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09.08.24安達精字第1090244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2.02.06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08.30金管保壽字 

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09.08.24安達精字第1090250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2.02.06安達精字第1120000024號函備查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 

公司內部審核編號：PS11202-66 Protus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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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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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

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例示性案例可至安達人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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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11-709詢問，或至安達人壽（台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一段 39號 6樓）洽詢索取。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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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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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額萬能壽險保險費（主約保險費）=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保險費須以元為單位，

且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需足以支付三期保險相關費用。 

2. 首期最低目標保險費：新臺幣 100,000元 

3. 承保後【單筆追加】超額保險費規定：保單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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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元。 

4. 同一被保險人累積最高保險費限制：同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資型壽險有效契約累積

所繳保險費總額，不得使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 15 足歲-保險年齡 60 歲(含)：以新臺幣 2 億元為限。 

(2) 被保險人年齡 61-70 歲(含)：以新臺幣 1.3 億元為限。 

(3) 被保險人年齡 71 歲以上(含)：以新臺幣 4 千萬元為限。 

5. 繳別：彈性繳。 

6. 首期保險費繳費方式選擇： 

(1) 匯款、郵局劃撥、自動櫃員機繳費。 

(2)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3) 即期支票。 

7. 投資標的規定： 

(1) 投資標的最多可任選12檔，各投資標的分配比例之指定需為整數百分比且總和為

100%。 

(2) 「約定標的幣別」：投保時選擇投資標的之計價幣別，並做為自動轉換金額及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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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基金與貨幣帳戶及投資標的平均成本與持有成本計算之貨幣單位。約定標的幣

別經要保人選擇後不得再辦理變更。 

(3) 自動轉換機制及金額： 

a. 自動轉換機制：按指定約定標的幣別之金額，自母基金轉換至子基金的轉換機制。 

b. 自動轉換日：為每月的1日、11日或21日。(可複選) 

c. 自動轉換金額：子基金每期最低自動轉換金額為新臺幣5000元/美元150元/歐元150

元/澳幣150元，合計約定自動轉換金額不得高於投保時所繳保險費的10%，日後變

更約定自動轉換金額不得高於申請當時母帳戶價值的10%。 

(4) 注意事項： 

母子基金限選擇同「約定標的幣別」之投資標的，「金額或比例%」需為整數，若指

定為比例者，其比例加總需為100%；子基金、子帳戶、母子帳戶之停利點設定範圍為

10%～999%，比例％須為整數百分比，不填寫視同不停利。 

(5)倘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其中1人達65歲，所連結投資標的不得為風險等級屬RR5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境外基金／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

之全權委託帳戶，及不得選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但如要保

人具相當金融投資或財富管理經驗者，不在此限。 

 

 (二)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例，應在「保單帳戶

價值比率」以上，始得繳交該次保險費： 

一、 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 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 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 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五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

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應在「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以上，始得變更基本

保額： 

一、 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 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 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 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

之餘額。 

(二) 保單帳戶價值。 

(三)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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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五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

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

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數值之判斷時點，以下列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率為準計算：  

一、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二、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三) 保險費不交付之效果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若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

支付當月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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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

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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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

事故時，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保險成本、保單管理

費及系統管理費。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二、保險金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若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後仍依第十二條約定收取保險成本時，本公

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三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

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

如有超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

分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檢齊申

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 

第五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

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

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

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附)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

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

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第二十九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若已超過第四十五條所約定

之時效，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

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二)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四所列之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定

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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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因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致成完全失能後仍依第十二條約定收取保險成本時，本

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依第三十一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若已超過第四十五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

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

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

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三)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零時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

該日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存放於原投

資標的計價幣別之貨幣帳戶之宣告利率，自本公司收到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

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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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

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若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

司仍應依本契約約定負保險責任。 

 

四、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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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成本、系統管理費)。 

八、期末之保險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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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bblife.com.tw/
http://www.chubb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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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範例說明 

陳先生今年 35歲，投保「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丁型)」，躉繳保險費新臺幣 100萬元，基

本保額新臺幣 160萬元，投資標的配置比例為 100%的「共同基金」。於契約有效期間，本公司收取

保費費用、系統管理費、保單管理費及保險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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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的轉換與投資標的未達到停利點，計算各年度的保費費

用、系統管理費、保單管理費、保險成本、保單帳戶價值、身故或完全失能給付及解約金之金額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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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壽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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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約費用率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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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管理費&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系統管理費&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1 35 1,000,000          1,000,000          30,000               9,529                 937                    1,017,398          1,627,837                 1,007,225          9,384                 958                    978,947             1,600,000                 969,158             

2 36 1,000,000          9,935                 1,037                 1,067,118          1,707,389                 1,056,447          9,456                 1,025                 987,932             1,600,000                 978,053             

3 37 1,000,000          10,362               1,181                 1,119,234          1,790,774                 1,119,234          9,534                 1,097                 996,945             1,600,000                 996,945             

4 38 1,000,000          10,810               1,338                 1,173,850          1,878,160                 1,173,850          9,609                 1,175                 1,005,983          1,609,573                 1,005,983          

5 39 1,000,000          11,279               1,506                 1,231,086          1,969,738                 1,231,086          9,684                 1,266                 1,015,034          1,624,054                 1,015,034          

6 40 1,000,000          11,771               1,702                 1,291,048          2,065,677                 1,291,048          9,762                 1,378                 1,024,075          1,638,520                 1,024,075          

7 41 1,000,000          12,287               1,283                 1,354,507          1,896,310                 1,354,507          9,838                 1,389                 1,033,209          1,600,000                 1,033,209          

8 42 1,000,000          12,832               1,458                 1,421,029          1,989,441                 1,421,029          9,914                 1,484                 1,042,352          1,600,000                 1,042,352          

9 43 1,000,000          13,404               1,670                 1,490,734          2,087,028                 1,490,734          9,991                 1,592                 1,051,490          1,600,000                 1,051,490          

10 44 1,000,000          14,002               1,913                 1,563,755          2,189,257                 1,563,755          10,068               1,707                 1,060,618          1,600,000                 1,060,618          

15 49 1,000,000          17,441               3,687                 1,983,501          2,776,901                 1,983,501          10,448               2,379                 1,105,875          1,600,000                 1,105,875          

20 54 1,000,000          21,831               3,318                 2,520,670          3,024,804                 2,520,670          10,822               3,070                 1,150,157          1,600,000                 1,150,157          

25 59 1,000,000          27,402               6,264                 3,200,349          3,840,419                 3,200,349          11,184               4,133                 1,192,837          1,600,000                 1,192,837          

30 64 1,000,000          34,508               5,940                 4,069,119          4,476,031                 4,069,119          11,509               5,583                 1,231,198          1,600,000                 1,231,198          

35 69 1,000,000          43,479               11,756               5,163,356          5,679,692                 5,163,356          11,773               7,971                 1,261,582          1,600,000                 1,261,582          

40 74 1,000,000          55,070               4,652                 6,584,788          6,716,484                 6,584,788          11,923               11,726               1,277,504          1,600,000                 1,277,504          

45 79 1,000,000          69,958               9,018                 8,402,942          8,571,001                 8,402,942          11,873               18,150               1,267,858          1,600,000                 1,267,858          

50 84 1,000,000          88,768               17,482               10,698,737        10,912,712               10,698,737        11,407               32,277               1,204,263          1,600,000                 1,204,263          

55 89 1,000,000          112,348             33,660               13,573,542        13,845,013               13,573,542        9,884                 72,021               999,742             1,600,000                 999,742             

60 94 1,000,000          143,172             -                    17,361,794        17,361,794               17,361,794        4,620                 236,650             276,712             1,600,000                 276,712             

65 99 1,000,000          183,316             -                    22,271,216        22,271,216               22,271,216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70 104 1,000,000          234,830             -                    28,570,818        28,570,818               28,570,818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76 110 1,000,000          316,242             -                    38,527,149        38,527,149               38,527,149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假設投資報酬率 2%假設投資報酬率 6%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保險費
累積所繳

保險費
保費費用

系統管理費&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系統管理費&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身故/完全失能給付

(年末)

解約金

(年末)

1 35 1,000,000          1,000,000          30,000               9,308                 973                    959,719             1,600,000                 950,122             9,084                 1,013                 902,036             1,600,000                 893,016             

2 36 1,000,000          9,222                 1,072                 949,425             1,600,000                 939,931             8,530                 1,209                 838,495             1,600,000                 830,111             

3 37 1,000,000          9,136                 1,182                 939,107             1,600,000                 939,107             8,011                 1,424                 779,063             1,600,000                 779,063             

4 38 1,000,000          9,049                 1,297                 928,761             1,600,000                 928,761             7,528                 1,650                 723,445             1,600,000                 723,445             

5 39 1,000,000          8,961                 1,412                 918,388             1,600,000                 918,388             7,074                 1,881                 671,379             1,600,000                 671,379             

6 40 1,000,000          8,874                 1,547                 907,967             1,600,000                 907,967             6,649                 2,144                 622,591             1,600,000                 622,591             

7 41 1,000,000          8,787                 1,692                 897,488             1,600,000                 897,488             6,252                 2,426                 576,844             1,600,000                 576,844             

8 42 1,000,000          8,698                 1,864                 886,926             1,600,000                 886,926             5,880                 2,750                 533,888             1,600,000                 533,888             

9 43 1,000,000          8,609                 2,064                 876,253             1,600,000                 876,253             5,527                 3,119                 493,495             1,600,000                 493,495             

10 44 1,000,000          8,518                 2,287                 865,448             1,600,000                 865,448             5,196                 3,528                 455,450             1,600,000                 455,450             

15 49 1,000,000          8,047                 3,741                 808,737             1,600,000                 808,737             3,800                 6,150                 294,061             1,600,000                 294,061             

20 54 1,000,000          7,523                 5,722                 745,590             1,600,000                 745,590             2,709                 9,592                 167,124             1,600,000                 167,124             

25 59 1,000,000          6,918                 9,229                 672,001             1,600,000                 672,001             1,791                 15,360               58,749               1,600,000                 58,749               

30 64 1,000,000          6,147                 15,148               577,329             1,600,000                 577,329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35 69 1,000,000          5,061                 26,639               442,413             1,600,000                 442,413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40 74 1,000,000          3,354                 48,721               228,117             1,600,000                 228,117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45 79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50 84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55 89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60 94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65 99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70 104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76 110 1,000,000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停效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保險費
累積所繳

保險費
保費費用

假設投資報酬率 -6%假設投資報酬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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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用之揭露 
◼ 請參考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附表一、投資型壽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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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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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 若遇費用改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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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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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額：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投保金額。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增加或

減少基本保額，且須符合第十一條第二項約定。惟增加基本保額，需經本公司同意；減

少後之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

之基本保額為準。基本保額增加或減少的申請，自本公司收到書面申請文件日的下一個

保單週月日生效，並批註於保險單。 

二、淨危險保額：係指依要保人在訂立本契約時選擇之保險型態，按下列方式所計算之金額

後，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惟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淨危險保額係指喪葬費用保險金。 

(一) 丁型：為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

比率，與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三者之較大者。 

(二) 戊型：為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

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與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三者

之較大者。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五條約定投入

投資標的或貨幣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 

三、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該金額以淨危險保額

與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總和給付，其中，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係以受益人檢齊申

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

計算。 

四、目標保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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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預計繳交之保險費訂定，用以提供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障及投資需求。上開

繳交目標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網站所公告之規定。 

五、超額保險費：係指由要保人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單帳戶價值，於目標保險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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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以外另單筆追加之超額保險費。上開繳交超額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網站所

公告之規定，且累積已繳保險費總額不得使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超過本契約報

主管機關最高金額限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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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單管理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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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十

二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八、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身故、完全失能保障所需的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

附表五)。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

及淨危險保額計算，並依第十二條約定時點扣除。 

九、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第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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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第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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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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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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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繳交之超額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三) 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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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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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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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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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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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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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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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成本、

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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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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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依第十二款方

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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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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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保險費年度：係指要保人繳付目標保險費之保單年度。惟若歷保單年度有目標保險費

未繳足之情形者，應依序補齊之，受遞補之保單年度為該筆目標保險費之保險費年度。 

二十一、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係指下列數值： 

(一)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當時保險年齡在三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三十一歲(含)以上，四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六十

。 

(三)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四十一歲(含)以上，五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四十

。 

(四)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五十一歲(含)以上，六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二十

。 

(五)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六十一歲(含)以上，七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

。 

(六)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七十一歲(含)以上，九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零二

。 

(七)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九十一歲(含)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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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於計算各項保險金時，因要保人曾經部分提領保單帳戶

價值而需自基本保額扣除之金額。 

二十四、匯率參考日：係指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二十五、收益實際分配日：係指現金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入本公司銀行帳戶之次一個工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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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標的幣別：係指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於要保書選擇投資標的之計價幣別，並

做為自動轉換金額及母基金、子基金與貨幣帳戶及投資標的平均成本與持有成本計算之

貨幣單位。約定標的幣別經要保人選擇後不得再辦理變更。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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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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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母子帳戶：係指母帳戶及子帳戶價值總和。 

三十一、母基金：係指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依附表二之一歸類為母基金，並經要保人指

定而歸屬於母帳戶之投資標的。 

三十二、子基金：係指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依附表二之一歸類為子基金，並經要保人指

定而歸屬於子帳戶之投資標的。 

三十三、貨幣帳戶：本契約之貨幣帳戶為約定標的幣別之貨幣帳戶。 

三十四、自動轉換機制：係指依第三十五條約定，於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之日，按要保人指

定約定標的幣別之金額，自母基金轉換至子基金的轉換機制。 

三十五、自動轉換金額：係指於自動轉換機制下，要保人所指定自母基金轉換至子基金約定

標的幣別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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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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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所提供之自動轉換日為每月的 1 日、11 日或 21 日。 

三十七、平均成本：係指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三十八、持有成本：係指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三十九、報酬率：係指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約定計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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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停利機制：係指要保人得依第三十六條約定，於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之報酬率

達到停利點時，自動將該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價值全數轉換至貨幣帳戶的轉換機

制。 

四十一、停利點：係指於停利機制下，要保人所指定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之特定報酬

率。 

四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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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基金時所收

取之費用，其費用如附表一。 

四十三、加碼機制：係指於執行自動轉換機制情形下，要保人得依第三十七條約定，於子基

金之報酬率達到加碼條件時，按加碼比例增加自母基金轉換至該子基金金額的機制。 

四十四、加碼條件：係指於加碼機制下，本契約所定子基金報酬率之特定範圍，其約定如第

三十七條。 

四十五、加碼比例：係指於加碼機制下，本契約所定於自動轉換日增加自母基金轉換至子基

金金額之比例，其約定如第三十七條。 

四十六、系統管理費：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系統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

並依第十二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第三條  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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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情形，在本公司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

保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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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

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若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

本公司仍應依本契約約定負保險責任。 

 

第五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或於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

週年日零時仍生存時，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 

 

第六條  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要保人繳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並由

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若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

支付當月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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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

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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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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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時，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保險成本、保單管理

費及系統管理費。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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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基金及貨幣帳戶之配置比

例予以投資配置。 

二、首次投資配置日以後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其餘額於本公司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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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兩年內，申請復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

效。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並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保險

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並另外繳交至少ㄧ期之超額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

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

送達本公司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未於十日內交齊本

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明者，本公司得退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

拒絕者，視為同意復效，並經要保人清償及繳交第二項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

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

償及繳交第二項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繳交之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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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四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三十九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七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

三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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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保險成本，以後仍依約定扣除

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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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

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

公司得解除契約，且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費費用、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其

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在增加基本保額時，對於本公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

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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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解除該加保部分之契約，且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費費用、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

理費，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二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契約開始

日或增加基本保額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本公司依第一項解除契約時，若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大於零，則本公司以契約解除日

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倘被保險人已身故，且已收齊第二十九條

約定之申領文件，則本公司以收齊申領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

人。但要保人死亡、失蹤、居住所不明，致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通知送達受益人。 

 

第十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依第二條第五款約定申請交付之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本公司以

下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該彈性繳交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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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彈性繳交超額保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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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例，應在「保單帳戶

價值比率」以上，始得繳交該次保險費： 

一、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之值。 

(一)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之餘額。 

(二)「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三)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五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

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應在「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以上，始得變更基本

保額： 

一、投保丁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 

(三)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二、投保戊型者：該金額係指下列三者之較大者。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為被保險人，則爲下列三者之較大者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一)變更後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之

餘額。 

(二)保單帳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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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五條約定投入投資標的或貨幣

帳戶，則不列入前述累積收益分配及累積提減(撥回)金額扣除計算。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

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數值之判斷時點，以下列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率為準計算：  

一、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二、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第十二條  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的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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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成本、保單

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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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之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依第二條第十二款約定自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 

本公司依前項計算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管理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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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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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戶價

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及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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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戶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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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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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成本及系統管理費之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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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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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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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與自動轉換機制、停利機制或加碼機制之設置及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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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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約定標的幣別，並指定

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子基金、自動轉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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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得於投保時指定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之停利點，並選擇參與加碼機制。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於本公司指定之範圍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變更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或子基金。 

二、變更自動轉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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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更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之停利點。 

四、參與或停止加碼機制。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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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該投資標的價值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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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分配日已超過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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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投資標的轉換及限制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申請相同約定標的幣別之不

同投資標的間轉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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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計價幣別之投資標的間不得轉換。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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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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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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後十五日內

且於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前述通知或申請得以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為之)： 

一、子基金關閉時：須變更該子基金之指定及配置比例。 

二、母基金終止時：須變更該母基金之指定，並將該終止之母基金價值全數轉出至新指定之

母基金。 

三、子基金終止時：須變更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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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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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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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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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保人另有指定參

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時，將繼續執行自動轉換機制；但若已無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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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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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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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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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依第三十九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約定給付保險金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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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且不加計利息。待特殊情事

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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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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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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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成本、系統管理費)。 

八、期末之保險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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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契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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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繳費累積達有保單帳戶價值而申請終止契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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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按未經過日數比例返還

已扣除之保險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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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繳交保險費，如累積有保單帳戶價值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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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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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後，將依第二十二條約定重算保險金扣除額。 

 

第二十二條  保險金扣除額的計算 

 

保險金扣除額於投保當時為零，要保人若有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或繳交保險費時，每次由

本公司重新計算保險金扣除額。其計算方式為： 

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 

＝ 計算前之保險金扣除額 

－ 要保人本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 要保人本次部分提領之金額。 

但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不得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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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亦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向本公司申請還原保險金扣除額為零，該還原之部分按第二

條第一款增加基本保額之約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

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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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算。 

 

第二十四條  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

時日為準，並依第二十六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本

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如要保人或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認為被保險人極可

能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傷害事故發生日為準，並依第二十六條約定返

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第二十五條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零時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

該日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存放於原投

資標的計價幣別之貨幣帳戶之宣告利率，自本公司收到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

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第二十六條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若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後仍依第十二條約定收取保險成本時，本公

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三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

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

如有超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

分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檢齊申

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 

第五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

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

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

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附)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

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

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第二十九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若已超過第四十五條所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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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效，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

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第二十七條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四所列之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定

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若因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致成完全失能後仍依第十二條約定收取保險成本時，本

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依第三十一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若已超過第四十五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

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

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

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效力終止。 

 

第二十八條  祝壽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祝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保險金申請書。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九條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三十條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要保人或應得之人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或第三十二條約定申請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時，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因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事致成完全失能而提出前項申請者，前項第二款文件

改為失能診斷書。 

 

第三十一條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申領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失能診斷書。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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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申領失能之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

另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

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不因此延展本公司依第二十三條約定應給付之期限。 

 

第三十二條  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

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失能。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三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本公司按第二十七條的約定給付完全

失能保險金。 

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金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受益人檢齊所須文件送達本公司次

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依照約定返還予應得之人。 

 

第三十三條  受益人受益權之喪失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

其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

人原應得之部分，依原約定比例計算後分歸其他受益人。 

 

第三十四條  投資標的平均成本、持有成本及報酬率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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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範例說明 1。 

 

第三十五條  自動轉換機制 

 

本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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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所得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最新單位淨值及母基金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母

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 

二、計算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依自動轉換日該母基金單位淨值，

計算各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 

三、轉入子基金：將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按要保人指定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子基金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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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各子基金應轉入金額，並依計算出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各子

基金單位淨值申購子基金。 

但於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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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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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子

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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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價值： 

(一) 屬子基金停利：將應停利之子基金依執行停利機制當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該

子基金單位淨值計算子基金價值。 

(二) 屬子帳戶停利：將應停利之子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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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屬母子帳戶停利：將應停利之母子帳戶依執行停利機制當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

日母帳戶中各母基金及子帳戶中各子基金單位淨值計算母子帳戶價值。 

三、轉入貨幣帳戶：將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依計算出其價值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轉

入貨幣帳戶。 

停利機制之計算過程如範例說明 3。 

 

第三十七條  加碼機制 

 

本契約加碼機制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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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所定之加碼條件時，則執行

該子基金之加碼機制。 

二、按加碼比例計算子基金加碼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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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乘以本契約所定之加碼比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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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最新單位淨值及

母基金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 

四、計算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數依自動轉換日該母基金單位淨值，

計算各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 

五、轉入子基金：將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按自動轉換金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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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計算出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各子基金單

位淨值申購子基金。 

但於自動轉換日之前一日，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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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加碼條件及加碼比例約定如下： 

一、當子基金之報酬率小於負百分之十(-10%)、且大於或等於負百分之二十(-20%)，加碼比

例為百分之三十(30%)。 

二、當子基金之報酬率小於負百分之二十(-20%)時，加碼比例為百分之五十(50%)。 

加碼機制之計算過程如範例說明 4。 

 

第三十八條  未還款項的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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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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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成本、保單管理費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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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條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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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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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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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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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及提減(撥回)金額，若已依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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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成本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成本。如在

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前述溢繳保險成本本公司不予退還，

改按原扣繳保險成本與應扣繳保險成本的比例提高淨危險保額，並重新計算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給付之。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成本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成本或按照原扣繳

的保險成本與被保險人的真實年齡應扣繳的保險成本比例減少淨危險保額。但在發生保

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責於本公司者，要保人不得要求補繳短繳的保險成本，

本公司改按原扣繳保險成本與應扣繳保險成本的比例減少淨危險保額，並重新計算身故、

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給付之；但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應按原身

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扣除短繳保險成本後給付。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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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條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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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失能保險金的受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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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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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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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

承人為本契約受益人。如有其他受益人者，該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

例分歸其他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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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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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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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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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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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條  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三條第三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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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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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

表(註1)所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費 
每月為新臺幣100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2)，

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險成本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

險年齡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

人選擇之保險型態(如丁型、戊型)而不同。 

三、投資相關費用(詳細內容如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1. 申購手續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共同基金：無。 

2. 管理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共同基金：無。 

3. 保管費 
(1) 貨幣帳戶：無。 

(2) 共同基金：無。 

4. 贖回費用 
(1) 貨幣帳戶：無。 

(2) 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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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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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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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約費用率 1% 1% 0% 
 

2. 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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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管理費 

每月為母帳戶及子帳戶價值總和乘上0.07%，但首次投

資配置日前之系統管理費，則為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

後之餘額的0.07%。 

 

2. 循環投資費用 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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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費費用率如下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 萬(不含)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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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200 萬(含)，小於 1,000 萬(不含) 2.50% 

大於 1,000 萬(含)，小於 2,000 萬(不含) 2.00% 

大於 2,000 萬(含) 1.50%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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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購 

手續費 

管理費 

(每年) 

保管費 

(每年) 

贖回 

費用 

貨幣帳戶 無 無 無 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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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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內容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名稱 

新臺幣 新臺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新臺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

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美元 美元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美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歐元 歐元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歐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澳幣 澳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澳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二)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詳如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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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附表二之一 

投資標的分類 

 

詳如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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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特選母

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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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投資型壽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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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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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特選母

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6%89%B9%E8%A8%BB%E6%A2%9D%E6%AC%B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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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完全失能程度表 

 
項別 失 能 程 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雙目均失明者。(註 1)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永久喪失咀嚼(註 2)或言語(註 3)之機能者。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 4)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

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註 5) 

註： 

1.失明的認定 

(1) 視力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力表，兩眼個別依矯正視力測定之。 

(2) 失明係指視力永久在萬國式視力表零點零二以下而言。 

(3) 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六個月的治療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復原之情

況，不在此限。 

2.喪失咀嚼之機能係指因器質障害或機能障害，以致不能作咀嚼運動，除流質食物外，不

能攝取者。 

3.喪失言語之機能係指後列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音、喉頭音等之四種語音機

能中，有三種以上不能構音者。 

4.所謂機能永久完全喪失係指經六個月以後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5.因重度神經障害，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者。 

上述「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係指食物攝取、大小便始末、穿脫衣服、起居、

步行、入浴等。 

 

 

  



27/34 

附表五 

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 
單位:元/每萬元淨危險保額 

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  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 

15 0.2867 0.1508  63 11.4158 5.4642 

16 0.3792 0.1717  64 12.4842 6.0158 

17 0.4500 0.1933  65 13.6700 6.6608 

18 0.4867 0.2025  66 14.9100 7.4133 

19 0.5058 0.2075  67 16.2475 8.2900 

20 0.5200 0.2108  68 17.7683 9.3017 

21 0.5342 0.2158  69 19.4658 10.4500 

22 0.5567 0.2275  70 21.2967 11.7342 

23 0.5917 0.2458  71 23.3008 13.1417 

24 0.6350 0.2692  72 25.4308 14.6142 

25 0.6842 0.2967  73 27.7417 16.2733 

26 0.7375 0.3058  74 30.2200 18.1275 

27 0.7717 0.3108  75 32.9017 20.2208 

28 0.8042 0.3167  76 35.7608 22.5742 

29 0.8400 0.3250  77 38.8558 25.1683 

30 0.8842 0.3342  78 42.2192 28.0583 

31 0.9392 0.3458  79 45.9083 31.2250 

32 1.0075 0.3667  80 49.9517 34.6900 

33 1.0875 0.4008  81 54.3767 38.5083 

34 1.1775 0.4358  82 59.1433 42.6950 

35 1.2767 0.4658  83 64.3367 47.3308 

36 1.3842 0.4950  84 69.8767 52.4183 

37 1.5033 0.5292  85 75.8775 58.0150 

38 1.6242 0.5767  86 82.3958 64.3375 

39 1.7408 0.6300  87 89.4608 71.2225 

40 1.8783 0.6850  88 97.2767 78.9833 

41 2.0242 0.7400  89 105.9975 87.5192 

42 2.1967 0.7925  90 116.0308 97.2775 

43 2.3958 0.8550  91 127.6308 109.0117 

44 2.6158 0.9317  92 139.1333 123.4608 

45 2.8483 1.0258  93 151.6733 137.5425 

46 3.0950 1.1308  94 165.3425 153.2292 

47 3.3608 1.2417  95 180.2433 170.7058 

48 3.6508 1.3633  96 196.4883 190.1758 

49 3.9717 1.5033  97 214.1958 211.8658 

50 4.2800 1.6600  98 233.5008 236.0300 

51 4.6033 1.8392  99 254.5442 262.9500 

52 4.9492 2.0125  100 277.4850 292.9408 

53 5.2925 2.1833  101 302.4933 326.3517 

54 5.6283 2.3442  102 329.7550 363.5733 

55 5.9908 2.5183  103 359.4742 405.0400 

56 6.4075 2.7292  104 391.8708 451.2367 

57 6.9333 2.9992  105 427.1883 502.7017 

58 7.5700 3.3350  106 465.6883 560.0367 

59 8.3667 3.7242  107 507.6575 623.9108 

60 9.1192 4.1533  108 553.4100 695.0708 

61 9.7333 4.5675  109 603.2850 774.3458 

62 10.4933 4.9858  110 833.3333 8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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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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約定標的幣別為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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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金額=9,700.00×30%=2,910.00美元 

取得投資標的A單位數=2,910.00÷100=29.10單位 

投資標的A平均成本=2,910.00÷29.10=100.00美元 

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100.00×29.10=2,910.00美元 

b. 假設於S日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從投資標的B轉出1,881.00美元至投資標的A，並假設於S+1日

時，投資標的A單位淨值為90，持有單位數為29.10，平均成本為100.00美元，則 

本次申購投資標的A之交易金額=1,881.00美元 

本次交易後持有投資標的A單位數=29.10+(1,881.00÷90)=50.00單位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平均成本=[(29.10×100.00)+1,881.00]÷50.00=95.82美元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95.82×50.00=4,791.00美元 

c. 假設日後於保單週月日投資標的A需扣除本契約各項費用新臺幣1,200元，其單位淨值為80，持有單位

數為50.00，平均成本為9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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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0)÷80=0.50單位 

本次交易後持有投資標的A單位數=50.00-0.50=49.50單位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平均成本(維持不變)=95.82美元 

本次交易後投資標的A持有成本=95.82×49.50=4,74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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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3.09美元，持有單位數為4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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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則 

最新投資標的A價值=103×49.50=5,098.50美元 

投資標的A報酬率=(5,098.50-4,743.09)÷4,743.0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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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大於或等於自動轉換金額

時，則進行自動轉換作業；若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小於自動轉換金額時，則

不進行該次轉換作業。 

範例假設：假設要保人選擇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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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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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依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

各母基金價值總和判斷

假設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A價值為

6,000.00美元、母基金B價值為4,000.00美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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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執行該次轉換作

業。 

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為

10,000.00美元(=6,000.00+4,000.00)。前述參與自

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大於自動轉換

金額300.00美元，則進行該次轉換作業。 

將自動轉換金額依本公

司系統所得參與自動轉

換機制之各母基金最新

單位淨值及母基金價值

所佔比例，計算各母基

金應轉出之單位數。 

假設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母基金A最新單位淨值

為112、母基金B最新單位淨值為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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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單位 

(=300.00×60.00%÷112) 

母基金B應轉出單位數為1.36單位 

(=300.00×40.00%÷88) 

自動轉換日 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

位數依該母基金單位淨

值，計算各母基金實際

轉出金額。 

假設母基金A單位淨值為115、母基金B單位淨值

為86，則 

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為302.11美元 

(=115×1.61+86×1.36) 

計算出母基金實際

轉出金額後的第一

個資產評價日 

將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

按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

子基金配置比例計算各

子基金應轉入金額，並

依各子基金單位淨值申

購子基金。 

假設子基金C單位淨值為136、子基金D單位淨值

為77，則 

申購子基金C單位數為1.55單位 

(=302.11×70.00%÷136) 

申購子基金D單位數為1.18單位 

(=302.11×30.00%÷77) 

 

情境二：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日 

依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

各母基金價值總和判斷

是否執行該次轉換作

業。 

假設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A價值為120.00

美元、母基金B價值為150.00美元，則參與自動

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為270.00美元

(=120.00+150.00)。前述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

母基金價值總和小於自動轉換金額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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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子基金、子帳戶或母子帳戶之報酬率達到停利點時，則執行停利機制。 

範例假設：假設要保人選擇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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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美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且設置子基金

C之停利點為30%，子基金D之停利點為20%，子帳戶之停利點為25%及母子帳戶之停利點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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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執行停利機制。 

假設1日至5日，子基金、子帳戶與母子帳戶之報

酬率如下表：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子基金C 

之報酬率 
24.10% 23.80% 25.60% 28.30% 30.30% 

子基金D 

之報酬率 
16.80% 15.10% 17.20% 18.10% 16.90% 

子帳戶 

之報酬率 
21.18% 20.32% 22.24% 24.22% 24.94% 

母子帳戶 

之報酬率 
11.22% 11.00% 11.57% 12.34% 12.87% 

由上表可知，子基金C於5日達到停利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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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執行停利機制。而子基金D、子帳戶及母子帳

戶皆未達到停利點，則不執行停利機制。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評價日 

將應停利之子基金依該

子基金單位淨值計算子

基金價值。 

假設子基金C持有單位數為18.00單位，其單位淨

值為175，則 

子基金C價值為3,150.00美元 

(=175×18.00) 

計算出子基金價值

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 

將子基金價值轉入貨幣

帳戶。 

則轉入美元貨幣帳戶之金額為3,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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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執行停利機制。 

假設1日至5日，子基金、子帳戶與母子帳戶之報

酬率如下表：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子基金C 

之報酬率 
28.60% 27.70% 25.30% 27.90% 29.50% 

子基金D 

之報酬率 
18.10% 16.90% 15.10% 17.80% 18.90% 

子帳戶 

之報酬率 
24.40% 23.38% 21.22% 23.86% 25.26% 

母子帳戶 

之報酬率 
14.59% 13.64% 12.48% 13.83% 14.81% 

由上表可知，子基金及母子帳戶皆未達到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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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評價日 

將應停利之子帳戶依子

帳戶中各子基金單位淨

值計算子帳戶價值。 

假設子基金C持有單位數為15.00單位且其單位

淨值為178、子基金D持有單位數為20.00單位且

其單位淨值為92，則 

子帳戶價值為4,510.00美元 

(=178×15.00+92×20.00) 

計算出子帳戶價值

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 

將子帳戶價值轉入貨幣

帳戶。 

則轉入美元貨幣帳戶之金額為4,510.00美元 

 

情境三：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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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母子帳戶之報酬率判

斷是否執行停利機制。 

假設1日至5日，子基金、子帳戶與母子帳戶之報

酬率如下表：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子基金C 

之報酬率 
25.10% 26.20% 24.30% 26.80% 29.10% 

子基金D 

之報酬率 
17.70% 15.00% 14.60% 16.80% 18.80% 

子帳戶 

之報酬率 
22.14% 21.72% 20.42% 22.80% 24.98% 

母子帳戶 

之報酬率 
17.69% 17.53% 16.29% 18.11% 20.02% 

由上表可知，子基金及子帳戶皆未達到停利點，

則不執行停利機制。但因母子帳戶於5日達到停

利點(20%)，則對母子帳戶執行停利機制。 

執行停利機制當日

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評價日 

將應停利之母子帳戶依

母帳戶中各母基金及子

帳戶中各子基金單位淨

值計算母子帳戶價值。 

假設母基金A持有單位數為7.00單位且其單位淨

值為148、母基金B持有單位數為9.00單位且其單

位淨值為106、子基金C持有單位數為12.00單位

且其單位淨值為156、子基金D持有單位數為

10.00單位且其單位淨值為86，則 

母子帳戶價值為4,72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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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00+106×9.00+156×12.00+86×10.00) 

計算出母子帳戶價

值後的第一個資產

評價日 

將母子帳戶價值轉入貨

幣帳戶。 

則轉入美元貨幣帳戶之金額為4,7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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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要保人選擇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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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美元，子基金C之配置比例為70%，子基金D之配置比例為30%；且依本契約之

約定當子基金之報酬率小於-10%、大於且等於-20%時，加碼比例為30%；且當子基金之報酬率

小於-20%時，加碼比例為50%。 

情境一：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日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及加

碼條件判斷是否執行加

碼機制。 

假設子基金C報酬率為-11.4%、子基金D報酬率

為-20.5%，則子基金C及子基金D皆需執行加碼

機制。 

按自動轉換金額乘以應

加碼之子基金配置比

例，再乘以加碼比例後，

計算該子基金之加碼金

額。 

子基金C加碼金額為63.00美元 

(=300.00×70%×30%) 

子基金D加碼金額為45.00美元 

(=300.00×30%×50%) 

並假設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母基金A價值為

900.00美元、母基金B價值為700.00美元，則參與

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為1,600.00美

元(=900.00+700.00)。前述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

各母基金價值總和大於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

金 加 碼 金 額 之 總 和 408.00 美 元

(=300.00+63.00+45.00)，則進行該次自動轉換作

業及加碼作業。 

將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

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依

本公司系統所得參與自

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

最新單位淨值及母基金

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

母基金應轉出之單位

數。 

假設本公司系統所得之母基金A最新單位淨值

為134、母基金B最新單位淨值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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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0美元(=300.00+63.00+45.00)，則 

母基金A應轉出單位數為1.71單位 

(=408.00×56.25%÷134) 

母基金B應轉出單位數為1.82單位 

(=408.00×43.75%÷98) 

自動轉換日 將各母基金應轉出之單

位數依該母基金單位淨

值，計算各母基金實際

轉出金額。 

假設母基金A單位淨值為132、母基金B單位淨值

為101，則 

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為409.54美元 

(=132×1.71+101×1.82) 

計算出母基金實際

轉出金額後的第一

個資產評價日 

將母基金實際轉出金額

按自動轉換金額中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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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子基金C單位淨值為121、子基金D單位淨值

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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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0美元 

(=300.00×7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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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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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應轉入金額，並依

各子基金單位淨值申購

子基金。 

(=300.00×30%+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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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0÷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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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408.00)，則 

申購子基金C單位數為2.26單位 

(=409.54×66.91%÷121) 

申購子基金D單位數為2.26單位 

(=409.54×33.09%÷60) 

 

情境二： 

作業日期 作業說明 情境計算 

自動轉換日之前一

日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及加

碼條件判斷是否執行加

碼機制。 

假設子基金C報酬率為-11.4%、子基金D報酬率

為-20.5%，則子基金C及子基金D皆需執行加碼

機制。 

按自動轉換金額乘以應

加碼之子基金配置比

例，再乘以加碼比例後，

計算該子基金之加碼金

額。 

子基金C加碼金額為63.00美元 

(=300.00×70%×30%) 

子基金D加碼金額為45.00美元 

(=300.00×30%×50%) 

並假設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

為400.00美元。前述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

金價值總和雖大於自動轉換金額300.00美元，但

小於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金額之總和

408.00(=300.00+63.00+45.00)美元，則不進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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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依子基金之報酬率及加

碼條件判斷是否執行加

碼機制。 

假設子基金C報酬率為-11.4%、子基金D報酬率

為-20.5%，則子基金C及子基金D皆需執行加碼

機制。 

按自動轉換金額乘以應

加碼之子基金配置比

例，再乘以加碼比例後，

計算該子基金之加碼金

額。 

子基金C加碼金額為63.00美元 

(=300.00×70%×30%) 

子基金D加碼金額為45.00美元 

(=300.00×30%×50%) 

並假設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金價值總和

為280.00美元。前述參與自動轉換機制之各母基

金價值總和小於自動轉換金額及各子基金加碼

金額之總和408.00美元(=300.00+63.0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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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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標的之揭露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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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特選母子基

金投資標的說明書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8%AA%AA%E6%98%8E%E6%9B%B8.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8%AA%AA%E6%98%8E%E6%9B%B8.pdf
https://life.chubb.com/content/dam/chubb-sites/life-chubb-com/tw-zh/documents/%E6%8A%95%E8%B3%87%E5%9E%8B%E4%BF%9D%E9%9A%AA%E7%89%B9%E9%81%B8%E6%AF%8D%E5%AD%90%E5%9F%BA%E9%87%91%E6%8A%95%E8%B3%87%E6%A8%99%E7%9A%84%E8%AA%AA%E6%98%8E%E6%9B%B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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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險公司基本資料 

一、公司名稱：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 號 6 樓 

三、網    址：www.chubblife.com.tw 

四、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709 

五、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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