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4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交易批註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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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

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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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公司免付費保戶服務電話：0800-011-709 

傳真：02-7726-1876 

電子信箱(E-mail)：CustomerService.TWLife@Chubb.com 
 

中華民國 100.06.03 中泰精字第 100005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1.05.21 中泰精字第 101005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1.07.02 中泰精字第 101008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1.12.03 中泰精字第 101014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2.03.01 中泰精字第 102000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2.05.27 中泰精字第 102004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2.05.31 中泰精字第 102005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2.09.02 中泰精字第 102007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3.03.17 中泰精字第 103006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3.03.24 中泰精字第 103007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3.10.15 中泰精字第 103012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3.10.31 中泰精字第 103013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03.02 中泰精字第 104004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05.01 中泰精字第 104009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08.0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06.24 金管保壽字第 1040204983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08.24 中泰精字第 104019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08.31 中泰精字第 104020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09.21 中泰精字第 104021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11.27 中泰精字第 104023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03.08 中泰精字第 105001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03.22 中泰精字第 105002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05.20 中泰精字第 105004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06.17 中泰精字第 105005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5.08.16金管保壽字第 10502071540 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6.03.31安達精字第 106004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07.17安達精字第 106009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08.01安達精字第 10601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7.03.23安達精字第 107003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7.06.01 安達精字第 107005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7.11.09安達精字第 107015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04.15 安達精字第 108002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06.03金管保壽字第 10804276411 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8.08.19安達精字第 108006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09.16安達精字第 108004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11.11安達精字第 108007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12.23安達精字第 108009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05.20安達精字第 1090056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07.01安達精字第 109007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08.14安達精字第 1090138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08.24安達精字第 109024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09.01安達精字第 109023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09.15 安達精字第 109025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10.16安達精字第 109026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01.01 安達精字第 110005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02.24 安達精字第 110006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04.19安達精字第 110007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05.31 安達精字第 110008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07.26安達精字第 110000029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12.20安達精字第 110000030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02.07安達精字第 1110000107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06.29安達精字第 111000021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11.09金管保壽字第 1110494678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11.12.01安達(商)字第 1110000001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2.04.21安達精字第 1120000050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2.04.25安達精字第 1120000038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批註條款的申請 

 

本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交易批註條款（以下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件】所

列之本公司投資型保險（以下稱本契約），本公司得增列【附件】所列之投資型保險，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批註條款需經要保人提出申請且經本公司同意後始生效力。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份，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

條款。 

 

第二條  匯率計算日及投資標的資產評價日之約定 

 

要保人依本契約約定彈性繳交保險費、申請投資標的轉換及申請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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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匯率計算日及投資標的資產評價日改為以下約定： 

一、彈性繳交保險費：要保人於本契約首次投資配置日後彈性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

後之餘額，依保險費本公司實際入帳日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

算，轉換為等值轉入要保人指定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金額，並於當日投入該投資標的。

但當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 

二、投資標的轉換：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本公司於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

當日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價值，依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將轉出之投資標的價值扣除轉換費用後，再依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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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投入投

資標的。但當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但投資標的屬於相同

幣別相互轉換者，無幣別轉換之適用。 

三、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於收到申請書

（或電子申請文件）當日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支付部分提領金額扣除解約

費用及部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但當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

日。 

 

第三條  本批註條款之適用約定 

 

要保人依本批註條款第二條約定彈性繳交保險費、申請投資標的轉換及部分提領保單帳戶

價值時，其申請方式、繳費方式、金額、時間、幣別及申請投入、轉換或部分提領之投資

標的應符合要保人向本公司提出申請當時本公司之規定。 

前項「要保人向本公司提出申請當時本公司之規定」公佈於本公司網站之「保戶專區」。 

 

第四條  本批註條款之不再適用 

 

要保人得隨時申請終止適用本批註條款。 

前項本批註條款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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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中泰人壽泰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二、中泰人壽泰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三、中泰人壽吉利雙星變額萬能壽險  

四、中泰人壽泰正點變額年金保險  

五、中泰人壽泰正點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六、中泰人壽泰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七、中泰人壽泰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八、安達人壽福虎昇豐變額年金保險  

九、安達人壽福虎昇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十、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十一、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十二、中泰人壽新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十三、中泰人壽金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十四、中泰人壽鑫有利變額年金保險  

十五、安達人壽鑫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十六、安達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十七、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年金保險  

十八、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十九、安達人壽持盈保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安達人壽持盈保泰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一、安達人壽洞燭先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二、安達人壽洞燭先機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三、中泰人壽臥虎藏龍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四、中泰人壽臥虎藏龍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五、中泰人壽龍騰虎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六、中泰人壽龍騰虎躍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七、安達人壽鑫吉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八、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九、安達人壽鑫吉利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中泰人壽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一、安達人壽喜年來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二、安達人壽喜年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三、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四、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五、安達人壽優越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六、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七、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八、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九、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一、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二、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三、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四、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五、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六、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七、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八、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九、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中泰人壽指標啟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五十一、中泰人壽指標啟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二、中泰人壽優越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三、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五十四、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五十五、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五十六、安達人壽鎖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七、安達人壽鎖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八、安達人壽鑫龍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九、安達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一、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二、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三、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四、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六十五、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六十六、安達人壽凱鑫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六十七、安達人壽凱鑫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八、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六十九、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七十、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一、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二、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七十三、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四、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七十五、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七十六、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七十七、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七十八、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九、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安達人壽攻守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八十一、安達人壽攻守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八十二、安達人壽攻守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三、安達人壽攻守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四、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五、安達人壽吉星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六、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八十七、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八十八、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八十九、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九十、安達人壽超值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一、安達人壽超值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二、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九十三、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九十四、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五、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六、安達人壽活力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九十七、安達人壽活力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九十八、安達人壽活力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九、安達人壽活力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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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一、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二、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三、安達人壽悠活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四、安達人壽悠活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五、安達人壽得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六、安達人壽得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七、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八、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九、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一、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二、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三、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四、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五、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六、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七、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八、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九、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一、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二、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三、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 

一百二十四、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五、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一百二十六、安達人壽享樂年年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七、安達人壽享樂年年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八、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九、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安達人壽好 Fund 鑫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一、安達人壽好 Fund 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二、安達人壽好 Fund 鑫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三、安達人壽好 Fund 鑫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四、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五、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六、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七、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八、安達人壽得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九、安達人壽得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一、安達人壽新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二、安達人壽新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一百四十三、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四、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五、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六、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七、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八、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九、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一、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二、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三、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四、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五、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六、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七、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八、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九、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六十、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六十一、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二、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三、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四、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五、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六十六、安達人壽鑫安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六十七、安達人壽鑫安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八、安達人壽鑫安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九、安達人壽鑫享勢成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安達人壽鑫享勢成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一、安達人壽鑫享勢成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二、安達人壽鑫享勢成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三、安達人壽安薪享富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四、安達人壽安薪享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五、安達人壽安薪享富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六、安達人壽安薪享富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