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訊息通知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ETFs): iShares Dow Jones US Consumer Services Sector
Index Fund (IYC) 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進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會使股票每股價
格減少，但持有之股數將等比例增加，故股票總市值不變，投資人權益不受影
響。
1. (IYC) 股票分割明細為:
Bloomberg ticker

基準日

分割比例

IYC

2020/12/04

4 for 1

標的代碼
TCUBC025
TFUBC025

2.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台灣分公司投資型保單(明細如下)連結之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s)標的淨值由本公司重新計算，且股票分割不影響保單持有單位
數及標的淨值(不考慮市場變動)。
連結保單險種明細為：

保單明細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邁向幸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重要訊息通知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ETFs): iShares Dow Jones U.S. Financial Sector Index
Fund (IYF) 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進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會使股票每股價格減
少，但持有之股數將等比例增加，故股票總市值不變，投資人權益不受影響。
1. (IYF) 股票分割明細為:

Bloomberg ticker

基準日

分割比例

標的代碼
TCUBC027

IYF

2020/12/04

2 for 1

TBUBC027
TFUBC027

2.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台灣分公司投資型保單(明細如下)連結之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s)標的淨值由本公司重新計算，且股票分割不影響保單持有單位
數及標的淨值(不考慮市場變動)。
連結保單險種明細為：

保單明細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邁向幸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樂年年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樂年年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持盈保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持盈保泰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洞燭先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洞燭先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重要訊息通知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ETFs): iShares Dow Jones U.S. Industrial Sector Index
Fund (IYJ) 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進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會使股票每股價格減
少，但持有之股數將等比例增加，故股票總市值不變，投資人權益不受影響。
1. (IYJ) 股票分割明細為:

Bloomberg ticker

基準日

分割比例

IYJ

2020/12/04

2 for 1

標的代碼
TCUBC030
TFUBC030

2.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台灣分公司投資型保單(明細如下)連結之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s)標的淨值由本公司重新計算，且股票分割不影響保單持有單位
數及標的淨值(不考慮市場變動)。
連結保單險種明細為：

保單明細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邁向幸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重要訊息通知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ETFs): iShares Dow Jones U.S. Utilities Sector Index
Fund (IDU) 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進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會使股票每股價格減
少，但持有之股數將等比例增加，故股票總市值不變，投資人權益不受影響。
1. (IDU) 股票分割明細為:

Bloomberg ticker

基準日

分割比例

IDU

2020/12/04

2 for 1

標的代碼
TCUBC031
TFUBC031

2.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台灣分公司投資型保單(明細如下)連結之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s)標的淨值由本公司重新計算，且股票分割不影響保單持有單位
數及標的淨值(不考慮市場變動)。
連結保單險種明細為：

保單明細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邁向幸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重要訊息通知

指 數 股 票 型 基 金 (ETFs): iShares Dow Jones US Aerospace & Defense Index
Fund (ITA) 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進行股票分割，股票分割會使股票每股價格減
少，但持有之股數將等比例增加，故股票總市值不變，投資人權益不受影響。
1. (ITA) 股票分割明細為:

Bloomberg ticker

基準日

分割比例

標的代碼
TCUBC035

ITA

2020/12/04

2 for 1

TBUBC035
TFUBC035

2.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台灣分公司投資型保單(明細如下)連結之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s)標的淨值由本公司重新計算，且股票分割不影響保單持有單位
數及標的淨值(不考慮市場變動)。
連結保單險種明細為：

保單明細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虎昇豐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臥虎藏龍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龍騰虎躍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正點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悠活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愜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邁向幸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樂年年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洞燭先機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樂年年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持盈保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持盈保泰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洞燭先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