要條款
三、長照 2.0 與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之差異



案　例

重病斷生計，需要長期照顧保險

阿強是一位職業退伍軍人，身體強壯很少生病，不認為風險跟

意外會降臨在自己身上，所以對於保險規劃向來並不重視，而後佳

玲業務員多次說服阿強投保長期照顧險，投保 2年後，阿強突然中

風，且很快的有第二次中風，甚至癱瘓，全家人頓時陷入愁雲慘霧

中。

幸運的，阿強過去買的長期照顧保險可以啟動理賠，透過佳玲

業務員的協助，順利獲得理賠，保險公司除了一次保險金的給付之

外，另外還有分期保險金的給付。也因為有了這些理賠金，可以支

付各種治療項目及長期照顧費用，才能讓阿強有更好的醫療照顧與

品質，也讓家庭的經濟與生活沒有因此而被拖累。

長期照顧的過程很艱辛，尤其要到醫院定期的做復健治療，是

一段漫長的歷程，幸好孩子們都已經長大了，已經卸下撫養孩子的

重責大任，雖經濟上已無重擔，但醫療費用及照顧費用持續的支

出，仍是很大的壓力，阿強的太太很感謝當時佳玲業務員幫先生做

的保險規劃。

保險就是「未雨綢繆」的觀念，幫助我們在面對任何疾病或意

外來臨時，能有最強而有力的依靠，度過難關。

- 148 -

銀髮保險理財樂活規劃



第一節　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之種類

臺灣首張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商品，是新光人壽於 1995年推出的
長期看護保險商品，因應當時政府正在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長
期照顧保險法》，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5年 3月 26日發
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壽險公會），於 2015年 7月 1日
起實施「長期照顧保險單示範條款」。換言之，過去壽險業所推出的
「長期看護保險商品」正式名稱改為「長期照顧保險商品」，為了區別
政府所擬訂的政策性《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本書有關壽險業所推出
的長期照顧保險則稱為「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目前實務上，壽險業
所推出的商業性長期照顧保險的商品，可分為「商業長期照顧保險」、
「類長照保險」及「失能扶助保險」，俗稱「長照三寶」，以下針對這
三類保險作一詳細介紹。

一、商業長期照顧保險（Commerci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係指被保險人須達到「長期照顧狀態」，亦即被
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符合下列之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障礙
情形之一者，由保險人給付長期照顧保險金：

( 一 )	 生理功能障礙

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依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或依其他
臨床專業評量表診斷判定達約定月數以上（不得高於 6個月），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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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移位、如廁、沐浴、平地行動及更衣等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持續存有三項（含）以上之障礙。
但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前述生理功能障礙為終身無法治癒者，不受約定
月數之限制。

前述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s）存有障礙之定義如下：
1. 進食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取用食物或穿脫進食輔具。
2. 移位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由床移位至椅子或輪椅。
3. 如廁障礙：如廁過程中須別人協助才能保持平衡、整理衣物
或使用衛生紙。

4. 沐浴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完成盆浴或淋浴。
5. 平地行動障礙：雖經別人扶持或使用輔具亦無法行動，且須
別人協助才能操作輪椅或電動輪椅。

6. 更衣障礙：須別人完全協助才能完成穿脫衣褲鞋襪（含義
肢、支架）。

( 二 )	 認知功能障礙

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達約定月數以上（不得高於 6個
月），仍為持續失智狀態（係指按「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
第 10 版（ICD-10-CM），如附表一所列之項目，且依臨床失智量表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評估達中度（含）以上，即 CDR大
於或等於 2分，非各分項總和）者。但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前述認知功
能障礙為終身無法治癒者，不受約定月數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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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長照保險（重大特定傷病保險）

除了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之外，另一種常被壽險業稱為「類長照保
險」的「特定傷病保險」，類長照保險係以疾病定義為出發之商品，對
壽險業業務人員及保戶較為有感。由於所列舉的疾病大多會包含阿茲海
默症、帕金森氏症、重度類風濕性關節炎、腦中風、運動神經元等可能
引發失能、失智狀態之疾病，故乃為「類長照保險」名稱之由來。此種
商品之優點是疾病定義明確，不像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之理賠重點在於失
能、失智的判定，缺點則是無法全面涵蓋各種長照的狀態。

此外，此類商品多為一次給付 ，相較於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之長年
分期給付而言，沒辦法達到當保戶無法自理時，能獲得保險給付的效
果，同時，亦無法達成照顧生活之目的。而且壽險公司銷售類長照保險
時，常會讓消費者誤以為罹患特定傷病即可獲得長照理賠，但實際上商
業長期照顧保險必須符合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障礙才可以理賠，同
時，每年都要重新檢測，理賠也較為複雜。

三、失能扶助保險

過去稱為「殘廢扶助保險」，為尊重身心障礙者，於 2018年 6月
國內《保險法》已通過將「殘廢」用語更名為「失能」，因此，「殘廢
扶助保險」更名為「失能扶助保險」。

失能扶助保險係指不論是因疾病或意外，導致被保險人出現失能等
級表，如附表二所列 1～ 11級 80項的任一狀況，即可獲得一筆失能
保險金（按保險金額 100％～ 5％給付），以及定期給付失能扶助保險
金。例如雙目失明給付 1級失能保險金（給付比例 100％）及定期給付
失能扶助保險金；若造成一目失明者，則給付 7級失能保險金（給付比
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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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業長期照顧保險、類長照保險及失能扶助保險之比較

就目標族群而言，商業長期照顧保險著重在中老年族群或擔心老化
可能需要長照之群眾；類長照保險較適合於家族曾罹患重大疾病或有遺
傳史的民眾；失能扶助保險則以青壯族或從事意外事故風險較高行業之
民眾。就商品定位而言，商業長期照顧保險較著重於轉嫁重度失能與失
智風險；類長照保險以轉嫁特定傷病風險為主；失能扶助保險則以轉嫁
中重度失能風險為訴求重點。就理賠認定而言，商業長期照顧保險與類
長照保險較為接近，惟商業長期照顧保險必須符合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
功能障礙等二種「長期照顧狀態」情形之一者，才可以獲得保險理賠；
類長照保險係以一次性或分期給付的特定傷病保險，其疾病定義明確，
有別於商業長期照顧保險在理賠判定上會有模糊空間，故二者在理賠判
斷標準上有所不同，但商業長期照顧保險較能確實符合長照需求者之需
求，至於失能扶助保險，則限定於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之失能。此三
種保險之比較，詳見於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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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商業長期照顧保險、類長照保險與失能扶助保險比較
保險
總類 商業長期照顧保險 類長照保險

（重大特定傷病保險） 失能扶助保險

目標 
族群

中老年族／擔心因老化可
能需要長照之民眾

家族曾罹患重大疾病或有
遺傳史之民眾

青壯族／從事意外事故風
險較高行業之民眾

商品 
定位 轉嫁重度失能／失智風險 轉嫁特定傷病風險 轉嫁中重度失能風險

理賠
認定

生理功能障礙：
依巴氏量表或其他臨床專
業評量表，6 項中存有 3
項（含）以上之障礙：進
食、移位、如廁、沐浴、
平地行動及更衣

認知功能障礙：
依「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
分類標準」第 10版（ICD-
10-CM，如附表 1所列項
目），且依臨床失智量表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 CDR）評估中度（
含）以上（即 CDR 大於
或等於 2分，非各分項總
和）者

須符合保單條款的特定傷
病項目及定義（保障範圍
最受限）

因疾病或意外導致 1 ～
11 級失能狀態，以失能
等級表作為理賠基礎

保險費 最高／具壽險保障，保費
較高 低～中 低～中

優勢 理賠範圍較廣，符合需求 疾病定義明確 失能等級易於判定

劣勢 判定方式較複雜；癌症等
重病需照料亦不在理賠內 老化時失能即不在保障內 失能與長照需求之關聯性

不大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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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商業長期照顧保險保單重要條款

茲就「商業長期照顧保險」的內容，除了「長期照顧狀態」之定義
已於第一節說明之外，擇其重要條款說明如下：

一、名詞定義

(一 ) 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或復效日（含）起所發
生之疾病。

(二 ) 傷害：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
故，因而蒙受之傷害。

(三 ) 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四 ) 醫院：係指依照《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

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醫療法人醫院。
(五 ) 醫師：係指領有醫師證書，合法執業者。
(六 ) 專科醫師：係指經醫師考試及格並完成專科醫師訓練，且經

衛生福利部甄審合格，領有復健科、神經科、精神科或主要
疾病相關科別之專科醫師證書者之執業醫師。

(七 ) 診斷確定日：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符合「長期
照顧狀態」之日期。

(八 ) 免責期間：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為「長期照顧
狀態」之日起算，且持續符合「長期照顧狀態」達 90日之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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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傷害、體質衰弱或認知障
礙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長期照顧狀態」，保險公司依本契約
約定給付保險金。

三、給付項目

( 一 )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長
期照顧狀態」者，保險公司按診斷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倍數，給付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且契約有效期間內以給付一次為限。

( 二 )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長
期照顧狀態」者，保險公司按診斷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倍數，給付
第一期「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並於診斷確定日後每屆滿一定期間
（不得高於一年）之日，且被保險人仍生存並持續符合「長期照顧狀
態」時，按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倍數，給付第二期（含）以後之「長期照
顧分期保險金」。被保險人身故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三 )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給付之暫停

保險公司給付之「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
險公司將暫停該期及嗣後「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之給付：

1. 被保險人「長期照顧狀態」已消滅。
2. 受益人未依約定檢齊相關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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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長期照顧狀態」已消
滅之情形，若被保險人嗣後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再符合「長
期照顧狀態」約定之給付條件時，保險公司仍依約定給付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4. 因暫停給付「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者，於受益人補齊相關
申請文件後，保險公司就暫停給付期間內被保險人符合「長
期照顧狀態」而未給付之分期保險金部分，應於補齊文件後 5

日內補足之。

四、給付金之申請

受益人申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 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 ) 最近 1個月內醫院所開具符合約定之「長期照顧狀態」的診

斷證明書及相關專科醫師開具之巴氏量表、臨床失智量表或
其他臨床專業評量表。（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
得為被保險人出具診斷證明書或相關的診斷評量表。）

(三 ) 長期照顧狀態之相關病歷摘要。
(四 ) 保險金申請書。

五、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長期照顧狀態」者，保險公司不負給
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的責任。

(一 ) 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 ) 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 ) 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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