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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批註條款的申請
本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紀律投資法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件】所列
之本公司投資型保險(以下簡稱本契約)，本公司得增列【附件】所列之投資型保險，並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批註條款需於本契約承保前經要保人提出申請且經本公司同意後始生效力。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的一部份，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
條款。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批註條款名詞定義如下：
一、保險費：依本契約之保險型態區分如下，其相關約定如附表一。
(一) 本契約為變額萬能壽險：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本公司同意後要保人彈性
繳交之保險費。
(二) 本契約為變額年金保險：係指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經本公司同意後要保人彈性繳
交之保險費。
二、淨保險費：係指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之餘額。
三、約定幣別：係指要保人申請本批註條款時，於申請書上選擇之幣別，以做為自動轉換
金額及母、子基金與貨幣帳戶之貨幣單位。約定幣別經要保人選擇後不得再辦理變
更。
四、母帳戶：係指用以記錄要保人指定之母基金及各母基金單位數與單位淨值最新狀況之
帳戶。
五、子帳戶：係指用以記錄要保人指定之子基金及各子基金單位數與單位淨值最新狀況之
帳戶。
六、母基金：係指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依本批註條款附表二歸類為母基金，並經要保
人指定而歸屬於母帳戶之投資標的。
七、子基金：係指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依本批註條款附表二歸類為子基金，並經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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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定而歸屬於子帳戶之投資標的。
八、貨幣帳戶：係指要保人選擇之母、子基金因本契約約定終止並依本批註條款第六條第
三項約定而用以配置母、子基金轉出金額，及子帳戶或子基金依本批註條款第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約定用以配置轉出金額，及用以停泊淨保險費之投資標的。本批註條款之
貨幣帳戶為約定幣別之貨幣帳戶。
九、自動轉換機制：係指依本批註條款第七條約定，於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之日，按要保
人指定約定幣別之金額，自母帳戶轉換至子帳戶的轉換機制。
十、自動轉換金額：係指於自動轉換機制下，要保人所指定自母帳戶轉換至子帳戶約定幣
別之金額。要保人若指定每一子基金轉入金額，則自動轉換金額為每一子基金轉入金
額之總和。
十一、自動轉換日：係指用以執行自動轉換機制之日期。但該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
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本批註條款所提供之自動轉換日為每月的 1 日、11 日或 21 日。
十二、持有成本：係指依本批註條款第五條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十三、報酬率：係指依本批註條款第五條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十四、停利機制：係指要保人得依本批註條款第八條約定，於子帳戶或子基金之報酬率達
到停利點時，自動將子帳戶或該子基金價值全數轉換至貨幣帳戶的轉換機制。
十五、停利點：係指於停利機制下，要保人所指定子帳戶或子基金之特定報酬率。
十六、循環投資費用：係指要保人申請將貨幣帳戶中之金額轉換至母基金及子基金時所收
取之費用，其費用如附表一。
十七、加碼機制：係指於執行自動轉換機制情形下，要保人得依本批註條款第九條約定，
於子基金之報酬率達到加碼條件時，按加碼倍數增加自母帳戶轉換至該子基金金額的
機制。
十八、加碼條件：係指於加碼機制下，本批註條款所定子基金報酬率之特定範圍，其約定
如附表一。
十九、加碼倍數：係指於加碼機制下，本批註條款所定於自動轉換日增加自母帳戶轉換至
子基金金額之倍數，其約定如附表一。
二十、系統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批註條款每月系統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之費用，並依第十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如附表一。
第三條

自動轉換機制、停利機制或加碼機制之設置及變更
要保人應於申請本批註條款時選擇約定幣別，並指定母基金、子基金、自動轉換金額及子
基金之配置比例或每一子基金轉入金額。本契約投資標的及其帳戶比例分配之約定將不再
適用。
要保人得於申請本批註條款時指定子帳戶及子基金之停利點。
要保人得於申請本批註條款時選擇參與加碼機制。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於本公司指定之範圍內，以書面申請變更自動轉換機制、停
利機制或加碼機制之設置。

第四條

保險費之投資配置
本契約保險費之投資配置約定如下：
一、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於首次投資配置日依要保人指定母基金及貨幣帳戶之配置比例予以
投資配置；但要保人必須將首次投資配置金額選擇全部或部分配置於母基金中。
二、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之淨保險費於保險費本公司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依
要保人指定母基金、子基金及貨幣帳戶之配置比例予以投資配置。

第五條

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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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批註條款投資標的持有成本與報酬率之計算，皆以約定幣別為貨幣單位。
本批註條款投資標的持有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首次投資配置日之淨保險費申購時：投資標的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 第一期淨保險費轉換為約定幣別之金額，
(二) 乘以要保人指定申購該投資標的之比例。
二、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之淨保險費申購時：投資標的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
值：
(一) 本次淨保險費轉換為約定幣別之金額，
(二) 乘以要保人指定申購該投資標的之比例，
(三) 加上該投資標的原持有成本。
三、投資標的轉換時：轉出之投資標的於轉出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 該投資標的轉出後剩餘單位數，
(二) 除以轉出前原有單位數，
(三) 乘以轉出前原持有成本。
轉入之投資標的於轉入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 轉出之投資標的之轉出單位數，
(二) 除以轉出前原有單位數，
(三) 乘以轉出前原持有成本，
(四) 加上轉入之投資標的於轉入前原持有成本。
若轉出之投資標的為貨幣帳戶，則轉入之投資標的於轉入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
計算所得之值：
(一) 貨幣帳戶之轉出金額，
(二) 減去循環投資費用，
(三) 乘以要保人指定申購該轉入之投資標的之比例，
(四) 加上該轉入之投資標的於轉入前原持有成本。
四、部分提領時：投資標的提領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 該投資標的提領後剩餘單位數，
(二) 除以提領前原有單位數，
(三) 乘以提領前原持有成本。
除保費費用及循環投資費用外，本契約及本批註條款之各項費用扣除時，各投資標的持有
成本維持不變。
自動轉換機制與加碼機制下，母基金及子基金持有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母基金於轉出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 該母基金轉出後剩餘單位數，
(二) 除以轉出前原有單位數，
(三) 乘以轉出前原持有成本。
二、子基金於轉入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 母帳戶轉出前原持有成本，
(二) 減去母帳戶轉出後持有成本，
(三) 乘以自動轉換金額中依該子基金配置比例計算所得金額與該子基金加碼金額之
總和，
(四) 除以自動轉換金額與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
(五) 加上該子基金轉入前原持有成本。
停利機制下，子基金及貨幣帳戶持有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子基金於轉出後之持有成本為零。
二、貨幣帳戶於轉入後之持有成本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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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屬子帳戶達到停利，則為子帳戶價值；若屬子基金達到停利，則為該子基金價
值，
(二) 加上該貨幣帳戶轉入前原持有成本。
本批註條款投資標的報酬率為按下列順序計算所得之值：
一、計算當日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投資標的最新單位淨值，
二、乘以計算當日投資標的持有單位數，
三、減去計算當日投資標的持有成本，
四、除以計算當日投資標的持有成本。
投資標的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過程如範例說明 1。
第六條

投資標的之關閉與終止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依本批註條款區分為母基金、子基金及貨幣帳戶三類，如附表二。
要保人應依本契約投資標的及本批註條款投資標的分類指定母基金、子基金及貨幣帳戶。
要保人選擇之投資標的如因本契約之約定將終止或關閉時，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通
知後十五日內向本公司提出下列書面申請：
一、母基金終止時：須變更母基金之指定，並將該終止之母基金價值全數轉出至新指定之
母基金。
二、子基金終止時：須變更子基金之指定及配置比例，並將該終止之子基金價值全數轉出，
按新指定之子基金及配置比例，分配轉出金額。
三、子基金關閉時：須變更該子基金之指定及配置比例。
要保人若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或投資標的已於要保人申請到達前關閉或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母基金終止時：本公司將終止之母基金價值全數轉出至貨幣帳戶。如母帳戶另有指定
之母基金時，將繼續執行自動轉換機制；但若母帳戶已無母基金時，於要保人再次指
定母基金前，自動轉換機制將暫時停止。
二、子基金終止時：本公司將終止之子基金價值全數轉出至貨幣帳戶，並於要保人再次指
定子基金及配置比例前，自動轉換機制將暫時停止。
三、子基金關閉時：本公司於要保人再次指定子基金及配置比例前，自動轉換機制將暫時
停止。

第七條

自動轉換機制
自動轉換機制規則如下：
一、計算母基金轉出單位數：將要保人所指定之自動轉換金額依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本公
司系統所得之母帳戶中各母基金最新單位淨值及各母基金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母基
金應轉出之單位數。
二、計算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依自動轉換日各該母基金單位
淨值，計算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
三、轉入子帳戶：將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按要保人指定子基金之配置比例計算各子基金應
轉入金額，並依計算出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各子基金單位淨值
申購各子基金。
但於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母帳戶價值低於自動轉換金額時，本公司將不進行該次轉換作
業。
自動轉換機制之計算過程如範例說明 2。

第八條

停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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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利機制規則如下：
一、判斷是否執行停利機制：要保人選擇設置停利機制者，本公司每日自動進行檢視，若
子帳戶或子基金之報酬率達到要保人所設置之停利點時，則執行停利機制。
二、計算子帳戶或子基金價值：將應停利之子帳戶或子基金依執行停利機制當日之後的第
一個資產評價日子帳戶中各子基金單位淨值計算子帳戶價值或該子基金單位淨值計
算子基金價值。
三、轉入貨幣帳戶：將子帳戶或子基金價值轉入貨幣帳戶。
停利機制之計算過程如範例說明 3。
第九條

加碼機制
加碼機制規則如下：
一、判斷是否執行加碼機制：要保人選擇設置加碼機制者，本公司於每一自動轉換日之前
一日自動進行檢視，若要保人指定之子基金報酬率符合本批註條款所定之加碼條件時，
則執行加碼機制。
二、按加碼倍數計算加碼金額：本公司按要保人所指定之自動轉換金額乘以應加碼之子基
金配置比例，再乘以本批註條款所定之加碼倍數後，計算該子基金之加碼金額。
三、併同自動轉換機制計算母基金轉出單位數：將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
和依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母帳戶中各母基金最新單位淨值及各母
基金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
四、計算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依自動轉換日各該母基金單位
淨值，計算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
五、轉入子帳戶：將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按自動轉換金額中依該子基金配置比例計算所得
金額與該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佔自動轉換金額與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的比例
計算各子基金應轉入金額，並依計算出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各
子基金單位淨值申購各子基金。
但於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母帳戶價值低於自動轉換金額及依加碼機制計算後的子基金加
碼金額之總和時，本公司將不進行該次自動轉換作業及加碼作業。
加碼機制之計算過程如範例說明 4。

第十條

系統管理費的收取方式
本公司依本契約生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的母帳戶及子帳戶價值總和及
生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本
批註條款之系統管理費，於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由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但首次
投資配置日前之系統管理費，依淨保險費計算後自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
本公司依前項計算系統管理費後，優先由貨幣帳戶扣除，若不足時，由保單帳戶價值中依
當時各投資標的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後扣除。
系統管理費於每保單週月日收取，但該保單週月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
評價日。

第十一條 本批註條款之不再適用
要保人得隨時申請終止適用本批註條款。
前項本批註條款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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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投資型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 用
一、保險相關費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每月為母帳戶及
子帳戶價值總和的0.1%，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則為
淨保險費的0.1%。自第四保單年度起，每月為母帳戶
及子帳戶價值總和的0.0166%。

1. 系統管理費
二、其他費用

每次申請由貨幣帳戶轉換至母基金、子基金時，收取
1. 循環投資費用
該次轉換金額乘以下表(註 2)所列費用率作為循環投
資費用。
註 1：要保人可採彈性繳交保險費，繳納總保險費上限依本契約之約定為限。保險費約定如下表。
幣別
新臺幣
美元
歐元

第一期保險費下限
100,000
5,000
5,000

彈性繳保險費下限
10,000
500
500

註 2：循環投資費用率如下表：
每次由貨幣帳戶轉換至母基金、子基金之金額
新臺幣
美元
歐元
小於200萬(不含)
小於6.65萬(不含)
小於5.00萬(不含)
大於200萬(含)，
大於6.65萬(含)，
大於5.00萬(含)，
小於500萬(不含)
小於16.65萬(不含)
小於12.50萬(不含)
大於500萬(含)，
大於16.65萬(含)，
大於12.50萬(含)，
小於800萬(不含)
小於26.65萬(不含)
小於20.00萬(不含)
大於800萬(含)，
大於26.65萬(含)，
大於20.00萬(含)，
小於1,200萬(不含)
小於40.00萬(不含)
小於30.00萬(不含)
大於1,200萬(含)，
大於40.00萬(含)，
大於30.00萬(含)，
小於2,000萬(不含)
小於66.65萬(不含)
小於50.00萬(不含)
大於2,000萬(含)，
大於66.65萬(含)，
大於50.00萬(含)，
小於3,000萬(不含)
小於100.00萬(不含)
小於75.00萬(不含)
大於3,000萬(含)
大於100.00萬(含)
大於75.00萬(含)

費用率
2.4%
2.2%
2.0%
1.8%
1.6%
1.4%
1.2%

註 3：加碼條件及加碼倍數：
(1) 當子基金之報酬率小於-10%、大於且等於-20%時，加碼倍數為 30%；且
(2) 當子基金之報酬率小於-20%時，加碼倍數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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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投資標的分類
貨幣帳戶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歐元

投資標的名稱
新臺幣貨幣帳戶
歐元貨幣帳戶

計價幣別
美元

投資標的名稱
美元貨幣帳戶

母基金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美元
美洲公司債精選
美元
美國長期政府公債精選
美元
美國短期政府公債精選
美元
非美國全球政府公債精選
美元
美國可轉債精選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
美元
基金 C 收益-2 股份- (配現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收益基金
美元
C 收益-2 股份- (配現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債券基金 C
美元
收益股份- (配現金)
安本環球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配現
美元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宏利中國點心高收益債券基金-B 類型
美元
(美元)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美元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
金)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3 美元 美元
(配現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3 美元 美元
(配現金)
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金 A3 美元
美元
- (配現金)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A3 美元 美元
(配現金)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債券 A1
美元
類股份 - 配息單位 - (配現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債券
A1 類股份 - 配息單位 - (配現金)(基金
美元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進行配息前未
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美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 A1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國抗通膨公債精選
美國高收益債精選
新興市場債精選
美國中期政府公債精選

美元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
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配現金)(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債券基金 C
收益股份- (配股數)

美元
美元

美元

木星月領息資產配置基金(INC)-美元(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宏利中國點心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型(美
元)(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
股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美元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3 美元 (配股數)(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美元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
股數)

美元
美元

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股數)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
股數)

美元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

美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美元債券 A1 類
股份 - 累積單位

美元

施羅 德環球基 金系列 - 新興 市場債券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美元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 A 類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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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股份-配息單位 - (配現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 A 類股美
元累積型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類
股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回報債券基金
A 類股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環球高收益基金 X 股美元(月配
息)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 (A 股月配
息)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A 股-月配
息) - (配股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A 股月配息) (配股數)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 股月配
息-美元) - (配股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
金美元 A (acc)股(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
金美元 A (Mdis)股 - (配現金)(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
基金美元 A (Mdis)股 -(配現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元配息型(M) - (配現金)

美元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 A 類股
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 A 類股
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NN (L) 亞洲債券基金 X 股美元(月配息)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美元

富達基金－亞洲高收益基金 (A 股月配
息) - (配股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 - (配股
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A 股-月配
息)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 (配股數)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A 股月配息) (配現金)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 股月配息
-美元)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
金美元 A (Mdis)股 - (配股數)(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
基金美元 A (Mdis)股 -(配股數)(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
基金美元 A(acc)股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債券
基金美元 A(acc)股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債券
基金美元 A(Mdis)股 - (配股數)(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債券
基金美元 A(Mdis)股 - (配現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政府
基金美元 A (Mdis)股 - (配股數)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政府
基金美元 A (Mdis)股 - (配現金)

美元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
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 (Mdis)股 - (配現
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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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
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 (Mdis)股 - (配股
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
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 (Qdis)股 - (配股
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
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 (Qdis)股 - (配現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精選收益
基金美元 A(Mdis)股 - (配現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
益基金美元 A (Mdis)股 - (配現金)(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摩根美國複合收益基金 - 摩根美國複合
收益 A 股(每月派息) - 美元 - (配股
數)(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A 股
(每月派息) - (配股數)(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摩根新興市場
債券(美元) - A 股(每月派息) - (配股
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摩根環球高收
益債券(美元)-A 股(每月派息) - (配股
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鋒裕基金-美國高息 A2(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鋒裕基金-美國高息 AXD - (配現金)(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鋒裕基金-策略收益 AXD - (配現金)(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鋒 裕 基 金 - 環 球 高 收 益 AXD - ( 配 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 股美元 (配股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 A2 股美元(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精選收益
基金美元 A(Mdis)股 - (配股數)(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
益基金美元 A (Mdis)股 - (配股數)(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美元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半年配息股 美
元 - (配股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 AT 股美元 - (配現
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美元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股美元 - (配股
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美元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Adm)- (配現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美元

瀚亞投資-美國特優級債券基金(Adm)(配現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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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美國複合收益基金 - 摩根美國複合
收益 A 股(每月派息) - 美元 - (配現金)(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A 股
(每月派息) -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摩根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摩根新興市場
債券(美元) - A 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摩根環球高收
益債券(美元)-A 股(每月派息) - (配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鋒裕基金-美國高息 AXD - (配股數)(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鋒裕基金-策略收益 AXD - (配股數)(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鋒裕基金-環球高收益 AXD - (配股數)(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2 股美元(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 股美元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 AT 股美元 - (配股
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2 股美元(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股美元 - (配現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dm)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瀚亞投資-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dm)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新臺幣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瀚亞投資-優質公司債基金(Adm)- (配現
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元大寶來全球 ETF 穩健組合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基金 B(配現金)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B 類型 - (配現
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B 類型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保德信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息型(B)(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B 類型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野村全球美元投資級公司債基金-月配型
-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野村新興高收益債組合基金-月配型 - (配
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分配型
- (配現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蘭克林華美新興趨勢傘型基金之積極
回報債券組合基金-分配型 - (配現金)(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新臺幣

摩根平衡基金

新臺幣

摩根新興活利債券基金-月配息型- (配現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臺幣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類型(本基金
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歐元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高收入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元

安本環球 -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 (配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歐元

貝萊德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Hedged A3
歐元 - (配現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歐元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 (配股數)

瀚亞投資-美國優質債券基金(Adm)- (配
現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元大商業銀行貨幣市場共同信託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國富債券基金(B)- (配現
金)

新臺幣

新臺幣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A 類型

新臺幣

新臺幣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B 類型 - (配現
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臺幣

新臺幣

保德信亞洲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息型
(B)-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施羅德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分配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B 類型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 -月配型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新臺幣

新臺幣

富蘭克林華美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組合基
金-累積(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歐元

歐元
歐元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B-(配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摩根新興活利債券基金-月配息型 - (配
股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摩根新興活利債券基金-累積型(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B - (配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高收入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配股數)(本基金主要係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安本環球 -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2(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NN (L) 環球高收益基金 X 股對沖級別
歐元(月配息)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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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歐元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歐洲高收益基金(A 股-月配
息) - (配股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
基金歐元 A (Mdis)股 - (配股數)(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摩根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摩根環球高收
益債券(歐元對沖)-A 股(累積)(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 股歐元 - (配現
歐元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鑫富穩健組
美元
合投資帳戶(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提減機
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富達基金－歐洲高收益基金(A 股-月配
息)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歐洲高收
益基金歐元 A(Mdis)股 - (配現金)(本基金
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 股歐元 - (配股
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犇騰積極組
合投資帳戶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子基金
計價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美元
巴西股市精選
美元
亞洲股市精選
美元
南非股市精選
美元
美洲半導體產業精選
美元
美洲自然資源產業精選
美元
美洲非景氣循環消費產業精選
美元
美洲航空國防產業精選
美元
美洲通訊產業精選
美元
美國中型股精選
美元
香港股市精選
美元
馬來西亞股市精選
美元
新加坡股市精選
美元
墨西哥股市精選
美元
歐澳遠東精選
美元
羅素美國大型股精選
美元
全球太陽能產業精選
美元
美洲科技精選
美元
道瓊工業精選
美元
環球藍籌精選
美元
全球農業產業精選
美元
全球礦脈產業精選
美元
俄羅斯股市精選
新臺幣
台灣中型股精選
新臺幣
滬深股市精選
歐元
歐洲藍籌股精選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亞洲股票基金 C
美元
收益股份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能源基金 C
美元
收益股份
美元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黃金基金 C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新臺幣
歐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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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股市精選
拉美股市精選
南韓股市精選
美洲生技產業精選
美洲金融產業精選
美洲原物料產業精選
美洲高股利精選
美洲優先股精選
美國藍籌股精選
泰國股市精選
智利股市精選
新興市場精選
歐洲股市精選
澳洲股市精選
羅素美國小型股精選
水資源精選
美洲潔淨能源產業精選
美洲金礦產業精選
全球核能產業精選
全球鋼鐵產業精選
印尼股市精選
印度股市精選
台灣股市 50 精選
德國藍籌股精選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C 收益股份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動力基金 C
收益股份
木星中國基金(ACC)-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收益股份
木星金融機會基金美元
木星歐洲特別時機基金美元
安本環球 - 科技股票基金
安本環球- 世界責任股票基金
安本環球-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安本環球–亞洲地產股票基金
宏利環球基金－俄羅斯股票基金 AA 股
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美國特別時機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 A2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收益股票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金磚四國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市場股債優
勢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計量精選價
值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能源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印度股票基金 A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盛銳思小型公司基金 A 類股美元累積
型
NN (L) 原物料基金 X 股美元
富達基金─全球聚焦基金
富達基金－大中華基金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富達基金－印尼基金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勢基金(美元累
積)
富達基金－東協基金
富達基金－美國成長基金
富達基金－馬來西亞基金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美元)

美元

富達基金－韓國基金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
業基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天然資源
基金美元 A(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基金
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小型
企業基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拉丁美洲
基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東歐基金
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科技基金
美元 A(acc)股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木星新興歐洲機會基金美元
安本環球 - 世界資源股票基金
安本環球- 中國股票基金
安本環球- 印度股票基金
安本環球－亞太股票基金
安本環球–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美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大中華 A1 類股
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拉丁美洲 A1 類
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美國大型股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亞洲 A1 類
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氣候變化策
略 A1 類股份 - 累積單位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太地產 A1 類股份
-累積單位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拉丁美洲中小型公司
股票基金 A

美元

NN (L) 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X 股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NN (L) 銀行及保險基金 X 股美元
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
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美元)
富達基金－全球優勢產業基金(美元)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美元

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富達基金－東南亞基金(美元)
富達基金－美國基金
富達基金－新加坡基金
富達基金－新興歐非中東基金(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大中華基
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
業基金美元 A (Ydis)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
基金 A(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印度基金
美元 A(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成長
基金美元 A (Ydis)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拉丁美洲
基金美元 A (Ydis)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金磚四國
基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中小
成長基金美元 A (acc)股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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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
基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高價差基
金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
基金美元 A (Ydis)股
景順中國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
景順東協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A-年配息股 美
元
摩根巴西基金

美元

摩根亞洲內需主題基金

美元

美元

摩根東方基金
摩根東歐基金 - 摩根東歐(美元) - A 股
(累計)

美元

摩根印度基金
摩根拉丁美洲基金－摩根拉丁美洲(美元)
－A 股(分派)
摩根東協基金

美元

摩根俄羅斯基金

美元

摩根南韓基金

美元

美元
美元

摩根泰國基金
摩根基金－摩根大中華基金
摩根新興中東基金－摩根新興中東(美
元)－A 股 (分派)
摩根新興歐洲、中東及非洲基金－摩根
新興歐洲、中東及非洲(美元)－A 股(分
派)
摩根環球天然資源(美元)－A 股 (累計)
聯博-前瞻主題基金 A 股美元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A 股美元
瀚 亞 投 資 -M&G 全 球 民 生 基 礎 基 金
(USD)
瀚亞投資-中國股票基金
元大寶來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A 類
型)
日盛全球抗暖化基金
保德信全球基礎建設基金
保德信店頭市場基金
保德信高成長基金
野村中小基金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累積型(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
野村泰國基金
復華全球原物料基金
復華華人世紀基金
瀚亞印度基金
亨德森遠見泛歐地產股票基金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歐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歐元
歐元

美元
美元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泰國基金
美元 A (acc)股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
小型企業基金美元 A (acc) 股

美元

景順大中華基金 A 股 美元

美元
美元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A 股 美元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A-年配息股 美元

美元

摩根太平洋證券基金

美元

美元

摩根美國科技基金－摩根美國科技(美元)
－A 股(分派)
摩根馬來西亞基金
摩根基金－摩根中國基金
摩根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 －摩根新興
市場小型企業(美元) － A 股 perf (累計)

美元

摩根歐元區股票基金－摩根歐元區股票
(美元)－A 股(分派)

美元
美元
美元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A 股美元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A 股美元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A 股美元

美元

瀚亞投資-中印股票基金

美元

瀚亞投資-印尼股票基金

新臺幣

日盛上選基金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
保德信拉丁美洲基金
野村大俄羅斯基金
野村巴西基金

新臺幣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歐元
歐元

野村全球氣候變遷基金
復華大中華中小策略基金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
瀚亞中小型股基金
瀚亞非洲基金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歐元
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歐元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新興歐洲 A1 類
股份 - 累積單位
富達基金－全球金融服務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電訊基金
富達基金－義大利基金
富達基金－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東歐基金

歐元

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金 A2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富達基金－全球工業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科技基金
富達基金－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富達基金－法國基金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
富達基金－歐洲基金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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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歐元
歐元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A 股 歐元
摩根東歐基金－摩根東歐(歐元)－A 股
(分派)
鋒裕基金-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 A2 (歐
元)

歐元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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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A (acc)股
景順泛歐洲基金 A 股 歐元
摩根環球天然資源基金－摩根環球天然
資源(歐元)－A 股 (分派)

範例說明
1. 投資標的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
(1) 投資標的持有成本的計算
a. 首次投資配置日之淨保險費申購時：
假設要保人申請本批註條款時繳交第一期保險費新臺幣300,000元，扣除保費費用(假設3%的所繳
保險費)後，第一期淨保險費為新臺幣291,000元(=300,000×(1-3%))，選擇約定幣別為美元，並以
第一期淨保險費的30%申購投資標的A，其單位淨值為100，並假設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一個匯率參
考日之美元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為30，則
第一期淨保險費轉換為美元之金額=291,000÷30=9,700.00美元
申購投資標的A之金額=9,700.00×30%=2,910.00美元
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2,910.00美元
投資標的A單位數=2,910.00÷100=29.10單位
b.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之淨保險費申購時：
承上，假設要保人彈性繳交保險費新臺幣300,000元，扣除保費費用(假設3%的所繳保險費)後，
本次淨保險費為新臺幣291,000元(=300,000×(1-3%))，選擇約定幣別為美元，並以該淨保險費的
70%申購投資標的A，其單位淨值為100，並假設該淨保險費投入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之美元收盤
即期匯率賣出價格為30，則
投資標的A原持有成本=2,910.00美元 (由a.可知)
本次淨保險費轉換為美元之金額=291,000÷30=9,700.00美元
本次申購投資標的A之金額=9,700.00×70%=6,790.00美元
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6,790.00+2,910.00=9,700.00美元
投資標的A單位數=(6,790.00÷100) +29.10=97.00單位
c. 投資標的轉換時：
(a) 若不含貨幣帳戶之投資標的轉換
承b.，假設於S日辦理投資標的轉換，從投資標的A轉出400.00美元至投資標的B，並假設於S+1
日時，投資標的A單位淨值為95，投資標的B轉入前原持有成本為800.00美元，則
投資標的A轉出前原持有成本=9,700.00美元 (由b.可知)
投資標的A轉出前原有單位數=97.00單位 (由b.可知)
投資標的A轉出單位數=400.00÷95=4.21單位
投資標的A轉出後剩餘單位數=97.00-4.21=92.79單位
投資標的A轉出後持有成本=(92.79÷97.00)×9,700.00=9,279.00美元
投資標的B轉入後持有成本=(4.21÷97.00)×9,700.00+800.00=1,221.00美元
(b) 若轉出之投資標的為貨幣帳戶
承b.，假設於S日辦理投資標的轉換，從美元貨幣帳戶價值1,900.00美元中轉出400.00美元至投
資標的A及投資標的B，投資標的A之配置比例為60%，投資標的B之配置比例為40%。並假設
於S+1日時，美元貨幣帳戶轉出前原持有成本為2,000.00美元，投資標的B轉入前原持有成本
為800.00美元，則
美元貨幣帳戶轉出後價值=1,900.00-400.00=1,500.00美元
美元貨幣帳戶轉出後持有成本=(1,500.00÷1,900.00)×2,000.00=1,578.95美元
循環投資費用=400.00×2.4%=9.60美元(由附表一第2點可知)
投資標的A轉出前原持有成本=9,700.00美元 (由b.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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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A轉入後持有成本=(400.00-9.60)×60%+9,700.00=9,934.24美元
投資標的B轉入後持有成本=(400.00-9.60)×40%+800.00=956.16美元
d. 部分提領時：
承上c. (a)，假設於T日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從投資標的A提領新臺幣30,000元，假
設部分提領當時前一個匯率參考日之美元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為30，計算提領金額為1,000.00
美元(=30,000÷30)。並假設於T+1日時，投資標的A單位淨值為90，則
投資標的A提領前原持有成本=9,279.00美元 (由c. (a)可知)
投資標的A提領前原有單位數=92.79單位 (由c. (a)可知)
投資標的A提領單位數=1,000.00÷90=11.11單位
投資標的A提領後剩餘單位數=92.79-11.11=81.68單位
投資標的A提領後持有成本=(81.68÷92.79)×9,279.00=8,168.00美元
e. 除保費費用及循環投資費用外，本契約及本批註條款之各項費用扣除時，各投資標的持有成本維
持不變。
(2) 自動轉換機制與加碼機制下，母基金及子基金持有成本的計算
a. 未執行加碼機制時：
假設要保人選擇之母基金(A與B)及子基金(C與D)皆以美元計價，並約定自動轉換金額為600.00美
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母帳戶中母基金A轉出前原有單位
數為60.00單位且原持有成本為5,500.00美元及母基金B轉出前原有單位數為40.00單位且原持有成
本為3,500.00美元，子帳戶中子基金C原持有成本為700.00美元及子基金D原持有成本為600.00美
元。本次自動轉換機制下，母基金A轉出單位數為3.60單位及母基金B轉出單位數為2.40單位，則
母基金A轉出後剩餘單位數=60.00-3.60=56.40單位
母基金A轉出後持有成本=(56.40÷60.00)×5,500.00=5,170.00美元
母基金B轉出後剩餘單位數=40.00-2.40=37.60單位
母基金B轉出後持有成本=(37.60÷40.00)×3,500.00=3,290.00美元
母帳戶轉出前原持有成本=5,500.00+3,500.00=9,000.00美元
母帳戶轉出後持有成本=5,170.00+3,290.00=8,460.00美元
子基金C轉入後持有成本
=(9,000.00-8,460.00)×(600.00×70%+0.00)÷(600.00+0.00)+700.00=1,078.00美元
子基金D轉入後持有成本
=(9,000.00-8,460.00)×(600.00×30%+0.00)÷(600.00+0.00)+600.00=762.00美元
b. 執行加碼機制時：
假設要保人選擇之母基金(A與B)及子基金(C與D)皆以美元計價，並約定自動轉換金額為600.00美
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母帳戶中母基金A轉出前原有單位
數為60.00單位且原持有成本為5,500.00美元及母基金B轉出前原有單位數為40.00單位且原持有成
本為3,500.00美元，子帳戶中子基金C原持有成本為700.00美元及子基金D原持有成本為600.00美
元。因子基金C執行加碼機制(加碼倍數為50%)及子基金D執行加碼機制(加碼倍數為50%)，所以
本次自動轉換機制及加碼機制下，母基金A轉出單位數為5.40單位及母基金B轉出單位數為3.60單
位，則
母基金A轉出後剩餘單位數=60.00-5.40=54.60單位
母基金A轉出後持有成本=(54.60÷60.00)×5,500.00=5,005.00美元
母基金B轉出後剩餘單位數=40.00-3.60=36.40單位
母基金B轉出後持有成本=(36.40÷40.00)×3,500.00=3,18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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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帳戶轉出前原持有成本=5,500.00+3,500.00=9,000.00美元
母帳戶轉出後持有成本=5,005.00+3,185.00=8,190.00美元
子基金C加碼金額=600.00×70%×50%=210.00美元
子基金D加碼金額=600.00×30%×50%=90.00美元
子基金C轉入後持有成本
=(9,000.00-8,190.00)×(600.00×70%+210.00)÷(600.00+210.00+90.00)+700.00
=1,267.00美元
子基金D轉入後持有成本
=(9,000.00-8,190.00)×(600.00×30%+90.00)÷(600.00+210.00+90.00)+600.00
=843.00美元
(3) 停利機制下，子基金及貨幣帳戶持有成本的計算
假設要保人選擇之母基金(A與B)及子基金(C與D)皆以美元計價，母帳戶中母基金A轉入前原持有成
本為1,600.00美元且母基金A價值為1,500.00美元及母基金B轉入前原持有成本為2,100.00美元且母基
金B價值為2,500.00美元，子帳戶中子基金C價值為1,200.00美元及子基金D價值為1,000.00美元，美元
貨幣帳戶原持有成本為500.00美元。
a. 若子基金C達到停利，則
子基金C轉出後持有成本=0.00
美元貨幣帳戶轉入後持有成本=1,200.00+500.00=1,700.00美元
b. 若子帳戶達到停利，則
子基金C轉出後持有成本=0.00
子基金D轉出後持有成本=0.00
子帳戶價值=1,200.00+1,000.00=2,200.00美元
美元貨幣帳戶轉入後持有成本=2,200.00+500.00=2,700.00美元
(4) 投資標的報酬率的計算
假設計算報酬率當日投資標的持有成本為7,190.00美元，持有單位數為92.50，且計算當日本公司系
統所得之投資標的最新單位淨值為88，則
投資標的報酬率=(88×92.50-7,190.00)÷7,190.00=13.21%
註1：以上計算所使用之單位淨值及買入/賣出匯率均為假設之值，僅供參考。實際匯率計算將以本契約匯率參考
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賣出價格為準。
註2：實際計算之小數後取位標準以本公司實際作業為主。

2. 自動轉換機制
執行條件：每一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若母帳戶價值大於或等於自動轉換金額時，則進行自動轉換作業；
若母帳戶價值小於自動轉換金額時，則不進行該次轉換作業。
範例假設：假設要保人選擇之母基金(A與B)及子基金(C與D)皆以美元計價，並約定自動轉換金額為600.00
美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
情境一：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依母帳戶價值判斷是否 假設母帳戶中母基金A價值為6,000.00美元、母
日
執行該次轉換作業。
基金B價值為4,000.00美元，則母帳戶價值為
10,000.00美元(=6,000.00+4,000.00)。前述母帳戶
價值大於自動轉換金額600.00美元，則進行該次
轉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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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動轉換金額依本公
司系統所得之母帳戶中
各母基金最新單位淨值
及各母基金價值所佔比
例，計算各母基金應轉
出之單位數。

自動轉換日

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
位數依各該母基金單位
淨值，計算母帳戶實際
轉出金額。
計算出母帳戶實際 將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
轉出金額後的第一 按要保人指定子基金之
個資產評價日
配置比例計算各子基金
應轉入金額，並依各子
基金單位淨值申購各子
基金。

假設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母基金A最新單位淨值
為102、母基金B最新單位淨值為98，且
母基金A價值所佔比例為60.00%
(=6,000.00÷10,000.00)
母基金B價值所佔比例為40.00%
(=4,000.00÷10,000.00)，則
母基金A應轉出單位數為3.53單位
(=600.00×60.00%÷102)
母基金B應轉出單位數為2.45單位
(=600.00×40.00%÷98)
假設母基金A單位淨值為101、母基金B單位淨值
為96，則
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為591.73美元
(=3.53×101+2.45×96)
假設子基金C單位淨值為88、子基金D單位淨值
為72，則
申購子基金C單位數為4.71單位
(=591.73×70.00%÷88)
申購子基金D單位數為2.47單位
(=591.73×30.00%÷72)

情境二：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依母帳戶價值判斷是否 假設母帳戶中母基金A價值為240.00美元、母基
日
執行該次轉換作業。
金B價值為180.00美元，則母帳戶價值為420.00
美元(=240.00+180.00)。前述母帳戶價值小於自
動轉換金額600.00美元，則不進行該次轉換作
業。
註1：以上計算所使用之單位淨值僅供參考。
註2：實際計算之小數後取位標準以本公司實際作業為主。

3. 停利機制
執行條件：每日自動進行檢視，若子帳戶或子基金之報酬率達到停利點時，則執行停利機制。
範例假設：假設要保人選擇之母基金(A與B)及子基金(C與D)皆以美元計價，並約定自動轉換金額為600.00
美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且設置子帳戶之停利點為25%，
子基金C之停利點為30%，子基金D之停利點為20%。
情境一：子基金執行停利機制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判斷 假設1日至5日，子帳戶與子基金之報酬率如下
是否執行停利機制。
表：
子 帳 戶
之 報 酬
率
子基金C
之 報 酬
率
子基金D
之 報 酬
率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16.6%

19.9%

20.9%

19.8%

22.8%

19.2%

23.1%

25.6%

26.1%

30.1%

12.6%

15.1%

13.9%

10.4%

11.9%

由上表可知，子基金C於5日達到停利點(30%)，
則執行停利機制。而子帳戶及子基金D皆未達到
停利點，則不執行停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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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將應停利之子基金依該 假設子基金C持有單位數為20.00單位，其單位淨
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子基金單位淨值計算子 值為109，則
評價日
基金價值。
子基金C價值為2,180.00美元
(=20.00×109)
子基金轉出後的第 將子基金價值轉入貨幣 將子基金C價值轉入貨幣帳戶，則轉入美元貨幣
一個資產評價日
帳戶。
帳戶金額為2,180.00美元
情境二：子帳戶執行停利機制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依子帳戶之報酬率判斷 假設1日至5日，子帳戶與子基金之報酬率如下
是否執行停利機制。
表：
子 帳 戶
之 報 酬
率
子基金C
之 報 酬
率
子基金D
之 報 酬
率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19.0%

19.9%

20.0%

21.3%

25.1%

22.2%

22.8%

24.1%

25.6%

29.2%

14.3%

15.6%

13.9%

14.9%

18.9%

由上表可知，子基金C及子基金D皆未達到停利
點，則不執行停利機制。但因子帳戶於5日達到
停利點(25%)，則對子帳戶執行停利機制。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將應停利之子帳戶依子 假設子基金C持有單位數為20.00單位且其單位
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帳戶中各子基金單位淨 淨值為109、子基金D持有單位數為15.00單位且
評價日
值計算子帳戶價值。
其單位淨值為103，則
子帳戶價值為3,725.00美元
(=20.00×109+15.00×103)
子帳戶轉出後的第 將子帳戶價值轉入貨幣 將子帳戶價值轉入貨幣帳戶，則轉入美元貨幣帳
一個資產評價日
帳戶。
戶金額為3,725.00美元
註1：以上計算所使用之單位淨值均為假設之值僅供參考。
註2：實際計算之小數後取位標準以本公司實際作業為主。

4. 加碼機制
執行條件：每一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自動進行檢視，若子基金之報酬率符合加碼條件時，則執行加碼機
制。
範例假設：假設要保人選擇之母基金(A與B)及子基金(C與D)皆以美元計價，並約定自動轉換金額為600.00
美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且依本批註條款之約定當子
基金之報酬率小於-10%、大於且等於-20%時，加碼倍數為30%；且當子基金之報酬率小於
-20%時，加碼倍數為50%。
情境一：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及加 假設子基金C報酬率為-10.4%、子基金D報酬率
日
碼條件判斷是否執行加 為-20.3%，則子基金C及子基金D需執行加碼機
碼機制。
制。
按要保人所指定之自動 子基金C加碼金額為126.00美元
轉換金額、應加碼之子 (=600.00×70%×30%)
基金配置比例及加碼倍 子基金D加碼金額為90.00美元
數，計算該子基金之加 (=600.00×30%×50%)
碼金額。
並假設母帳戶中母基金A價值為900.00美元、母
基 金 B 價 值 為 700.00 美 元 ， 則 母 帳 戶 價 值 為
1,600.00美元(=900.00+700.00)。前述母帳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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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
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依
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母帳
戶中各母基金最新單位
淨值及各母基金價值所
佔比例，計算各母基金
應轉出之單位數。

自動轉換日

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
位數依各該母基金單位
淨值，計算母帳戶實際
轉出金額。
計算出母帳戶實際 將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
轉出金額後的第一 按自動轉換金額中依該
個資產評價日
子基金配置比例計算所
得金額與該子基金加碼
金額之總和佔自動轉換
金額與各子基金加碼金
額之總和的比例計算各
子基金應轉入金額，並
依各子基金單位淨值申
購各子基金。

大於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
816.00美元(=600.00+126.00+90.00)，則進行該次
自動轉換作業及加碼作業。
假設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母基金A最新單位淨值
為103、母基金B最新單位淨值為105，
母基金A價值所佔比例為56.25%
(=900.00÷1,600.00)
母基金B價值所佔比例為43.75%
(=700.00÷1,600.00)
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為
816.00美元(=600.00+126.00+90.00)，則
母基金A應轉出單位數為4.46單位
(=816.00×56.25%÷103)
母基金B應轉出單位數為3.40單位
(=816.00×43.75%÷105)
假設母基金A單位淨值為104、母基金B單位淨值
為106，則
母帳戶實際轉出金額為824.24美元
(=4.46×104+3.40×106)
假設子基金C單位淨值為65、子基金D單位淨值
為57，
自動轉換金額中子基金C所佔金額及子基金C加
碼金額之總和為546.00美元
(=600.00×70%+126.00)
自動轉換金額中子基金D所佔金額及子基金D加
碼金額之總和為270.00美元
(=600.00×30%+90.00)，則
子基金C轉入金額佔自動轉換金額與各子基金
加碼金額之總和的比例為66.91%
(=546.00÷816.00)
子基金D轉入金額佔自動轉換金額與各子基金
加碼金額之總和的比例為33.09%
(=270.00÷816.00)，則
申購子基金C單位數為8.48單位
(=824.24×66.91%÷65)
申購子基金D單位數為4.78單位
(=824.24×33.09%÷57)

情境二：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及加 假設子基金C報酬率為-10.4%、子基金D報酬率
日
碼條件判斷是否執行加 為-20.3%，則子基金C及子基金D需執行加碼機
碼機制。
制。
按要保人所指定之自動 子基金C加碼金額為126.00美元
轉換金額、應加碼之子 (=600.00×70%×30%)
基金配置比例及加碼倍 子基金D加碼金額為90.00美元
數，計算該子基金之加 (=600.00×30%×50%)
碼金額。
並假設母帳戶價值為700.00美元。前述母帳戶價
值雖大於自動轉換金額600.00美元，但小於自動
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
816.00(=600.00+126.00+90.00)美元，則不進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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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自動轉換作業及加碼作業。
情境三：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及加 假設子基金C報酬率為-10.4%、子基金D報酬率
日
碼條件判斷是否執行加 為-20.3%，則子基金C及子基金D需執行加碼機
碼機制。
制。
按要保人所指定之自動 子基金C加碼金額為126.00美元
轉換金額、應加碼之子 (=600.00×70%×30%)
基金配置比例及加碼倍 子基金D加碼金額為90.00美元
數，計算該子基金之加 (=600.00×30%×50%)
碼金額。
並假設母帳戶價值為500.00美元。前述母帳戶價
值小於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
和816.00美元(=600.00+126.00+90.00)，則不進行
該次自動轉換作業及加碼作業。
註1：以上計算所使用之單位淨值僅供參考
註2：實際計算之小數後取位標準以本公司實際作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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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適用之投資型保險商品

一、安達人壽持盈保泰變額萬能壽險
二、安達人壽持盈保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三、安達人壽洞燭先機變額年金保險
四、安達人壽洞燭先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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