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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台灣人壽新享樂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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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殘

廢保險金、祝壽保險金、保單價值加值金) 

 

 

其他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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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中華民國 97年 06月 02日 

宏總字第 97157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19日 

金管保壽字第 1020255436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0日 

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8850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6日 

台壽字第 1062331009號函備查修正 

 

【保險契約的構成】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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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原始投保金額：係指本契約生效時，保險單上所載之金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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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增加基

本保額，需經本公司同意，並自本公司同意日之下一個保單週月日生效；減少後之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

低承保金額，並自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之下一個保單週月日生效。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基本保

額為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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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訂立本契約時，以未

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無淨危險保額： 

(一)甲型：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 

(二)乙型：基本保額。 

四、保價乘數：係指以下數值：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當時保險年齡在四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三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七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零一。 

五、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殘廢所給付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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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殘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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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保險費：係指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和。前開所繳交之保險費需符合本公司繳交保險費相關規定，且每次交

付之保險費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網站公佈之上、下限範圍。累積已繳保險費不得超過本契約報主管機關最高金額

限制。 

七、目標保險費：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定期繳付保險費，該保險費係依據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每年預計交付之保險費

所訂定，要保人可以分期繳納，用以提供被保險人身故、完全殘廢保障及投資需求。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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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標保險費以外所繳付之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得以定期或不定期方式繳交，要保人應先繳足當期及累計未繳之目標保險費後，始得計入超額保險費

。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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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

得之數額。要保人申請增加目標保險費時，其增加部分之「保費費用」按附表二於增加時起另行計算保險費年度

。 

十、申購費：係指本公司依約定投入各項投資標的時須扣除之費用，其費用額度如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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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扣除

，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二。 

十二、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身故、完全殘廢保障所需的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附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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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十一條約定時點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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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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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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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額按附表二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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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特定銀行：係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來如有變更，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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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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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應扣除之每月扣除額； 

(四)加上按前三目之每日淨額，依本契約生效日當月特定銀行之月初第一營業日牌告活期存款年利率平均值，逐

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八、每月扣除額：係指下列各項金額之和： 

(一)保單管理費。 

(二)保險成本。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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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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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如附表四。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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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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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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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值係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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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價值係依下列方式計算： 

1.第一保單年度： 

(1)投入該投資標的之金額； 

(2)扣除自該投資標的減少之金額； 

(3)每日依前二者之淨額加計按該投資標的每月公佈之計息利率以複利法計算之金額。 

2.第二保單年度及以後： 

(1)前一保單年度底之投資標的價值； 

(2)加上投入該投資標的之金額； 

(3)扣除自該投資標的減少之金額； 

(4)每日依前三者之淨額加計按該投資標的每月公佈之計息利率以複利法計算之金額。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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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依第十七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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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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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新增目標保險費時，較先前保單年度約定之

最高的目標保險費新增的部分，以第一保險費年度重新計算之。 

 

【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第三條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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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收相當於第一期目標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

第一期目標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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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撤銷權】 

第四條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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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約定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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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範圍】 

第五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殘廢者，或於保險年齡達一百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本公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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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及配置、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六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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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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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之約定配

置於各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第二條第十七款約定納入首

次投資配置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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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扣除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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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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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扣除額。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七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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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扣除額，並另外繳交原應

按期繳納至少ㄧ期之目標保險費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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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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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三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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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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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扣除額，以後仍依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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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每月扣除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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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子申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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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解除該加保部分之契約，且

得不退還已扣繳之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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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本公司以解除契約通知到達的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但要保人死亡、失蹤或居住所不明，致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應將該項通知送達受

益人。 

倘被保險人已身故，且已收齊第二十八條約定之申領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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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不定期超額保險費的處理】 

第九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依第二條第八款約定申請交付之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本公司以下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

將該不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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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不定期超額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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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不定期超額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不定期超額保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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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交付的限制】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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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一定數值以上，始得繳交該次保險費

﹕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兩者之較大值。但訂立本契約

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值，且不得為負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兩者之和。但訂立本契約時，

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前項所稱一定數值之標準如下：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當時保險年齡在四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三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七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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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繳交之保險費：以本公司列印保險費繳費通知單時。 

二、不定期繳交之保險費：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 

 

【每月扣除額的收取方式】 

第十一條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將計算本契約之每月扣除額，於首次投資配置日或保單週月日(若該日非資產評

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由保單帳戶價值依當時各投資標的價值比例扣除之。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第一次保險成本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時（若該日非資產

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按該保單月份未經過期間比例收取，爾後仍將依前項約定於保單週月日收

取。 

第一項之扣除順序，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約定。要保人未作前述約定，或所約定之投資標的價值不足以

支付每月扣除額時，本公司將按各投資標的價值比例扣取。要保人亦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隨時向本公司提出變更該

扣除順序。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第十二條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或返還、給付各項保險金、以現金給付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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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據投資日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

格計算。 

二、保單價值加值金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每屆滿三個保單週年日之次三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

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三、給付各項保險金、以現金給付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本公司

根據給付當時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四、每月扣除額：本公司根據保單週月日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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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一個資產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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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約定之轉換費用後，依收到轉換申請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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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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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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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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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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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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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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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二項約定分配至各投資標的時，需先扣除各投資標的之投資標的申購費，申購費如附表二。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 

第十四條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或資產撥回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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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產撥回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

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資產撥回若非現金者，本公司依據投資標的之種類，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若投資標的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時，其收益應於該收益實際入帳日後的三個資產評價日內投入。 

二、若投資標的為非指數股票型基金時，其收益或資產撥回應於該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分配日投入。 

但若本契約於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投入日已終止、停效、該投資標的當時已非本契約之投資分配項目、收益或資產撥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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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撥回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分配日起算十日內主動給付之，惟應以匯

入要保人帳戶為原則。但若每一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因要保人未提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帳

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或該收益分配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低於本公司網站公佈之最低金額限制時，該次收益分配金額

或資產撥回金額將改以投入資金停泊帳戶之方式處理。前開「資金停泊帳戶」係指與該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資金停泊

帳戶，若無相同幣別時，則投入本契約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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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轉換】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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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投資標的間之轉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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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申請轉換的金額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或轉換後的投資標的價值將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

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得變更前項之金額，並將於調整前三十日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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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關於投資標的之全部條款適用於新增的投資標的。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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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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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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依第三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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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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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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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情形。 

 

【契約的終止】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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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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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二。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第二十條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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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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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若無單位數時，則指明部分提領

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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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二。 

投保本保險甲型者，若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自動調整本契約基本保額，其方式如下： 

一、若申請當時基本保額大於或等於申請當時保單帳戶價值時，則調整後基本保額為申請當時基本保額扣除申請減少

金額之餘額。 

二、若申請當時基本保額小於申請當時保單帳戶價值時，則調整後基本保額為下列金額之較小者： 

(一)申請當時基本保額。 

(二)申請當時保單帳戶價值扣除申請減少金額之餘額。 

投保本保險乙型者，若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契約之基本保額不受影響。 

 

【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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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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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失蹤處理】 

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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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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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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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第二十三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一百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該保單年度第一個資產評價日計

算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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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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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返還以月為基礎按日數比例計算之未滿

期保險成本於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中，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僅可投保本險保險型別乙型之保險契約，其身故保險金之給

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本公司依要保人檢齊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返還之保單帳戶價值。 

訂立本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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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訂立

本契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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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所定之限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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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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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依第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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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殘廢保險金的給付】 

第二十五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五所列之完全殘廢等級之一，並經完全殘廢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

付完全殘廢保險金，並返還以月為基礎按日數比例計算之未滿期保險成本於完全殘廢保險金中，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以前致成完全殘廢者，本公司將改以收齊申領文件為基準日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保單帳戶價值

給付完全殘廢保險金，不適用前項之約定。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殘廢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殘廢保險金。 

受益人依第三十條約定申領完全殘廢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條所約定之時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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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廢保險金之所須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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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價值加值金】 

第二十六條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每屆滿三年之保單週年日，按該週年日前三年每日保單帳戶價值之平均值

的千分之五做為「保單價值加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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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保單價值加值金於每屆滿三個保單週年日之次三個資產評價日依要保人當時所約定目標保險費之投資標的及比例

分配進行保單帳戶價值的加值。 

 

【祝壽保險金的申領】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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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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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第二十九條 

要保人或應得之人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或第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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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事致成完全殘廢而提出前項申請者，前項第二款文件改為殘廢診斷書。 

 

【完全殘廢保險金的申領】 

第三十條 

受益人申領「完全殘廢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殘廢診斷書。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受益人申領殘廢之保險金時，本公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得另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

相關資料，其一切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不因此延展本公司依第二十一條約定應給付之期限。 

 

【除外責任】 

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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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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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二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殘廢時，本公司按第二十五條的約定給付完全殘廢保險金。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亦適用於增加基本保額的部分，但自增加基本保額生效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

付增加基本保額部分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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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因第一項各款或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原因致死者，本公司依第二十四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予

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受益人受益權之喪失】 

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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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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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還款項的扣除】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收益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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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扣除額未償款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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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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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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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九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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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紅保險單】 

第三十五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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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保單帳戶價值的部

分提領，應將其無息退還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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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殘廢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後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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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廢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後給付之；但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應按原身故、完全殘廢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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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第三十七條 

完全殘廢保險金的受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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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為受益人時，如本契約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前即身故，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部分保險金

之受益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第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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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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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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住所】 

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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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效】 

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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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註】 

第四十一條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約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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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轄法院】 

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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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臺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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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成本費率表(每月) 

90%×2002TSO                                                              單位：每千元淨危險保額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15足歲 0.0564 0.0258  53 0.5785 0.2886  91 16.3761 11.6623 

16 0.0762 0.0294  54 0.6285 0.3105  92 17.7680 12.8182 

17 0.0945 0.0325  55 0.6839 0.3352  93 19.2587 14.0761 

18 0.0966 0.0361  56 0.7451 0.3644  94 20.8502 15.4414 

19 0.0979 0.0385  57 0.8129 0.3995  95 22.5442 16.9197 

20 0.0985 0.0398  58 0.8880 0.4421  96 24.3419 18.5165 

21 0.0986 0.0402  59 0.9708 0.4916  97 26.2452 20.2373 

22 0.0984 0.0400  60 1.0619 0.5470  98 28.2538 22.0860 

23 0.0980 0.0394  61 1.1616 0.6076  99 30.3611 24.0607 

24 0.0976 0.0386  62 1.2707 0.6725  100 32.5589 26.1578 

25 0.0974 0.0380  63 1.3896 0.7412  101 34.8390 28.3739 

26 0.0974 0.0378  64 1.5196 0.8150  102 37.1931 30.7055 

27 0.0980 0.0383  65 1.6618 0.8957  103 39.6131 33.1490 

28 0.0992 0.0395  66 1.8175 0.9848  104 42.0919 35.7023 

29 0.1013 0.0417  67 1.9879 1.0840  105 44.6225 38.3626 

30 0.1045 0.0445  68 2.1744 1.1951  106 47.1980 41.1278 

31 0.1089 0.0479  69 2.3786 1.3191  107 49.8114 43.9955 

32 0.1148 0.0516  70 2.6024 1.4573  108 52.3559 46.8419 

33 0.1223 0.0557  71 2.8472 1.6109  109 54.8538 49.6941 

34 0.1313 0.0602  72 3.1151 1.7809  110 75.0000 75.0000 

35 0.1415 0.0649  73 3.4077 1.9686     

36 0.1528 0.0698  74 3.7276 2.1762     

37 0.1651 0.0751  75 4.0772 2.4059     

38 0.1781 0.0806  76 4.4593 2.6600     

39 0.1920 0.0865  77 4.8762 2.9406     

40 0.2071 0.0930  78 5.3308 3.2503     

41 0.2235 0.1002  79 5.8265 3.5922     

42 0.2415 0.1084  80 6.3667 3.9699     

43 0.2613 0.1175  81 6.9551 4.3867     

44 0.2828 0.1280  82 7.5951 4.8461     

45 0.3063 0.1400  83 8.2907 5.3517     

46 0.3316 0.1537  84 9.0458 5.9084     

47 0.3588 0.1693  85 9.8652 6.5210     

48 0.3881 0.1868  86 10.7531 7.1944     

49 0.4198 0.2060  87 11.7141 7.9337     

50 0.4542 0.2263  88 12.7525 8.7440     

51 0.4919 0.2471  89 13.8728 9.6314     

52 0.5331 0.2679  90 15.0791 10.6021     

註：上表所列的「保險成本費率表（每月）」體況為標準體。本公司得依據當時死亡率表保留調整之彈性，並報經

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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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目標保險費 

第一保險費年度 
(1)原始投保金額未達新臺幣1,500萬元：60% 

(2)原始投保金額達新臺幣 1,500萬元(含)以上：59% 

第二保險費年度 50% 

第三保險費年度 30% 

第四保險費年度 5% 

第五保險費年度 5% 

第六保險費年度及以後 0% 

2.超額保險費 

 5%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每張保單每月新臺幣120元。另外，依要保人所選擇投資標的不同，本公司將額外收取

保單管理費（如下），每月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附表四「第一類投資標的」為『ETF（Exchange Traded Fund；指數股票型基金）』：

本公司每月額外收取投資標的價值的0.1%。 

如附表四有新增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依附表四所列的本公司收取之費用一欄中之保

單管理費扣除。 

註： 

(1)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扣除的保單管理費。 

(2)每次調整幅度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一定期間內之變動幅

度，並於調整前三個月書面通知要保人，且調整後的保單管理費最高為每張保單每

月新臺幣 200 元，及加上調整後本公司所額外收取投資標的之保單管理費最高為投

資標的價值的 0.1%。前開所謂「一定期間」，於本契約第一次調整時係以本險開始

販售時之月份，至本公司第一次調整月份之期間。若為第二次起之調整則指前次調

整時之月份，至本公司該次調整月份之期間。 

2.保險成本 

(1) 係指根據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的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而得之

費用，此保險成本採自然保費且每單位費用原則上逐年增加詳附表一，並於每月

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前開淨危險保額係指保險金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後之餘

額，但不得為負值。 

(2)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開始收取保險成本，如滿十五足歲當日非保單週月

日時，則以滿十五足歲當日起算至其後最近之保單週月日前一日所經過日數佔該

週月日天數之比例計算保險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費 

詳附表四申購費。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申購費，且調整後申購費用率最高為 0.5%，將於調整前三個

月通知要保人。 

2.經理費 為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計收之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保管費 為投資標的之發行公司計收之費用，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轉換費用 

本公司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十二次免費投資標的之轉換，自第十三次起本公司將收取每

次新臺幣 500元之轉換費用，並自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轉換費用及免費之次數，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6.其他費用 無。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每保單年度享有四次免部分提領費用，第五次（含）起每次收取新臺幣500元。 

本公司得調整部分提領費用及免費之次數，並將於調整前三個月通知要保人。 

五、其他費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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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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如欲查詢投資機構提供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最新明細資料，請詳本公司網站(http://www.taiwanlife.com)提供最新版之投資標的

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附表四）：投資標的一覽表 

（附表四之一）： 

第一類投資標的： 

若投資標的為配息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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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 

註1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是否 

配息 

註2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收取之費用 

（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註3 

本公司 

收取之費用 

經理費或 

管理費 
保管費 申購費 

保單 

管理費 

美元計價 

宏利環球基金 -環球股票

基金--AA股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

（歐洲）有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美洲增長

基金--AA股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

（歐洲）有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歐洲增長

基金--AA股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

（歐洲）有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亞洲股票

基金--AA股 

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日本增長

基金--AA股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

（歐洲）有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新興東歐

基金--AA股 

Charlemagne Capital (UK) 

Limited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環球資源

基金--AA股 

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印度股票

基金--AA股 

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 -拉丁美洲

股票基金--AA股 

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美國債券基

金--AA股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

（美國）公司 
海外債券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美國特別機

會基金--AA股(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

（美國）公司 
海外債券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土耳其股票

基金--AA股 

Charlemagne Capital (UK) 

Limited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環球基金-俄羅斯股票

基金--AA股 

Charlemagne Capital (UK) 

Limited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美元)-A-不

配息(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中國基金

--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iShares S&P 500指數基金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海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

(ETF)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1% 

PowerShares QQQ 
PowerShares Capital 

Management LLC 

海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

(ETF)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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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註1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是否 

配息 

註2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收取之費用 

（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註3 

本公司 

收取之費用 

經理費或 

管理費 
保管費 申購費 

保單 

管理費 

iShares MSCI 歐盟指數基

金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海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

(ETF)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1% 

iShares MSCI 日本指數基

金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海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

(ETF)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1% 

Energy Select Sector SPDR 
SSgA Funds Management, 

Inc. 

海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

(ETF)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1% 

景順東協基金--A股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

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富達基金 -全球債券基金

--A股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海外債券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富達基金 -美元債券基金

--A股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海外債券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法巴百利達亞洲 (日本除

外)債券基金--C股(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國巴黎銀行盧森堡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摩根巴西基金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環球黃金

基金--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亞太地產股票

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全球地產股票

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全球科技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日本小型公司

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美國增長基金

(累積)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亞洲股息收益

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日本機會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東方明珠短期收益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歐元計價 

富達基金 -歐洲小型企業

基金--A股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富達基金 -全球健康護理

基金--A股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富達基金 -歐元債券基金

--A股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海外債券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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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註1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是否 

配息 

註2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收取之費用 

（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註3 

本公司 

收取之費用 

經理費或 

管理費 
保管費 申購費 

保單 

管理費 

愛德蒙得洛希爾歐洲價值

收益基金--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歐元可轉

債基金--A股(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歐洲中型

股基金--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歐洲新力

基金--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印度基金

--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全球新興

市場基金--A股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愛德蒙得洛希爾美國價值

收益基金(A) 

愛德蒙得洛希爾資產管理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泛歐地產股票

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泛歐小型公司

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歐元領域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亨德森遠見泛歐股票基金 
亨德森基金管理(盧森堡)

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新臺幣計價 

宏利台灣動力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臺灣股息收益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富達台灣成長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摩根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摩根新興科技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摩根台灣增長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摩根龍揚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

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精選中華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景順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

司 
國內貨幣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之子

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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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註1 

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是否 

配息 

註2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收取之費用 

（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註3 

本公司 

收取之費用 

經理費或 

管理費 
保管費 申購費 

保單 

管理費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亞太中小企業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股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A-不配息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中國信託台灣活力基金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中國信託台灣優勢基金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國內股票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中國信託全球新興市場策

略債券基金-A-不配息(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中國信託全球新興市場策

略債券基金 -B-配息(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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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海外債券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中國信託華盈貨幣市場基

金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國內貨幣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中國信託精穩基金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國內平衡型 否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港幣計價  

宏利環球基金-巨龍增長基

金--AA股 

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 
海外股票型 是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已由基金 

淨值中扣除 
0% 0% 

※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投資標的轉換時之資產評價日，將因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規定而有不同。上述投資標的之轉換，以檢齊文件送達本公司後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欲轉出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投資標的贖回後計算轉出金額，再依文件送達本公司後次二個資產評價

日之該欲轉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投資於要保人指定轉入之投資標的。 

若為不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先將欲轉出投資標的贖回轉換為等值新臺幣，再將該新臺幣轉換為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幣別

進行投資，其匯率之計算依條款第十二條約定行之。若為相同外幣之投資標的轉換，則不需依條款第十二條約定進行換匯

程序。 

註2：投資標的之配息方式（如每月配息、每半年配息或視經理人決定）請以各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註3：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投資人不須另行支付。 

上開費用會隨著投資標的規範及其他條件而略有變動，請以各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註4：投資標的之配息方式與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費用係參考境外基金觀測站或連結標的月報等公開資訊，要保人如欲取得

最新資訊，請以各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所載為準。 

 

（附表四之二）： 

本契約提供之投資標的詳見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投資標的(九)批註條款 

 

（附表五）：完全殘廢程度表 

完全殘廢指下列七項殘廢程度之一： 

項 別 殘        廢        程        度 

1 雙目均失明者。（註1） 

2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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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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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永久喪失咀嚼（註2）或言語（註3）之機能者。 

6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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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