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定附加費用率 

更新日期：111年 10月 01日 

 

採個別商品揭露最高與最低之費用率。包含個人集體投保彙繳保件、高保額保件之計算方式或原

則，並得以投保年齡組距方式揭露。 

 

一、「個人集體投保彙繳保件」及「高保額保件」相關規定，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3.9.29

金管保二字第 09302520131號令之規定辦理。 

  (一) 個人壽險集體投保彙繳保件 

1. 個人人壽保險集體投保彙繳保件，係指集合同一團體內所屬員工或成員及其家屬五人

以上，經契約當事人同意，採用同一收費地址或同一金融機構繳費或同一繳費管道之個

人保件。上揭團體係指：  

           (1)有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2)依法成立之合作社、協會、職業工會、聯合團體、或聯盟所組成之團體。 

           (3)債權、債務人團體。 

           (4)依規定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依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參加退休金計畫之團體。 

           (5)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所組成之團體。 

           (6)凡非以上所列而具有法人資格或依法設立登記有案之團體。 

2. 集體彙繳保費計算公式為 𝐺𝑛 𝑃′𝑥 = (1 −保費折扣%) × 𝐺𝑛 𝑃𝑥 

3. 集體彙繳保件之附加費用率 xn L' =
xn

xnxn

GP

NPGP −
'

   

其中 xn NP 為純保費， xn GP 為總保費，x 為投保年齡，n為繳費年期 

 

  (二) 高保額保件 

1. 高保額保件費率計算公式： 𝐺𝑛 𝑃𝑥
′ = (1 −保費折扣%) × 𝐺𝑛 𝑃𝑥 

2. 高保額保件之附加費用率 xn L'

= xn

xnxn

GP

NPGP −
'

   

其中 xn NP
為純保費， xn GP

為總保費，x 為投保年齡，n為繳費年期 

商品名稱 高淨危險保額之保險費用率折扣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無折扣。 



 

二、商品附加費用率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1. 淨危險保額＜新臺幣一千萬元：無折扣。 

2. 淨危險保額≧新臺幣一千萬元： 

保險費年度 1 2 

折扣 最高 2％  最高 2％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大眾運輸傷害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二至六級失能
豁免保險費附加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生命尊嚴提前
給付保險金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大眾運輸傷害
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高福康定期壽
險 

6、10、15、20、30 
本商品 

代表年齡 

20歲 35歲 65歲 

11.34% 

~39.93 % 

17.93% 

~37.93% 

13.72% 

~29.64% 

18.01% 

~30.17% 
 

安達人壽重大燒燙傷附
加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二至六級失能
豁免保險費健康保險附
約 

1 無。 

安達人壽一至六級失能
扶助保險金健康保險附
加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傷害保險附加
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
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萬(不含) 3.0% 

大於 200萬(含)，小於 1,000萬(不含) 2.5% 

大於 1,000萬(含)，小於 2,000萬(不含) 2.0% 

大於 2,000萬(含) 1.5%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
費用。 
約定

外幣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 費用率 

美元 

小於 6.65萬(不含) 3.0% 

大於 6.65萬(含)，小於 33.35萬(不含) 2.5% 

大於 33.35萬(含)，小於 66.65萬(不含) 2.0% 

大於 66.65萬(含) 1.5% 

日圓 

小於 570萬(不含) 3.0% 

大於 570萬(含)，小於 2,855萬(不含) 2.5% 

大於 2,855萬(含)，小於 5,715萬(不含) 2.0% 

大於 5,715萬(含) 1.5% 

歐元 

小於 5萬(不含) 3.0% 

大於 5萬(含)，小於 25萬(不含) 2.5% 

大於 25萬(含)，小於 50萬(不含) 2.0% 

大於 50萬(含) 1.5% 

港幣 

小於 50萬(不含) 3.0% 

大於 50萬(含)，小於 250萬(不含) 2.5% 

大於 250萬(含)，小於 500萬(不含) 2.0% 

大於 500萬(含) 1.5% 

澳幣 

小於 7.15萬(不含) 3.0% 

大於 7.15萬(含)，小於 35.7萬(不含) 2.5% 

大於 35.7萬(含)，小於 71.45萬(不含) 2.0% 

大於 71.45萬(含) 1.5%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英鎊 

小於 4.15萬(不含) 3.0% 

大於 4.15萬(含)，小於 20.85萬(不含) 2.5% 

大於 20.85萬(含)，小於 41.65萬(不含) 2.0% 

大於 41.65萬(含) 1.5% 

瑞士

法郎 

小於 6.65萬(不含) 3.0% 

大於 6.65萬(含)，小於 33.35萬(不含) 2.5% 

大於 33.35萬(含)，小於 66.65萬(不含) 2.0% 

大於 66.65萬(含) 1.5% 

人民

幣 

小於 40萬(不含) 3.0% 

大於 40萬(含)，小於 200萬(不含) 2.5% 

大於 200萬(含)，小於 400萬(不含) 2.0% 

大於 400萬(含) 1.5% 

南非

幣 

小於 66.5萬(不含) 3.0% 

大於 66.5萬(含)，小於 333.5萬(不含) 2.5% 

大於 333.5萬(含)，小於 666.5萬(不含) 2.0% 

大於 666.5萬(含) 1.5%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交易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紀
律投資法批註條款 

依主契約之保險型態區分
如下： 

(一) 主契約為變額萬能壽
險：要保人於保險期
間皆可採彈性繳交
保險費。 

(二) 主契約為變額年金保
險：要保人於年金累
積期間皆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最佳醫靠一年
期住院醫療日額健康保
險附約 

1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歲 35歲 65歲 

12.2% 

~15.0% 

12.4% 

~15.0% 

12.4% 

~15.0% 

12.4% 

~15.0% 
 

安達人壽保平安一年期
多倍型意外傷害保險附
約 

1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歲 35歲 65歲 

24%~27% 24%~27% 24%~27% 24%~27%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
民幣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指
定投資標的扣費順序批
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安家 360 一年
期一至六級失能扶助保
險金健康保險附約 

1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歲 35歲 65歲 

1%~27% 24%~27% 25%~27% 25%~27% 
 

安達人壽全心照護一年
期失能保險附約 

1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歲 35歲 65歲 

10%~27% 25%~27% 25%~27% 25%~27% 
 

安達人壽陽光天使重大
燒燙傷傷害保險附約 

1 
本商品 

代表年齡 

15歲 35歲 65歲 

24.99% 

~27.00% 

24.99% 

~27.00% 

24.99% 

~27.00% 

24.99% 

~27.00%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200萬(不含) 3.00% 

大於200萬(含)，小於500萬(不含) 2.75% 

大於500萬(含)，小於800萬(不含) 2.50% 

大於800萬(含)，小於1,200萬(不含) 2.25% 

大於1,200萬(含)，小於2,000萬(不含) 2.00% 

大於2,000萬(含)，小於3,000萬(不含) 1.75% 

大於3,000萬(含) 1.50%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 
費用率 

美元 歐元 澳幣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險費。 小於6.65萬

(不含) 

小於5.00萬(不

含) 

小於6.65

萬(不含) 
3.00% 

大於6.65萬

(含)， 

小於16.65萬

(不含) 

大於5.00萬

(含)， 

小於12.50萬

(不含) 

大於6.65

萬(含)， 

小於16.65

萬(不含) 

2.75% 

大於16.65萬

(含)， 

小於26.65萬

(不含) 

大於12.50萬

(含)， 

小於20.00萬

(不含) 

大於16.65

萬(含)， 

小於26.65

萬(不含) 

2.50% 

大於26.65萬

(含)， 

小於40.00萬

(不含) 

大於20.00萬

(含)， 

小於30.00萬

(不含) 

大於26.65

萬(含)， 

小於40.00

萬(不含) 

2.25% 

大於40.00萬

(含)， 

小於66.65萬

(不含) 

大於30.00萬

(含)， 

小於50.00萬

(不含) 

大於40.00

萬(含)， 

小於66.65

萬(不含) 

2.00% 

大於66.65萬

(含)， 

小於100.00萬

(不含) 

大於50.00萬

(含)， 

小於75.00萬

(不含) 

大於66.65

萬(含)， 

小於

100.00萬

(不含) 

1.75% 

大於100.00萬

(含) 

大於75.00萬

(含) 

大於

100.00萬

(含) 

1.50%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200萬(不含) 3.00% 

大於200萬(含)，小於500萬(不含) 2.75% 

大於500萬(含)，小於800萬(不含) 2.50% 

大於800萬(含)，小於1,200萬(不含) 2.25% 

大於1,200萬(含)，小於2,000萬(不含) 2.00% 

大於2,000萬(含)，小於3,000萬(不含) 1.75% 

大於3,000萬(含) 1.50%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 
費用率 

美元 歐元 澳幣 

小於6.65萬

(不含) 

小於5.00萬

(不含) 

小於6.65萬

(不含) 
3.00% 

大於6.65萬

(含)， 

小於16.65萬

(不含) 

大於5.00萬

(含)， 

小於12.50萬

(不含) 

大於6.65萬

(含)， 

小於16.65萬

(不含) 

2.75% 

大於16.65萬

(含)， 

小於26.65萬

(不含) 

大於12.50萬

(含)， 

小於20.00萬

(不含) 

大於16.65萬

(含)， 

小於26.65萬

(不含) 

2.50% 

大於26.65萬

(含)， 

小於40.00萬

(不含) 

大於20.00萬

(含)， 

小於30.00萬

(不含) 

大於26.65萬

(含)， 

小於40.00萬

(不含) 

2.25% 

大於40.00萬

(含)， 

小於66.65萬

(不含) 

大於30.00萬

(含)， 

小於50.00萬

(不含) 

大於40.00萬

(含)， 

小於66.65萬

(不含) 

2.00% 

大於66.65萬

(含)， 

小於100.00萬

(不含) 

大於50.00萬

(含)， 

小於75.00萬

(不含) 

大於66.65萬

(含)， 

小於100.00萬

(不含) 

1.75%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大於100.00萬

(含) 

大於75.00萬

(含) 

大於100.00萬

(含) 
1.50%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好
得利投資法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
式繳交分期保險費(基本
帳戶保險費、累積帳戶保
險費)及彈性繳交單筆追
加保險費。 

(1) 分期保險費(基本帳戶保險費、累積帳
戶保險費)：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為所繳保險費的
3%。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300萬(不含) 3.2% 

大於 300萬(含)，小於 900萬(不含) 3.0% 

大於 900萬(含) 2.8%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美元) 費用率 

小於 10萬(不含) 3.2% 

大於 10萬(含)，小於 30萬(不含) 3.0% 

大於 30萬(含) 2.8%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300萬(不含) 3.2% 

大於 300萬(含)，小於 900萬(不含) 3.0% 

大於 900萬(含) 2.8%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美元) 費用率 

小於 10萬(不含) 3.2% 

大於 10萬(含)，小於 30萬(不含) 3.0% 

大於 30萬(含) 2.8%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金
富貴外幣年金分期給付
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房屋貸款債權
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
及其處分權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繳
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
交超額保險費。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
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
(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60% 15% 10% 5%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
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
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為所繳保險費的 3%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為所繳保險費的 3%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聚
寶盆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聚
寶盆人民幣投資標的批
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金
美滿年金分期給付批註
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
式繳交分期保險費(基本
帳戶保險費、累積帳戶保
險費)及彈性繳交單筆追
加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外
幣年金分期給付批註條
款 

無。 無。 

安達人壽傳家保定期保
險 

躉繳 

 

分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分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82%，最低39%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82.2%，最低 48.7% 

35 最高 73.4%，最低 41.2% 

65 最高 58.3%，最低 42.5% 
 

安達人壽房屋貸款債權
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
及其處分權批註條款(A) 

無。 無。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貨
幣帳戶投資標的轉換批
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一) 

無。 無。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月繳或彈性
繳方式繳交超額保險費。 

(1) 目標保險費：0%。 

(2) 超額保險費：3%。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月繳或彈性
繳方式繳交超額保險費。 

(1) 目標保險費：0%。 

(2) 超額保險費：3%。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二)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
民幣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一)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南
非幣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
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
繳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
繳交超額保險費。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
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
(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36% 26% 16% 6% 6%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
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三)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定期提撥批註條
款 

無。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月繳或彈性繳費
等方式繳交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好築意定期保
險 

躉繳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32%，最低15%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31.8%，最低 14.7% 

35 最高 32.0%，最低 21.5% 

65 最高 32.0%，最低 24.7%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月繳或彈性
繳費等方式繳交保險費及
彈性繳交單筆追加保險
費。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200萬(不含) 3.00% 

大於200萬(含)，小於1,000萬(不含) 2.50% 

大於1,000萬(含)，小於2,000萬(不
含) 

2.00% 

大於2,000萬(含) 1.50%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約定外幣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 費用率 

美元 

小於 6.65萬(不含) 3.00% 

大於6.65萬(含)， 
小於 33.35萬(不含) 

2.50% 

大於33.35萬(含)， 
小於 66.65萬(不含) 

2.00% 

大於 66.65萬(含) 1.50% 

歐元 
 

小於 5萬(不含) 3.00% 

大於5萬(含)， 
小於 25萬(不含) 

2.50% 

大於25萬(含)， 
小於 50萬(不含) 

2.00% 

大於 50萬(含) 1.50% 

澳幣 

小於 7.15萬(不含) 3.00% 

大於7.15萬(含)， 
小於 35.7萬(不含) 

2.50% 

大於35.7萬(含)， 
小於 71.45萬(不含) 

2.00% 

大於 71.45萬(含) 1.50%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費
繳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200萬(不含) 3.00% 

大於200萬(含)，小於1,000萬(不含) 2.50% 

大於1,000萬(含)，小於2,000萬(不
含) 

2.00% 

大於2,000萬(含) 1.50%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費
繳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約定外幣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 費用率 

美元 

小於 6.65萬(不含) 3.00% 

大於6.65萬(含)， 
小於 33.35萬(不含) 

2.50% 

大於33.35萬(含)， 
小於 66.65萬(不含) 

2.00% 

大於 66.65萬(含) 1.50%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歐元 

小於 5萬(不含) 3.00% 

大於5萬(含)， 
小於 25萬(不含) 

2.50% 

大於25萬(含)， 
小於 50萬(不含) 

2.00% 

大於 50萬(含) 1.50% 

澳幣 

小於 7.15萬(不含) 3.00% 

大於7.15萬(含)， 
小於 35.7萬(不含) 

2.50% 

大於35.7萬(含)， 
小於 71.45萬(不含) 

2.00% 

大於 71.45萬(含) 1.50%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特
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
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
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年繳、
半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
式繳交分期保險費(基本
帳戶保險費、累積帳戶保
險費)及彈性繳交單筆追
加保險費。 

無。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繳
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
交超額保險費。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
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
(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50% 20% 10% 10%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
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繳
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
交超額保險費。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
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
(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50% 20% 10% 10%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
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精
選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費
繳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 

無。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費
繳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四)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
民幣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二) 

無。 無。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生命尊嚴提前
給付保險金批註條款(二) 

無。 無。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
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
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好築GO定期保
險 

躉繳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32%，最低19%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31.8%，最低 20.1% 

35 最高 31.9%，最低 22.0% 

65 最高 32.0%，最低 24.7%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安達人壽完美築意定期
保險 

躉繳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32%，最低23%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32.0%，最低 23.5% 

35 最高 32.0%，最低 23.6% 

65 最高 32.0%，最低 24.8% 
 

安達人壽好富寓定期保
險 

躉繳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32%，最低19%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31.7%，最低 19.9% 

35 最高 31.9%，最低 21.9% 

65 最高 32.0%，最低 24.7% 
 

安達人壽幸福寓守定期
保險 

躉繳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32%，最低21%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31.9%，最低 21.1% 

35 最高 31.9%，最低 23.8% 

65 最高 32.0%，最低 24.7% 
 

安達人壽築夢未來定期
保險 

躉繳 

 

期 繳 遞 減 型 ：
2/5/10/15/20/20年 

期 繳 平 準 型 ：
5/7/10/15/20/25/30年 

最高80%，最低41%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77.7%，最低 49.4% 

35 最高 77.3%，最低 42.0% 

65 最高 59.9%，最低 42.3%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
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所繳保險費的 3%，收取方式如下： 

1. 目標保險費：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生
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依所繳保險費的
3%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
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 超額保險費：一次收取。 
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
之餘額低於目標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
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
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所繳保險費的 3%，收取方式如下： 

1. 目標保險費：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生
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依所繳保險費的
3%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
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 超額保險費：一次收取。 
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
之餘額低於目標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
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為所繳保險費的 3%，收取方式如下： 

1. 保險費：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生效日、
每保單週月日依所繳保險費的 3%乘以
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
用，迄繳足為止。 

2. 單筆追加保險費：一次收取。 
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
之餘額低於第一期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
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
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為所繳保險費的 3%，收取方式如下： 

1. 保險費：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生效日、
每保單週月日依所繳保險費的 3%乘以
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
用，迄繳足為止。 

2. 單筆追加保險費：一次收取。 
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
之餘額低於第一期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
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
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指
定投資標的自動轉換批
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轉
換費用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費
用調整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申
購手續費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繳
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
交超額保險費。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
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
(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60% 15% 10% 5%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3%作
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年繳、半年
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繳
交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
交超額保險費。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
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
(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60% 15% 10% 5% 0% 



保險商品 繳費期間(年) 附加費用率(L)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3%作
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闔
家歡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無。 無。 

安達人壽歲歲平安定期
壽險 

躉繳 最高 40%，最低 31%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
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保險期間皆可繳
交保險費，可採彈性繳交
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
費。 

無。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
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皆
可繳交保險費，可採彈性
繳交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
險費。 

無。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五) 

無。 無。 

安達人壽好家在定期壽
險 

躉繳 

 

期繳遞減型： 

5/15/20年 

期繳平準型： 

5/10/20/30年 

最高32%，最低12% 

 

年齡 預定附加費用率 

20 最高 30.5%，最低 11.8% 

35 最高 31.8%，最低 23.5% 

65 最高 31.9%，最低 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