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本商品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給付項目：年金給付、未支領之年金餘額、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10.04.19安達精字第1100064號函備查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4月19日
公司內部審核編號：MPM11004-03 Protus

【投資風險警語】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
收益，除保險契約另外有約定外，安達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說
明書。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
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
確定已充分了解其風險與特性。
◼ 本商品可能風險有投資之法律風險、市場價格風險、信用風險、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
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當可能風險發生時，代收單位及安達人壽
並不保證 100%原始投資金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原始投資本金全部無法回收。要保人須留
意當保單幣別與投資標的係不同幣別時，則投資標的之申購、孳息及贖回將會因時間、匯
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這差異可能使要保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可能造成損
失。
◼ 本商品於投資標的交易時係以該標的計價幣別為之，「匯率變動風險」可能影響匯兌
成本，因交易需要在新台幣與其他外幣兌換時或本商品約定之外幣彼此間兌換時，會因為
匯率的變動而導致成本的增加。匯率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二：（1）政治因素：該幣別
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2）經濟變動因素：該
幣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
整等)之影響。
◼ 基金進行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基金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註：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
係指該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
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若基金
有配息，則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若基金有部分投資於高收益債時，則基金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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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基金大部分或全部投資於
高收益債時，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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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保單若有連結類全委帳戶，該類全委帳戶於資產提減(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
關費用，且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
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比
率並不代表報酬率，且類全委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 類全委帳戶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
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
同時配合調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類全委帳戶之子標的清單可能因新增法人級別而變
動。
◼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安達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
簽章者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 本商品經安達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
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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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等)，審慎選擇保險商品。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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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握保單契
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
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並要求詳細解說
保險之內容。
◼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保險之保障部分受財團法
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之保障。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
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 若因本商品或服務產生紛爭，您可透過親臨本公司、郵寄、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
方式提出申訴，本公司接獲申訴後，將即指派專人處理，並會以電話或信函通知處理結
果。
◼ 本商品係由安達人壽所發行，並交由合作之保險經紀人/代理人代為招攬，惟安達人
壽與該保險經紀人/代理人並無僱傭、合夥等關係存在。各招攬單位備有本商品之保單條
款及相關文件，要保人須詳細閱讀，商品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憑。
◼ 本商品銷售文件係由安達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予各招攬單位，其上皆載有安達人壽審
核編號。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
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
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
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安達人壽網站 www.chubblife.com.tw 查詢。
◼ 安達人壽財務、業務或本商品等公開資訊，歡迎至 www.chubblife.com.tw 查詢，或
電洽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61-988 詢問，或至安達人壽（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8 號
12 樓）洽詢索取。

中華民國 110 年 04 月 19 日

※ 重要特性事項
◼
◼

◼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
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採『約定分期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 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若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
費。
2. 只有在您確定可進行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劃。
3. 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來其他一切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度。
採『彈性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 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
已解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
2.

若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壹、 保險計畫詳細說明
◼
◼
◼

投資標的之簡介及被選定為投資標的之理由及標準：請詳閱『投資標的之揭露』。
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請詳閱『保險商品內容說明』。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與投資報酬之描述、範例：請詳閱『保險商品內容說明』及『範例說明』。

貳、保險商品內容說明
一、 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
(一)保險費交付原則及限制：
1.保險費須以元為單位。
2.各繳別保險費之規定如下：（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彈性繳
100,000
300,000,000
3. 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於年金累積期間且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80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後，另彈
性繳交之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0 元。
4.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限。
5.繳別：彈性繳。
6.年金給付期間不得繳交保險費。
(二)保險費不交付之效果：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並由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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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若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當月
保單管理費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
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二、 保險金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 年金金額之計算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選擇年金給付方式，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
更年金給付方式，但於年金給付期間則不得申請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之變更。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選擇年金給付方式計算年金金額：
一、一次給付：本公司一次給付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
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二、分期給付：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
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前項計算分期給付之年金金額，於年金給付開始日時轉入一般帳戶，以新臺幣給付之。
前項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若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
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本公
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
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所需之金額
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人。如因可歸責於
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
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二)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三條約定申請文件後
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
止。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
領之年金餘額，依計算年金金額之預定利率貼現至給付日，按約定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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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得之人。

三、 契約撤銷權之行使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
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四、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
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之情形。
(若需要即時查詢您的保單帳戶價值或索取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 www.chubblife.com.tw
申請成為保戶園地會員並登入帳號，我們立即為您提供更周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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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範例說明
陳先生今年 31 歲，投保「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躉繳保險費新臺幣 100 萬元，投資標的
配置比例為 100%的「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並約定於 70 歲時選擇年金給付方式為「一次給付」
。於年
金累積期間，本公司收取保單管理費。以預估投資標的平均年報酬率 6％、2％、0％、－6％，且無
辦理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各年度的保單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年金給付及解約金之金額如
下表。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25
30
35
4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5
50
55
60
65
70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25
30
35
4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5
50
55
60
65
70

1,000,000.00

假設投資報酬率 6%

累積所繳
保險費

保險費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1,342.00
13,920.00
5,208.00
5,427.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1,037,974.00
1,085,887.00
1,145,667.00
1,208,804.00
1,280,094.00
1,355,659.00
1,435,762.00
1,520,668.00
1,610,671.00
1,706,072.00
2,276,127.00
3,038,987.00
4,059,866.00
5,426,036.00
7,254,280.00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假設投資報酬率 2%
解約金
(年末)
965,316.00
1,031,593.00
1,111,297.00
1,196,716.00
1,280,094.00
1,355,659.00
1,435,762.00
1,520,668.00
1,610,671.00
1,706,072.00
2,276,127.00
3,038,987.00
4,059,866.00
5,426,036.00
7,254,280.00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0,988.00
13,222.00
4,845.00
4,899.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998,786.00
1,005,397.00
1,020,608.00
1,036,068.00
1,055,576.00
1,075,475.00
1,095,772.00
1,116,474.00
1,137,591.00
1,159,128.00
1,273,457.00
1,399,687.00
1,539,059.00
1,692,933.00
1,862,824.00

9,152,943.00

1,000,000.00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0,809.00
12,880.00
4,672.00
4,653.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979,191.00
966,311.00
961,639.00
956,986.00
955,786.00
954,586.00
953,386.00
952,186.00
950,986.00
949,786.00
943,786.00
937,786.00
931,786.00
925,786.00
919,786.00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914,986.00

解約金
(年末)
928,871.00
955,128.00
989,990.00
1,025,708.00
1,055,576.00
1,075,475.00
1,095,772.00
1,116,474.00
1,137,591.00
1,159,128.00
1,273,457.00
1,399,687.00
1,539,059.00
1,692,933.00
1,862,824.00

2,011,378.00

假設投資報酬率 0%

累積所繳
保險費

保險費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假設投資報酬率 -6%
解約金
(年末)
910,648.00
917,996.00
932,790.00
947,417.00
955,786.00
954,586.00
953,386.00
952,186.00
950,986.00
949,786.00
943,786.00
937,786.00
931,786.00
925,786.00
919,786.00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0,267.00
11,872.00
4,181.00
3,989.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920,405.00
853,703.00
798,438.00
746,675.00
700,715.00
657,513.00
616,903.00
578,728.00
542,844.00
509,113.00
368,493.00
265,293.00
189,553.00
133,967.00
93,171.00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解約金
(年末)
855,977.00
811,018.00
774,485.00
739,209.00
700,715.00
657,513.00
616,903.00
578,728.00
542,844.00
509,113.00
368,493.00
265,293.00
189,553.00
133,967.00
93,171.00

68,501.00

以上範例中的解約金欄位金額，於第 1 年度至第 4 年度已扣除當年度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及計算如
下表說明：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7%

5%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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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用之揭露
◼

請參考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附表一、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
覽表及附表三、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

若遇費用改變，本分公司應至少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若屬對保戶有利之費用調降，則
不在此限。

肆、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附表及投資標的之揭露
一、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一) 保單條款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
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保險費：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彈性繳付保險費，該保險費係依據要保人於投保當時在要
保書自訂於年金累積期間預計繳交之保險費訂定，用以提供被保險人年金給付及投資需
求。上開繳交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網站所公告之規定。
二、單筆追加保險費：係指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由要保人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
單帳戶價值，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上開繳交單筆追加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
網站所公告之規定，且累積已繳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總額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
後不得超過本契約報主管機關最高金額限制。
三、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一次或分期給付之金額。分期給付
年金金額的方式共分為年給付、半年給付、季給付及月給付四種，經要保人於要保書選
擇後，載於保險單首頁。
四、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務之日
期，如有變更，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
五、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本期間不得小於十
年。
六、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
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本期間為十年。
七、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八、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分期給付年金金額之利率，於年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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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開始日起維持不變，本公司將參考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時市場環境及最新公布之法令依
據訂定，但不得為負數。
九、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分期給付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十、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
發單、銷售、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
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十一、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並
依第九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十二、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九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
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三、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
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四、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 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 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單筆追加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
(三) 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單管理費；
(四) 加上按前三目之每日淨額，於承保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或保險費於本公司實際入
帳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轉入新臺幣貨幣帳戶，依本公司當月之宣告利率，逐日以
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五、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
日。
十六、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
表二。
十七、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
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八、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
值或市場價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九、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
累積期間內，其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 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係依本契約項下各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
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 無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係依下列方式計算：
1. 前一日之投資標的價值。
2. 加上當日投入之金額。
3. 扣除當日減少之金額。
4. 若當日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則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單管理
費。
5. 加上利息。利息計算方式，係依本公司當月該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宣告利率，逐
日以日單利計算。
二十、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
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
置日前，係指依第十四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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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若當月無相當日
者，指該月之末日。
二十二、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
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三、匯率參考日：係指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二十四、收益實際分配日：係指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入本公司銀行帳戶之
次一個工作日。
二十五、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在本公司網站宣告，用以計算貨幣帳戶
利息之利率，宣告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宣告利率不得為負值。不同貨幣帳戶之宣
告利率會有所不同。
二十六、投資標的之相關費用：係指由本公司收取，以作為支付因投資標的所產生之各項相
關費用，其費用率如附表一。
二十七、保單週年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年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若當年無相當日
者，指該月之末日。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之翌日為第一保單週年日(即為第二保
單年度首日)，屆滿二年之翌日為第二保單週年日(即為第三保單年度首日)，以此類推。
第三條

保險公司應負責任的開始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
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但本公司同意承保前而被保險人身故時，本
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本公司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後十五日內不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者，視為
同意承保。

第四條

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
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第五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未支領
之年金餘額。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分期給付年金
金額。

第六條

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並由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若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當
月保單管理費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
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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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兩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
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保單管理費，並另外繳交保險費新臺幣五千元
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前項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第十一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二十六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
之。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
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
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
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八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單筆追加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交付單筆追加保險費，本公司以下
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該單筆追加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
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的中：
一、該單筆追加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單筆追加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單筆追加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要保人。

第九條

保單管理費的收取方式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計算本契約之保單管理費，於
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但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之保單管理費，依第二
條第十四款約定自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
本公司依前項計算保單管理費，並按下列順序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
一、從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扣費順序中扣除；
二、由貨幣帳戶扣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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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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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給付收
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保險費及其加計利息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保險費投入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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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二、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結清、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給付收益分配或提減(撥
回)投資資產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保險單借款：本公司根據給付日前一個匯率
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三、收取部分提領費用及解約費用：本公司根據收取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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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單管理費：本公司根據費用扣除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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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根據收到申請書後第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
匯率買入價格，將轉出之投資標的金額扣除依第十三條約定之轉換費用後，依匯率參考
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轉換為等值轉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金額。但投資
標的屬於相同幣別相互轉換者，無幣別轉換之適用。
六、收取轉換費用：本公司根據收到申請書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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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投資標的價值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計算：本公司根據計算投資標的價值或保單帳戶價值當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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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
機構，惟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一條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
要保人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第十二條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依本契約所
持該投資標的價值佔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人。但若有依法應
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本契約所提供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若有應由受委託投資公司自投資資產中提減(撥回)固定比
例金額予要保人之約定者(如附表二)，本公司應將提減(撥回)之金額分配予要保人，但若有依
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兩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於
該收益實際分配日投入該投資標的。但若本契約於收益實際分配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
分配日已超過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改以現金給
付予要保人。
本契約若以現金給付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
主動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
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
大之值計算。若該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低於分配當時本公司之規定，或因要保人未提
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或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時，該次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將
改以投入與該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若本契約未提供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則改以
投入新臺幣貨幣帳戶。
前項分配之處理方式，本公司得予以修改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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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投資標的轉換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
的轉換，並應於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
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
價值，並以該價值扣除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的次二個資產
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前項轉換費用如附表一。
第十四條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但若投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
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
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
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
及再投資外，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
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
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若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
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
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
數及提領次數。
第十五條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
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
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額：
一、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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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依第二十六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第十八條之約定計算年金金額時，如投
資標的遇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致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本
契約以不計入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可借金額上限或年金金額，且不加計利
息。待特殊情事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年金金額或依要保人之申請重新計算可借金額
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
購之單位數，或因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
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或發行、
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公告處理方式。
第十六條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
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之情形。
第十七條

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六十五歲(含)後之任一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
始日，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九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
時，本公司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
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付開始日須在申請日三十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付日之約定。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通知要保人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但實際年金給付金
額係根據第十八條約定辦理。
前項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應包含：
一、年金給付開始日。
二、預定利率。
三、年金生命表。
四、保證期間。
五、給付方式。
六、每期年金金額。
年金給付開始日後，本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依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最高給付年齡
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含)為止。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11/30

第十八條

年金金額之計算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選擇年金給付方式，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變更年金給付方式，但於年金給付期間則不得申請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之變更。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選擇年金給付方式計算年金金額：
一、一次給付：本公司一次給付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
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二、分期給付：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
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前項計算分期給付之年金金額，於年金給付開始日時轉入一般帳戶，以新臺幣給付之。
前項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若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
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
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
率一分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所需之
金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人。如因可
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
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第十九條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
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
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第二十條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
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提領部
分視為終止，其解約金之計算，依第十九條第三項約定辦理。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解約費用及部
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
算。
前項解約費用及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三條約定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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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
支領之年金餘額，依計算年金金額之預定利率貼現至給付日，按約定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
或其他應得之人。
第二十二條 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
日在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其評價時點以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
準。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失蹤者，除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外，本公
司根據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不再負給付年金責任；但於日後發現被保
險人生還時，本公司應依契約約定繼續給付年金，並補足其間未付年金。
前項情形，於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
所確定死亡時日在年金開始給付後者，亦適用之。
第二十三條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要保人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之約定申領「保單帳戶價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
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十四條 年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生存期間每年第一次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提出可資證明被保險
人生存之文件。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保證期間年金受益人得申請提前給付，其計算之貼現利率為計算年金金額之預定利率。
被保險人身故後若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受益人申領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除第一期年金金額可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給付外，其他期年金金額應於各期之應給
付日給付。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第一期年金金額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未
給付，或其他期年金金額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十五條

未還款項的扣除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本公司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時，如要保人仍
有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寬限期間欠繳之保單管理費等未償款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
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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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開始日時，依第十八條約定計算年金金額。
第二十六條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
戶價值之五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若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
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
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
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
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保險單借款之利息，按計息當時本公司網站首頁所公佈的利率計算。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第二十七條

不分紅保單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第二十八條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
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高於本契約最高承保年齡者，本契約無效，本公司應將已繳保險費無息退
還要保人，如有已償付部分提領金額、已償付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及要保人未償
還之保險單借款本息者，應先扣除之。如有已給付年金者，受益人應將其無息退還本公
司。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二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
貨幣帳戶，則不列入已償付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之扣除計算。
二、因投保年齡錯誤，而致本公司短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
金額的差額，於下次年金給付時按應付年金金額給付，並一次補足過去實付年金金額與
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
三、因投保年齡錯誤，而溢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重新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
的差額，並於未來年金給付時扣除。
前項第一、二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各款約定之金額，其利
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
之值計算。
第二十九條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得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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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如要保
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要、被保險人為同
一人時為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被保險人之
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惟如有其他身故受益人者，該身故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
按其他身故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身故受益人。
本契約如未指定身故受益人或依前項規定，而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者，其受益順序及受益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三十條

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要保人及受益人對於投資標的價值須直接承擔投資標的之法律、匯率、市場變動風險及投資
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信用風險所致之損益。
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慎選投資標的，加強締約能力詳加審視雙方契約，並應注意
相關機構之信用評等。
本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或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之事由減損本
投資標的之價值致生損害要保人、受益人者，或其他與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所約定之賠
償或給付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並基於要保人、受益人之利益，應即
刻且持續向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進行追償。相關追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前項追償之進度及結果應以適當方式告知要保人。
第三十一條

變更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三十二條

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十三條

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條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約
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後生效，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
發給批註書。
第三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
國境外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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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 用
一、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項

1. 保單管理費

目

收

取

標

準

無。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
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
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
年度

1

2

3

4

5~

0.03%

0.03%

0%

每月
費 用 0.165%
0.1%
率
三、投資相關費用(詳細內容如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1) 貨幣帳戶：無。
1. 申購手續費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2. 管理費
3. 保管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75%。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0%。

4. 贖回費用

(1) 貨幣帳戶：無。
(2)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5. 轉換費用

每一保單年度內十二次免費，超過十二次起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6. 其他費用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無。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
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1. 解約費用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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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約費用率

7%

5%

3%

1%

0%

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
2. 部分提領費用

提領時，免收部分提領費用。自第五保單年度起，每一保
單年度內六次免費，超過六次起每次收取新臺幣1,000元。

五、其他費用
1. 短線交易費用
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
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

投資內容

幣別

申購手 管理費
續費 (每年)

保管費
(每年)

贖回費用

貨幣帳戶
新臺幣貨幣帳戶

新臺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新臺幣

無

無

無

無

美元貨幣帳戶

美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美元

無

無

無

無

歐元貨幣帳戶

歐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歐元

無

無

無

無

日圓貨幣帳戶

日圓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日圓

無

無

無

無

澳幣貨幣帳戶

澳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澳幣

無

無

無

無

英鎊貨幣帳戶

英鎊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英鎊

無

無

無

無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瑞士

貨幣帳戶

法郎

無

無

無

無

港幣貨幣帳戶

港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港幣

無

無

無

無

南非幣貨幣帳戶

南非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南非幣

無

無

無

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計價幣別

申購手續費

管理費
(每年)(註 1)

保管費
(每年)(註 1)

贖回費用

類全委型

美元

無

1.75%

0.1%

無

類全委型

美元

無

1.75%

0.1%

無

中國信託投信全
委代操美國價值
戰略平衡投資帳
戶-累積
中國信託投信全
委代操美國價值
戰略平衡投資帳
戶-月撥回(現金)
(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註 1：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管理費及保管費於淨值中反映，本公司不另外收取。若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之子基金如屬經
理公司本身之基金，經理公司就該部分委託投資資產不得收取委託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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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投資標的
計價
幣別
貨幣帳戶
新臺幣

美元

歐元

日圓

澳幣

英鎊

投資標的名稱

新臺幣貨幣帳戶

美元貨幣帳戶

歐元貨幣帳戶

日圓貨幣帳戶

澳幣貨幣帳戶

英鎊貨幣帳戶

瑞士法

瑞士法郎貨幣帳

郎

戶

港幣

港幣貨幣帳戶

南非幣

南非幣貨幣帳戶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計價
投資標的名稱
幣別
中國信託投信全
美元

委代操美國價值
戰略平衡投資帳

是否有
單位淨值
無

是否
配息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無

無配息

投資內容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名稱

新臺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告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美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歐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日圓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澳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英鎊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瑞士法郎計價之銀行存款。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港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南非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告利率不得低於 0。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是否有
單位淨值

委託資產定期提減(撥回)機制(註 1)

有

無

投資內
容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名稱

類全委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

型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類全委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

型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戶-累積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金。
(2)固定撥回

中國信託投信全

(a)每月一次採特定比例撥回，預定為每月

委代操美國價值

1 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下一營業日。首

戰略平衡投資帳
美元

戶-月撥回(現金)
(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有

次委託投資資產之日淨值為 10 美元，首次
撥回基準日為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
(b)基準日 NAV≧8，每月每單位撥回
0.0459 美元(約 5.5%)；NAV<8，不撥回。
(3)不定期加碼撥回：
每日檢視，當 NAV≧10.3 時，隔日加碼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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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每單位 0.0459 美元，每月以一次為限。
本帳戶定期撥回機制若遇委託資產流動性
不足、法令要求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
生時，將暫時停止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
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撥回之月
份。上述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
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
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之本帳戶淨
資產價值將可能因此減少。
註 1：提減(撥回)機制或給付方式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等，且足以對委託投資之
資產及其收益造成重大影響者，代操機構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並將其公告予保戶知悉，以符合善良管理
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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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投資內容名稱

種類

贖回

申購手續費

經理費
(每年)

保管費
(每年)

手續費

由本公司

無

無

由本公司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中國信託投信全委代操美國價值戰略平衡投資
帳戶-累積

類全委型

中國信託投信全委代操美國價值戰略平衡投資
帳戶-月撥回(現金)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

支付
由本公司

類全委型

支付

支付
無

無

由本公司
支付

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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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標的之揭露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 【投資標的說明書】
(一)、投資型商品連結標的風險揭露及注意事項告知
(二)、投資型商品連結標的選取標準
(三)、貨幣帳戶說明
(四)、類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說明
(五)、基金通路報酬揭露

內容
(一)、投資型商品連結標的風險揭露及注意事項告知
※ 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無法履行清償責任時之處理方式：本公司依『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所制定之『投資型保險連結之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重整或破產之緊急應變及
追償作業程序』辦理。
※ 公司係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並以確保資產之安全，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
之安定為目標。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本公司除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負責任
外，對本投資標的不保證最低收益率。本帳戶之投資風險包括：(一)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二)
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三)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風險之風險。(四)投資地區證券交易
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五)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六)其他投資風險。
※ 投資標的在保險計畫中所佔之相對比例由要保人自行指定。本公司將考量投資標的特性與績效表
現、發行公司知名度及穩健性，不定時作投資標的之新增與終止。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
之投資標的；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人民幣者，僅能選擇人民幣計價投資標的，若非以人民幣
為約定外幣者，不得選擇人民幣計價投資標的。
※ 基本保單若有連結配息型基金，基金進行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基金之配息可
能由該基金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
保單若有連結類全委帳戶，該類全委帳戶於資產提減(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類
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
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且類全
委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及類全委帳戶之管理費以及保管費於淨值中反映，本公司不另外收取。
※ 類全委帳戶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
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選
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類全委帳戶之子標的清單可能因新增法人級別而變動。
※ 投資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網址 http://chubb.money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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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型商品連結標的選取標準
壹、說明：
配合本投資型保險商品投資連結需要，訂定本投資型保險商品於篩選連結標的時之依據。

貳、連結標的之評估標準如下：
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 其為境內基金管理機構發行或經理者
(1)應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2)資產規模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2. 其為境外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者
(1)應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或銷售者為限。
(2)資產規模超過二十億等值新臺幣。
(3)合理之相關費用 (短線交易費用或反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
(4)合理之投資目標與方針、操作策略、風險報酬與過去績效。
(5)總代理機構能積極配合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等文件資訊之揭露。
(6)無保險業利益衝突。
二、共同信託基金
1. 應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2. 資產規模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三、ETF(Exchanged Trade Fund) ：
1. 最近半年每日平均交易量
(1)國內ETF：超過一千萬等值新臺幣。
(2)國外ETF(不含港股ETF)：超過五十萬等值美元。
(3)港股ETF：超過二十五萬等值美元。
2. 資產規模
(1)國內ETF：超過五億等值新臺幣。
(2)國外ETF(不含港股ETF)：超過一億等值美元。
(3)港股ETF：超過五千萬等值美元。
四、全權委外管理之投資帳戶篩選標準
1.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其為境內基金管理機構發行或經理者
a.應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b.資產規模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2)其為境外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者
a.應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或銷售者為限。
b.資產規模超過二十億等值新臺幣。
2.ETF(Exchanged Trade Fund) ：
(1)最近半年每日平均交易量
a.國內ETF：超過一千萬等值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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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外ETF(不含港股ETF)：超過五十萬等值美元。
c.港股ETF：超過二十五萬等值美元。
(2)資產規模
a.國內ETF：超過五億等值新臺幣。
b.國外ETF(不含港股ETF)：超過一億等值美元。
c.港股ETF：超過五千萬等值美元。
參、連結標的配置風險等級與適合銷售的對象：
保單投資標的
配置風險等級

適合的客戶屬性

RR1

保守型/穏健性/積極型

RR2

保守型/穏健性/積極型

RR3

穏健性/積極型

RR4

穏健性/積極型

RR5

積極型

(三)、貨幣帳戶說明
壹、本保單提供新臺幣、美元、歐元、日圓、澳幣、英鎊、港幣、瑞士法郎、南非幣等九種貨幣帳戶。
貳、貨幣帳戶簡介：
貨幣帳戶係以宣告利率方式計算該貨幣帳戶應有之利息給付。貨幣帳戶之設立及所有投資行為符
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接受保險法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參、宣告利率：
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該貨幣帳戶之利息給付，宣告利率保證期間為一
個月，且宣告利率不得為負。
肆、投資工具及標的包含：銀行存款
伍、本帳戶屬於被動式管理方式本帳戶之運作方式：
本公司收到保戶約定投入本帳戶之保險費後，會基於當時市場情況，於本帳戶可投資之範圍內投
入 保險費，之後除下列情況需移出保險費外，本公司將不會調整本帳戶之投資配置：
(一)每月扣除額之扣除金額。(二)配合要保人之申請，如解約、部份提領或轉出等。
陸、貨幣帳戶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無
柒、貨幣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3/30

(四)、類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簡介
1. 中國信託投信全委代操美國價值戰略平衡投資帳戶-累積
壹、帳戶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帳戶之設立及所有之交易行為，均應依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辦理，並受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貳、投資內容：
一、受委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名稱：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二、受委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說明：無
三、基金種類/配置比例：類全委型 / 每月參考美國 OECD 經濟領先指標決定股票型投資標的及
債券型投資標的之配置比重。
四、投資目標/選定理由：
當最近的 OECD 美國綜合領先指標月變動率若為過去 24 個月最低值，判定為「嚴峻(severe)」
訊號，反之為「正常(normal)」訊號。若為「正常」訊號時，股債配置為 70%:30%。若為「嚴
峻」訊號時，股債配置為 50%:50%。債券型投資標的為配置各半的美國高收債與美國長天期
公債之 ETF 或基金。
五、基金型態/ 計價幣別：開放式/ 美元
六、核准發行總面額/ 目前資產規模：不適用/ 視客戶實際申購數
七、投資地理分佈：主要投資於美國(投資海外)
八、基金經理人：張凱鳴 學歷：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1.宏觀投顧全委投資經
理人 2.中國信託投信國內投資科研究員 3.中國信託投信全權委託科基金經理人
(近二年無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規定之處分情形。)
九、基金投資績效(%)、風險係數(標準差(%))及風險等級：(至 2021/04/19 止，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證
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報酬率

一年

二年

三年

年化標準差 (36M)

風險等級

n.a.

n.a.

n.a.

n.a.

RR3

a.基金評估期間在一年以內係為累計報酬率，一年以上係以年度化報酬率表達
b.基金存在期間(或資料取得期間)小於評估期間或無法取得時，則該評估期間不計算報酬率，以“ n.a. ”表示
c.上述投資報酬率為原幣別之投資報酬率，並未考慮匯率因素
d.基金以往之績效，並不代表基金未來之績效，亦非保證基金未來之最低收益，本公司不保證該基金將來之收益，上述資料僅供參考。
e.標準差係用以衡量報酬率之波動程度，36M 即以最近 36 個月之報酬率所算出之年化標準差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地址：臺北市 115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十一、投資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月報」。
十二、委託報酬：不多於 1%
參、可供投資帳戶投資之子基金明細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ISIN code
US4642877397
US81369Y5069
US81369Y3080
US81369Y8865
US81369Y8030
US81369Y2090
US81369Y4070
US81369Y7040
US81369Y1001
US81369Y6059
US81369Y8527
US4642874329
US78464A6644
US4642885135
US78468R6229

投資標的
iShares 安碩美國不動產 ETF
能源精選行業 SPDR 基金
思柏達核心消費指數基金
SPDR 公用事業精選行業基金
思柏達科技指數基金
思柏達健康護理指數基金
思柏達非核心消費指數基金
思柏達工業指數基金
SPDR 原料指數基金
思柏達金融指數基金
通信服務精選行業 SPDR 基金
iShares 安碩 20 年以上公債 ETF
SPDR 投資組合長期公債 ETF
iShares iBoxx 高收益公司債 ETF
SPDR 彭博巴克萊高收益債券 ETF

經理費費率(%)
0.42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15
0.06
0.49
0.40

保管費費率(%)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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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IE00B4PY7Y77
US78468R6633
US4642886794
US4642874576
US4642872265

iShares 美元高收益公司債 UCITS
SPDR 巴克萊 1-3 個月國庫券 ETF
iShares 安碩短期公債 ETF
iShares 安碩 1-3 年公債 ETF
iShares 安碩核心美國整合債券 ETF

0.50
0.1359
0.15
0.15
0.04

-

肆、投資之子標的達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1%（含）以上者，該子標的應負擔各項費用之費用率如下：
2021/04/19 成立暫不公告

2. 中國信託投信全委代操美國價值戰略平衡投資帳戶-月撥回(現金) (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壹、帳戶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帳戶之設立及所有之交易行為，均應依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辦理，並受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貳、投資內容：
一、受委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名稱：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二、受委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說明：無
三、基金種類/配置比例：類全委型 / 每月參考美國 OECD 經濟領先指標決定股票型投資標的及
債券型投資標的之配置比重。
四、投資目標/選定理由：
當最近的 OECD 美國綜合領先指標月變動率若為過去 24 個月最低值，判定為「嚴峻(severe)」
訊號，反之為「正常(normal)」訊號。若為「正常」訊號時，股債配置為 70%:30%。若為「嚴
峻」訊號時，股債配置為 50%:50%。債券型投資標的為配置各半的美國高收債與美國長天期
公債之 ETF 或基金。
五、基金型態/ 計價幣別：開放式/ 美元
六、核准發行總面額/ 目前資產規模：不適用/ 視客戶實際申購數
七、投資地理分佈：主要投資於美國(投資海外)
八、基金經理人：張凱鳴 學歷：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1.宏觀投顧全委投資經
理人 2.中國信託投信國內投資科研究員 3.中國信託投信全權委託科基金經理人
(近二年無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規定之處分情形。)
九、基金投資績效(%)、風險係數(標準差(%))及風險等級：(至 2021/04/19 止，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證
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報酬率

一年

二年

三年

年化標準差 (36M)

風險等級

n.a.

n.a.

n.a.

n.a.

RR3

a.基金評估期間在一年以內係為累計報酬率，一年以上係以年度化報酬率表達
b.基金存在期間(或資料取得期間)小於評估期間或無法取得時，則該評估期間不計算報酬率，以“ n.a. ”表示
c.上述投資報酬率為原幣別之投資報酬率，並未考慮匯率因素
d.基金以往之績效，並不代表基金未來之績效，亦非保證基金未來之最低收益，本公司不保證該基金將來之收益，上述資料僅供參考。
e.標準差係用以衡量報酬率之波動程度，36M 即以最近 36 個月之報酬率所算出之年化標準差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地址：臺北市 115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十一、投資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月報」。
十二、委託資產提減(撥回)
(一)提減(撥回)資產來源：資產撥回來源包含所投資股、債基金之配息、資本利得，亦可能
為本金。
(二)提減(撥回)機制：
每月固定撥回：每月一次採特定比例撥回，預定為每月 1 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下一營
業日。首次委託投資資產之日淨值為 10 美元，首次撥回基準日為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
基準日 NAV≧8，每月每單位撥回 0.0459 美元(約 5.5%)；NAV<8，不撥回。
不定期加碼撥回：
每日檢視，當 NAV≧10.3 時，隔日加碼撥回每單位 0.0459 美元，每月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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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機制：提減(撥回)機制或給付方式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
可抗力情事等，且足以對委託投資之資產及其收益造成重大影響者，代操機構得視情況
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並將其公告予保戶知悉，以符合善良管理人之責任。
(四)提減(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範例：
假設保戶於提減(撥回)前一日持有委託帳戶 100 單位，單位淨值為 10.00；提減(撥
回)10.00 X 5% ÷ 12 後單位淨值會變為 9.9583 (假設委託資產之市值沒變)，則帳戶價
值會因提減(撥回)作業，由 1,000 元 變為 995.83 元，惟保戶會收到 4.17 元相當之現
金或單位數。
(五)上述提減(撥回)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
資產中提減(撥回)，委託資產提減(撥回)後之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可能因此減少。
十三、委託報酬：不多於 1%
參、可供投資帳戶投資之子基金明細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SIN code
US4642877397
US81369Y5069
US81369Y3080
US81369Y8865
US81369Y8030
US81369Y2090
US81369Y4070
US81369Y7040
US81369Y1001
US81369Y6059
US81369Y8527
US4642874329
US78464A6644
US4642885135
US78468R6229
IE00B4PY7Y77
US78468R6633
US4642886794
US4642874576
US4642872265

投資標的
iShares 安碩美國不動產 ETF
能源精選行業 SPDR 基金
思柏達核心消費指數基金
SPDR 公用事業精選行業基金
思柏達科技指數基金
思柏達健康護理指數基金
思柏達非核心消費指數基金
思柏達工業指數基金
SPDR 原料指數基金
思柏達金融指數基金
通信服務精選行業 SPDR 基金
iShares 安碩 20 年以上公債 ETF
SPDR 投資組合長期公債 ETF
iShares iBoxx 高收益公司債 ETF
SPDR 彭博巴克萊高收益債券 ETF
iShares 美元高收益公司債 UCITS
SPDR 巴克萊 1-3 個月國庫券 ETF
iShares 安碩短期公債 ETF
iShares 安碩 1-3 年公債 ETF
iShares 安碩核心美國整合債券 ETF

經理費費率(%)
0.42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15
0.06
0.49
0.40
0.50
0.1359
0.15
0.15
0.04

保管費費率(%)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

肆、投資之子標的達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1%（含）以上者，該子標的應負擔各項費用之費用率如下：
2021/04/19 成立暫不公告
類全委範例說明
【範例說明 1:以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為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新臺幣 100,000 元，並選擇基金 A（投資標的名稱)及基金 B
（投資標的名稱)，各配置 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投資標的用以計算費用之價
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的基金 A 及基金二之經理費及保管費費用率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基金 A

經理費費率（每年)
1.5%

保管費費率（每年)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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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B

1%

0.1%

則保戶投資於基金 A 及基金 B 每年最高應負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1.基金 A：50,000 ×(1.5%+0.3%) = 900 元。
2.基金 B：50,000 ×(1%+0.1%) = 550 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基金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範例說明 2:以連結類全委帳戶為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新臺幣 100,000 元，並選擇類全委投資帳戶 A 及類全委投資
帳戶 B，各配置 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類全委帳戶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
動。
假設投資標的基金 C、基金 D 之經理費及保管費費用率，以及該等類全委帳戶所投資子基金之經理費
及保管費費用率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經理費費率（每年)

保管費費率（每年)

類全委投資帳戶 A

1.5%

0.1% ~ 0.2%

基金 C 投資之子基金

1% ~ 2%

0.15% ~ 0.3%

類全委投資帳戶 B

1%

0.1%

基金 D 投資之子基金

0.8% ~ 1.5%

0.1% ~ 0.2%

則保戶投資於類全委投資帳戶 A 及類全委投資帳戶 B 每年最高應負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1.類全委投資帳戶 A
：50,000 ×(2%+0.3%) + (50,000-50,000*(2%+0.3%)) ×(1.5%+0.2%) = 1,150 + 830.45 = 1,980.45 元。

2.類全委投資帳戶 B
：50,000 ×(1.5%+0.2%) + (50,000-50,000*(1.5%+0.2%)) ×(1%+0.1%) = 850 + 540.65 = 1,390.65 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類全委帳戶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註 1：受委託管理類全委帳戶資產之投信業者如有將類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信業者經理之基
金時，就該經理之基金部分，投信業者不得再收取類全委帳戶之經理費。
註 2：類全委帳戶之經理費係由本公司及受託管理該類全委帳戶之投信業者所收取，類全委帳戶
投資之子基金之經理費則係由經理該子基金之投信業者所收取。
註 3：運用類全委帳戶資產買賣投信業者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共同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及其他相關商品，如有自投信業者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返還至類
全委帳 戶資產，可增加帳戶淨資產價值。前述各項利益係由投信業者原本收取之經理費
中提撥，不影響子標的淨值。
【範例說明 3: 定期提減(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範例】
1.固定撥回(無加碼撥回)
假設保戶於提減(撥回)基準日持有委託帳戶 100 單位，單位淨值為 10.1；每受益權單位固定提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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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回)新臺幣 0.05 元後單位淨值會變為 10.05 (假設委託資產之市值沒變)，則帳戶價值會因提
減(撥回)作業，由新臺幣 1,010 元變為新臺幣 1,005 元，惟保戶會收到新臺幣 5 元相當之現金或
單位數。
2.固定撥回且額外加碼撥回
假設保戶於加碼提減(撥回)基準日持有委託帳戶 100 單位，加碼提減(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為 10.6，
每單位撥回新臺幣 0.05 元，加碼撥回新臺幣 0.12 元，共撥回新臺幣 0.17 元後單位淨值為 10.43；
則帳戶價值會因提減(撥回)作業，由新臺幣 1,060 元變為新臺幣 1,043 元，惟保戶會收到新臺幣 17
元(含加碼撥回金額)相當之現金或單位數。

(五)、基金通路報酬揭露

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通路報酬揭露
本公司投資型商品提供連結之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投資人
實際支付之費用。
***未來本商品如有連結之投資標的變動或相關通路報酬變動時，請查閱本公司官網(www.chubblife.com.tw)投資型商品
最新訊息。
投資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分成

贊助或提供對本公司之產品說明會及 其他報酬(新臺幣
員工教育訓練(新臺幣元)
元)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台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合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百達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法銀巴黎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品浩太平洋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國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統一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凱基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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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瑞聯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路博邁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鋒裕匯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霸菱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未達貳佰萬

未達壹佰萬

範例說明
本公司自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機構收取 1%(或不多於 1%)之通路服務費分成，另收取未達貳佰萬之贊
助或提供對本公司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費用及未達壹佰萬之其他報酬。故 台端購買本公司投資型商品，其中每
投資 100,000 元於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所代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 元
2. 由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投資機構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不論是否收取
以下費用，均不影響基金淨值。)
(1) 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
(2) 對本公司之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本公司自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不多於貳佰萬
元。
(3) 其他報酬：本公司自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不多於壹佰萬元之其他報酬。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專設帳簿資產作為連結，故各投
資機構支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投資
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投資機構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
與專設帳簿資產性質不同且各投資機構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專設帳
簿資產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投資機構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
或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專設帳簿資產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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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險公司基本資料
一、公司名稱：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二、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8 號 12 樓
三、網

址：www.chubblife.com.tw

四、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61-988
五、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0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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