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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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11.06.29安達精字第1110000204號函備查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五)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11.06.29安達精字第1110000208號函備查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29 日
公司內部審核編號：MPM111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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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投資等級債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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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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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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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保人行使契約撤銷權期限
◼

要保人得自保單送達之翌日起算十日內行使契約撤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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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繳
100,000
3.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保險費上限
300,000,000

於年金累積期間且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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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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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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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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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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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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歲，投保「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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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9
54
59
64
69
70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25
30
35
36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9
54
59
64
69
70

保險費
1,000,000

累積所繳
保險費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假設投資報酬率 6%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2,551
17,055
7,843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1,036,728
1,081,332
1,138,119
1,205,166
1,276,237
1,351,573
1,431,429
1,516,076
1,605,801
1,700,909
2,269,224
3,029,749
4,047,503
5,409,491
7,232,137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假設投資報酬率 2%
解約金
(年末)
974,525
1,032,673
1,097,147
1,172,627
1,276,237
1,351,573
1,431,429
1,516,076
1,605,801
1,700,909
2,269,224
3,029,749
4,047,503
5,409,491
7,232,137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2,177
16,188
7,242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997,585
1,001,173
1,013,876
1,032,941
1,052,386
1,072,221
1,092,452
1,113,088
1,134,136
1,155,607
1,269,566
1,395,392
1,534,312
1,687,693
1,857,038

7,232,137
保險費
1,000,000

累積所繳
保險費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978,012
962,250
955,295
954,095
952,895
951,695
950,495
949,295
948,095
946,895
940,895
934,895
928,895
922,895
916,895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916,895

解約金
(年末)
937,730
956,121
977,377
1,005,052
1,052,386
1,072,221
1,092,452
1,113,088
1,134,136
1,155,607
1,269,566
1,395,392
1,534,312
1,687,693
1,857,038

1,857,038

假設投資報酬率 0%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1,988
15,762
6,955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假設投資報酬率 -6%
解約金
(年末)
919,332
918,949
920,905
928,335
952,895
951,695
950,495
949,295
948,095
946,895
940,895
934,895
928,895
922,895
916,895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21,414
14,509
6,143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919,296
850,110
793,165
744,415
698,589
655,514
615,023
576,959
541,180
507,548
367,344
264,449
188,933
133,512
92,840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解約金
(年末)
864,139
811,856
764,612
724,316
698,589
655,514
615,023
576,959
541,180
507,548
367,344
264,449
188,933
133,512
92,840

92,840

註：上述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相關費用，其相關費用請參閱本
商品說明書【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註：上表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係指尚未扣解約費用之金額，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解約當時之保單
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3%
0%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
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上述範例數值假設每年帳戶報酬率維持不變。此報酬率並非保證，僅供參考之用，並不代表未
來之實際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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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用之揭露
◼

請參考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保單條款附表一、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
關費用一覽表及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五)附表二(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
往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
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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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 保單條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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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不得小於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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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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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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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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牌告活期儲蓄存款年
利率平均值之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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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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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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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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平均成本：係指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二十九、持有成本：係指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三十、報酬率：係指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三十一、停利機制：係指要保人得依本契約第三十二條約定，於投資標的之報酬率達到停利
點時，自動將該投資標的價值全數轉換至貨幣帳戶的轉換機制。
三十二、停利點：係指於停利機制下，要保人所指定投資標的之特定報酬率，本契約最低停
利點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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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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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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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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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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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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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停利點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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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指定投資標的之停
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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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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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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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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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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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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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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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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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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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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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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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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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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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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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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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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平均成本、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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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各投資標的平均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
ㄧ、首次申購該投資標的時(如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之投資配置、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投
資配置、由其他投資標的轉入或其他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之交易)：以該次交易金額除
以該次交易取得投資標的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二、第二次以後申購該投資標的時(如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投資配置、由其他投資標的
轉入、投資標的可分配收益再投資或其他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之交易)：以該次交易前
持有該投資標的單位數乘以該次交易前投資標的平均成本，加計該次交易金額，再除以
該次交易後持有投資標的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三、本契約各項費用之扣除、部分提領、投資標的轉出或其他減少投資標的單位數之交易時：
平均成本維持不變。
本契約各投資標的持有成本，係以投資標的平均成本乘以投資標的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本契約各投資標的之報酬率，係以計算當時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最新投資標的價值減去投資標
的持有成本後，除以投資標的持有成本所得之值。
投資標的平均成本、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過程詳如範例說明 1。
第三十二條

停利機制

本契約停利機制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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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投
資標的之報酬率達到要保人所指定之停利點時，則執行停利機制。
二、計算投資標的價值：將應停利之投資標的依執行停利機制當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該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投資標的價值。
三、轉入貨幣帳戶：將投資標的依計算出其價值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轉入與該投資標的相
同幣別之貨幣帳戶。
因前項執行停利機制所為之轉換，不計入轉換次數。
停利機制之計算過程詳如範例說明 2。
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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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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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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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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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一、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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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
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
1. 保單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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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費用率 0.175% 0.125%
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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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
(3)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1) 貨幣帳戶：無。
2. 管理費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2%。
(3)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5%。
(1) 貨幣帳戶：無。
3. 保管費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3)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14%。
(1) 貨幣帳戶：無。
4. 贖回費用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無。
(3)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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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轉換費用
元。
6. 其他費用
無。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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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
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1. 解約費用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請
保單帳戶價 值部分提 領，則部 分提領之 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
值的百分之十,0)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

2
5%

3
4%

4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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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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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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購
手續費
(註 1)
無
1%

管理費
(每年)
(註 2)
無
1.2%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註 1)

管理費
(每年)
(註 2)

中國信託投信代操大師策略
管理投資帳戶-累積

無

1.5%

投資標的名稱
貨幣帳戶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保管費
(每年)
(註 2)
無
0.1%

贖回費用
無
無

保管費
(每年)
贖回費用
(註 2)
投資專戶每月月底日之委託投資資產市值，按美國市
場每年 0.0125%、歐洲市場每年 0.0140%之比率計算
無
各月份之保管手續費，自資產中扣除。

中國信託投信代操大師策略
投資專戶每月月底日之委託投資資產市值，按美國市
管理投資帳戶-月撥回(現金)
無
1.5%
場每年 0.0125%、歐洲市場每年 0.0140%之比率計算
無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
各月份之保管手續費，自資產中扣除。
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1：申購手續費於申購及轉換時均需收取。
註 2：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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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s)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由本公司重新計算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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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貨幣帳戶
計價
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是否有
單位淨值

是否
配息

新臺幣

新臺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美元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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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利率不得低於 0。
美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二)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詳如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五)附
表一 (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
的批註條款五)。

附表三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詳如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五)附表二 (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
註條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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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1. 投資標的平均成本、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
(1) 投資標的平均成本及持有成本的計算
a. 假設要保人繳交保險費新臺幣900,000元，扣除保費費用(=0)後，約定帳戶分配比例50%申購以美元計
價之投資標的A，其單位淨值為100.00，並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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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轉換為美元之金額=900,000÷30=30,000.00美元
申購投資標的A交易金額=30,000.00×50%=15,000.00美元
取得投資標的A單位數=15,000.00÷100=150.00單位
投資標的A平均成本=15,000.00÷150.00=100.00美元
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100.00×150.00=15,000.00美元
b. 假設於S日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從以歐元計價之投資標的B轉出2,000.00歐元，轉入以美元計價
之投資標的A，並假設於S+1日時，投資標的A單位淨值為98.80，持有單位數為150.00，平均成本為
100.00美元，S+1日之美元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為1/1.482(美元兌歐元之匯率)，則
本次申購投資標的A交易金額=2,000.00歐元×1.482=2,964.00美元
本次交易後持有投資標的A單位數=150.00+(2,964.00÷98.80)=180.00單位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平均成本=[(150.00×100.00)+2,964.00]÷180.00=99.80美元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99.80×180.00=17,964.00美元
c. 假設日後於保單週月日投資標的A需扣除保險相關費用新臺幣2,520元，其單位淨值為105.00，持有單
位數為180.00，平均成本為99.80美元，並假設該保單週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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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需扣除投資標的A單位數=(2,520÷30)÷105.00=0.80單位
本次交易後持有投資標的A單位數=180.00-0.80=179.20單位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平均成本=99.80美元(維持不變)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99.80×179.20=17,884.16美元
(2) 投資標的報酬率的計算
假設計算報酬率當日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為17,884.16美元，持有單位數為179.20，且計算當日本公司系
統所得之投資標的A最新單位淨值為106.00，則
最新投資標的A價值=106.00×179.20=18,995.20美元
投資標的A報酬率=(18,995.20-17,884.16)÷17,884.1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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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利機制
執行條件：每日自動進行檢視，若投資標的之報酬率達到停利點時，則執行停利機制。
範例假設：假設要保人設置以美元計價之投資標的A停利點為10%。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依投資標的之報酬率判 假設1日至5日，投資標的A之報酬率如下表：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斷是否執行停利機制。
投資標的A
之報酬率

8.38%

9.49%

9.88%

9.21%

10.88%

由上表可知，投資標的A於5日時達到停利點
(10%)，則執行停利機制。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將應停利之投資標的依 假設投資標的A持有單位數為166.00單位，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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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該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 位淨值為112.00，則
評價日
算投資標的價值。
投資標的A價值為18,592.00美元
(=112.00×166.00)
計算出投資標的價 將投資標的價值轉入貨 則轉入與投資標的A相同幣別之美元貨幣帳戶
值後的第一個資產 幣帳戶。
金額為18,592.00美元
評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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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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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標的之揭露
※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 【投資標的說明書】
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鑫安得利
投資標的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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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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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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06 月 29 日

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