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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及相關說明 

【強制分紅保單】 

一、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假設被保險人 x 歲投保，第 t 保單年度之保單紅利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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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t x

sD 0 , t 1 ，且 

t x

sD ： 第ｔ保險單年度應分配之保險單紅利金額。 

r： 
保險單紅利分配年利率，以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每月初（每月第

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加權平均計算。 

i： 計算保險費之預定年利率。 
mean

xt PV ： 第ｔ保險單年度之期中保險單價值準備金。 

k1： 等於1，但本公司於特殊情形下，得報主管機關核定其他數值。 

qx t 1  ： 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 

Qx t 1  ： 

實際經驗死亡率，每年依人壽保險業最近五年之經驗資料按最近採用的經驗

生命表製作原理，製作完成之年度經驗粗死亡率為基礎計算，且其值不高於
qx t 1  值。 

t S： 第ｔ保險單年度之死亡保險金額。 

xt PV ： 第ｔ保險單年度之期末保險單價值準備金。 

k2 ： 等於1，但本公司於特殊情形下，得報主管機關核定其他數值。 

 

二、相關說明 

(一)、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依規定於每一保險單年度終了，以該契約計算保險費所採用之預定

利率及預定死亡率為基礎，按核定之應分配保險單紅利計算公式計算保險單紅利。 

上項保險單紅利，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選擇下列四種方式中之一種給付： 

1. 現金給付。 

2.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3. 抵繳應繳保險費。 

4. 儲存生息。以核定之紅利分配利率（加權平均）依據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

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契約終止時由本公司主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得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給付方式。 

要保人如未選擇保險單紅利之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不選擇

者，保險單紅利以儲存生息方式處理。 

(二)、依財政部民國 91 年 12 月 18 日台財保字第 0910072808 號函，自 92 保險單年度起，保險

單紅利的計算適用財政部 80年 12月 31日台財保字第 800484251號函規定之紅利計算公式

之保險單，其當年度死差損益與利差損益得互相抵用。因互抵而減少之紅利金額，將轉增提

列為長期有效契約之責任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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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紅保單】 

本公司分紅業務之盈餘分配，由本公司董事會於會計年度結算後核定該年度可分配紅利盈餘金額，及分配予要保

人比例，上述核定之可分配紅利盈餘，其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不得低於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紅利分配公式: 

(一) 台灣人壽紅利雙收分紅終身保險(甲型)、台灣人壽紅利雙收分紅終身保險(乙型)、台灣人壽康寧特

定傷病分紅終身保險、台灣人壽富利多外幣還本分紅終身保險、台灣人壽增利多外幣還本分紅終

身保險 

紅利之金額為利差紅利、死差紅利及費差紅利之和。 

一、 利差紅利： 以「該保單之紅利分配利率與計算保費之預定利率之差」

乘以「期中責任準備金」。 

二、 死差紅利： 以「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與該保單之紅利分配死亡

率之差」乘以「該保單之危險保額」。 

三、 費差紅利： 為該保單之紅利分配費用及該保單之預估費用之差。 

 

上述保單紅利分配利率、紅利分配死亡率及紅利分配費用為精算人員於其紅利分配報告中，分配

予保戶之精算數值。 

精算人員得視經營狀況調整紅利分配公式，但該公式之調整仍需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二) 利源分紅_保證利率： 

(適用險種: 台灣人壽豐碩人生終身壽險(3X1、3Y1、3Y8、3Y9)、台灣人壽真愛人生終身壽險(3Z1)、

台灣人壽鴻運八八還本終身保險 A/B 型(4B1、4C1)、 台灣人壽年年得利終身保險(4E1)、台灣人

壽添生利值終身保險、台灣人壽富利人生終身壽險 A 型、台灣人壽富利人生終身壽險 B 型、台灣

人壽金喜年年終身保險、台灣人壽鴻運 168 還本終身保險 A 型、 台灣人壽鴻運 168 還本終身保

險 B 型、台灣人壽真情保本分紅定期保險、台灣人壽真意退休保本分紅定期保險、台灣人壽悠遊

人生分紅終身壽險、台灣人壽樂活退休分紅還本終身保險Ａ型、台灣人壽樂活退休分紅還本終身

保險 B 型、台灣人壽金喜寶貝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富利寶貝分紅終身壽險、台灣人壽寵

愛寶貝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豐富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圓滿人生分紅終身壽險、台灣

人壽富裕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新豐富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新圓滿人生分紅終身壽險、台

灣人壽金采年年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新金采年年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八八得利

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新真情保本分紅定期保險、台灣人壽新真意退休保本分紅定期保險) 

 

一、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結算該會計年度分紅保險單業務之稅前損益，

由本公司簽證精算人員評估長期之分紅績效及清償能力後，向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可分配盈餘

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該比例不得低於當時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為百分之七十），經

董事會核定後，依下列方式之貢獻比例法，計算該保險單年度之紅利： 

1. 紅利儲存生息利率以「該保險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為計算基礎時，貢獻比

例為按「死差紅利、利差紅利及累積紅利利息三項之和」計算之貢獻度除以「所有分紅保

險單貢獻度總和」所得之數值，乘以經本公司董事會核定分配予分紅保險單要保人之金額，

即為該保險單年度之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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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死差紅利：以「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與本公司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

死亡率之差」乘以「當年度保險金額與期末保險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

但本公司無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死亡率之前，以適用於該年

度人壽保險業分配死差紅利之實際經驗死亡率代之。 

(1)b.死差紅利：以「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與本公司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

死亡率之差」乘以「身故保險金額（或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與期末保險

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但本公司無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

死亡率之前，以適用於該年度人壽保險業分配死差紅利之實際經驗死亡率

代之。 

((1)b.適用險種: 台灣人壽豐富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圓滿人生分紅終身壽險、台灣人

壽富裕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新豐富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新圓滿人生分紅終身壽

險、台灣人壽金采年年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新金采年年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

灣人壽八八得利分紅還本終身保險、台灣人壽新真情保本分紅定期保險、台灣人壽新真

意退休保本分紅定期保險) 

(2)利差紅利：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與計算保險費之預定利率之差」

乘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3)累積紅利利息：以「上一保單年度末之累積保險單紅利」乘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

實際投資報酬率」計算。 

 

2. 紅利儲存生息利率以「二年定儲利率（註一）」為計算基礎時，貢獻比例為按「死差紅利及

利差紅利二項之和」計算之貢獻度除以「所有分紅保險單貢獻度總和」所得之數值，乘以

經本公司董事會核定分配予分紅保險單要保人之金額，但該金額為扣除所有選擇儲存生息

之分紅保險單「該保單年度累計紅利保證利息（註二）」後之數值，上述相乘後之數值再加

上「該保險單年度累計紅利保證利息」，即為該保單年度之紅利。 

上述死差紅利、利差紅利計算方法同前項死差紅利、利差紅利計算方法。 

 

註一：「二年定儲利率」，係指該保險單年度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

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加權平均（採二位小數四捨五入）。 

註二：「該保險單年度累計紅利保證利息」，係指「上一保險單年度末之累積保險單紅利」乘

以「二年定儲利率」 

 

二、相關說明 

契約之年度紅利發放日為： 

1. 保險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照保險單紅利計算公式計算之紅利金額，在該

保險單週年日給付保險單紅利。 

2. 保險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而保險單週年日發生於紅利宣告日之前者，則於紅利宣告

日發放該年度之紅利。 

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方式中的一種給付(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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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金給付。 

2.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3. 抵繳應繳保險費。 

4. 儲存生息。其利息比照契約之紅利計算方法中，累積紅利利息計算方法計算，並累積至要

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契約終止時由本公司主動一併給付。 

前項儲存生息利率不得低於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

計算之平均值。 

要保人得於契約有效期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給付方式。 

要保人如未選擇保險單紅利之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不選擇

者，保險單紅利以儲存生息方式處理。 

註:各商品紅利給付方式請參考保險單條款 

 

(三) 二利源分紅_保證利率： 

(適用險種: 台灣人壽金豐富人生分紅保險、台灣人壽金圓滿人生分紅終身壽險) 

 

一、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結算該會計年度分紅保險單業務之稅前損益，

由本公司簽證精算人員評估長期之分紅績效及清償能力後，向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可分配盈餘

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該比例不得低於當時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為百分之七十），經

董事會核定後，依下列方式之貢獻比例法，計算該保單年度之紅利： 

貢獻比例按「死差紅利、利差紅利及累積紅利超額利息三項之和」計算之貢獻度除以「所有

分紅保險單貢獻度總和」所得之數值，乘以經本公司董事會核定分配予分紅保險單要保人之

金額，但該金額為扣除所有選擇儲存生息之分紅保單「該保單年度累計紅利保證利息（註一）」

後之數值，上述相乘後之數值再加上該保單之「該保單年度累計紅利保證利息」，即為該保單

年度之紅利。 

1. 死差紅利：以「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與本公司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死亡

率之差」乘以「身故保險金額（或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與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

算。 

2. 利差紅利：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與計算保險費之預定利率之差」乘

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3. 累積紅利超額利息：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減去「二年定儲利率（註

二）」所得之數值，再與零取大值後，乘以「上一保單年度末之累積保險單紅利」計算。 

 

註一：「該保單年度累計紅利保證利息」，係指「上一保單年度末之累積保險單紅利」乘以「二

年定儲利率」。 

註二：「二年定儲利率」，係指該保單年度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

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加權平均（採二位小數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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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說明 

契約之年度紅利發放日為： 

1. 保險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照保險單紅利計算公式計算之紅利金額，在該

保險單週年日給付保險單紅利。 

2. 保險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而保險單週年日發生於紅利宣告日之前者，則於紅利宣告

日發放該年度之紅利。 

 

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方式中的一種給付(註)：  

1. 現金給付。 

2. 抵繳應繳保險費。 

3. 儲存生息。其利息比照契約之紅利計算方法中，累積紅利利息計算方法計算，並累積至要

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契約終止時由本公司主動一併給付。 

前項儲存生息利率不得低於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

計算之平均值。 

要保人得於契約有效期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給付方式。 

要保人如未選擇保險單紅利之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不選擇

者，保險單紅利以儲存生息方式處理。 

註:各商品紅利給付方式請參考保險單條款 

 

(四)二利源分紅_不保證利率： 

(適用險種: 台灣人壽豐碩人生終身壽險(3X0、3Y0)、 台灣人壽真愛人生終身壽險(3Z0)、台灣人

壽鴻運八八還本終身保險 A/B 型(4B0、4C0)、 台灣人壽年年得利終身保險(4E0)) 

 

一、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結算該會計年度分紅保險單業務之稅前損益，

由本公司簽證精算人員評估長期之分紅績效及清償能力後，向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可分配盈餘

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該比例不得低於當時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為百分之七十），經

董事會核定後，乘以契約之貢獻比例，計算該保險單年度之紅利。 

契約之貢獻比例係為按「死差紅利、利差紅利及累積紅利利息三項之和」計算之貢獻度除以

「所有分紅保險單貢獻度總和」所得之數值。 

1. 死差紅利：以「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與本公司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死亡  

率之差」乘以「當年度保險金額與期末保險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但本公司無分紅保

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死亡率之前，以適用於該年度人壽保險業分配死差紅利之實際

經驗死亡率代之。 

2. 利差紅利：以「該保險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與計算保險費之預定利率之差」

乘以「期中保險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3. 累積紅利利息：以「上一保險單年度末之累積保險單紅利」乘以「該保險單年度分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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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計算。 

 

二、相關說明 

契約之年度紅利發放日為： 

1. 保險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照保險單紅利計算公式計算之紅利金額，在該

保險單週年日給付保險單紅利。 

2. 保險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而保險單週年日發生於紅利宣告日之前者，則於紅利宣告

日補發該年度之紅利。 

前述保險單紅利，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四種方式中的一種給付： 

1. 現金給付。 

2.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3. 抵繳應繳保險費。 

4. 儲存生息。其利息比照契約之紅利計算方法中，累積紅利利息計算方法計算，並累積至要

保人請求、或併生存保險金給付，或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契約終止時由本公司主

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得於契約有效期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給付方式。 

要保人如未選擇保險單紅利之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不選擇

者，保險單紅利以儲存生息方式辦理。 

 

(五)、三利源分紅： 

(適用險種: 台灣人壽鴻運滾滾還本終身保險(3K0、3L0)) 

 

一、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於每一保單年度終了，按本公司董事會核定分配予分紅保險單要保

人之金額，乘以契約之貢獻比例，計算該保單年度之紅利。 

契約之貢獻比例係為「死差紅利、利差紅利、費差紅利及累積紅利利息四項之和」除以「當

年度分紅保險單盈餘」之數值；但若契約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後，其貢獻比

例則為「死差紅利、利差紅利及累積紅利利息三項之和」除以「當年度分紅保險單盈餘」之

數值，另以紅利金額購買增額繳清保險之部分亦同。 

1. 死差紅利：以「計算保險費之預定死亡率與本公司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死亡

率之差」乘以「該保單年度一般身故保險金與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但本公司

無分紅保險單過去三年平均實際經驗死亡率之前，以經主管機關核准適用於該年度的業界

實際經驗死亡率代之。 

2. 利差紅利：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與計算保險費之預定利率(百分之

二．二五)之差」乘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3. 費差紅利：以「預定費用扣除實際費用之餘額」並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際投資報

酬率」計息。 

4. 累積紅利利息：以「上一保單年度末之累積保險單紅利」乘以「該保單年度分紅保險單實

際投資報酬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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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說明 

契約年度的紅利分配方式為： 

1. 保單週年日時契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照當年度宣告的紅利，在該保單週年日給付保險

單紅利。 

2. 保單週年日發生於紅利宣告日之前者，則於紅利宣告日補發該年度之紅利。 

前述保單紅利，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四種方式中的一種給付： 

1. 現金給付。 

2.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 

3. 抵繳應繳保險費。 

4. 儲存生息：其利息比照契約之貢獻比例計算公式中，累積紅利利息計算方法計算，並累積

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至契約被保險人年齡到達九十七歲，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

或契約終止或給付生存保險金時由本公司主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得於契約有效期間，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給付方式。 

要保人如未選擇保險單紅利之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限期選擇，逾期不選擇

者，保險單紅利以儲存生息方式辦理。 

 

(六)、即期年金分紅： 

(適用險種: 台灣人壽如意即期年金保險(6N0)、台灣人壽新如意即期年金保險(6N1) 、台灣人壽真

如意即期年金保險(6N2)) 

 

一、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於每一保單年度終了時，以「分紅利率與計算保險費之預定利率之

差」乘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保險單紅利。 

前項所稱分紅利率係以下列方式所計算之數值： 

1. 當該保單年度之二年定儲利率小於或等於 4.9%時，以二年定儲利率加上 0.1%為分紅利

率，且分紅利率不得低於預定利率。 

2. 當該保單年度之二年定儲利率大於 4.9%時，則以二年定儲利率與本公司資金運用收益率

之較低者為分紅利率，且分紅利率不得低於 5%。 

註一：二年定儲利率係指該保單年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

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加權平均（採二位小數四捨五入）。 

註二：資金運用收益率係指本公司在前一日曆年度公佈之年報上所載最新一年依人身保險業

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所定之資金運用淨收益率。 

資金運用淨收益率＝2 × 淨投資收入 /（期初資金運用總額 + 期末資金運用總額 – 淨

投資收入）。 

 

二、相關說明 

契約有效期間內，於每一保單年度終了時之紅利分配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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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保險單紅利，本公司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方式中的一種給付： 

1. 現金給付：各年度保險單紅利，於次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支領年金時，併同年金給付，本公

司若未能按時給付時，應依第二款方式辦理。 

2. 儲存生息：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加權

平均(採二位小數四捨五入)計算，依據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本契約終止時

由本公司主動一併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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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紅保單】 

商品名稱 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相關說明 

台灣人壽愛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愛豐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88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88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愛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愛豐收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飛揚中國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發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發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發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發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享富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洋洋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富足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100 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 100 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樂退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人生變額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一陸鑽外幣變額萬能壽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享富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大發鴻利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飛揚中國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樂活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樂活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 88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 88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豐收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豐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優值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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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相關說明 

台灣人壽金采保本外幣變額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采保本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88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88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100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100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旺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旺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富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臻鑫100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臻鑫100變額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富享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定期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永鑫安終身保險乙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健康寶終身醫療保險(新)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平準型定期壽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福滿人生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尊龍一世終身壽險(實物給付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增澳利澳幣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永保安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被保險人豁免保險費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要保人豁免保險費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常保幸福定期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澳利雙享澳幣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新)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好福企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彩富養老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彩意傷害保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五年定期 123 重大疾病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富加享還本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喜洋洋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增美成雙美元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窩心 200 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 Go 實在醫療帳戶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樂生活遞延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樂健康終身醫療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增福成雙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民利中國人民幣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一陸旺美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一陸發人民幣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好美利美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增信安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樂活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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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保單紅利之計算公式 相關說明 

台灣人壽澳滿福澳幣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鼎極守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澳世情澳幣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糖糖人生定期醫療保險 A 型（0101）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糖糖人生定期醫療保險 B 型（0101）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健康滿分終身醫療保險(0501)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寵愛女人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0101）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滿加倍外幣終身保險（0101）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 A 型（0101）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 B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卡安心百齡重大傷病保本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卡安心 30 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真元氣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乙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鑽有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福鑫 200 失能照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鑽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好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新金鑽人生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滿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順利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多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A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多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B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超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A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超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B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三高樂活 100 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吉順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利 330 美元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享鑽 330 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享利年年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旺福年年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利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步步盈重大疾病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不離不棄多重給付特定傷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傳愛小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 e 點愛小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澳利年年澳幣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安心豁免保險費定期健康保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旺年年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A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B 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滿人生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利久久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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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五福利達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OIU)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鑽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寶利旺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寶來美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美滿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吉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全愛守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澳富多澳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好利雙寶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利 High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龍易保住院醫療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傳家美美元萬能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 e 富保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澳富年年澳幣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增好美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特定保障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特定保障型美元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高肝人生終身保險(弱體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福鑫 200 失能照護健康保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真順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真安心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民旺年年人民幣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增有鑫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享健康特定傷病定期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利 168 美元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旺福 168 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加倍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享安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金安康傷害醫療定期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臻美好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福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與愛同行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臻利旺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鑫利成雙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鑽美金美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富奇積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有 e 靠定期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常樂 75 防癌定期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年勝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增鑫旺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年鑫旺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有愛無礙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優體定期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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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特定保障型美元定期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吉美讚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樂齡保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健康福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愛守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好心180照護終身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愛加值防癌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常愛相隨防癌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增好鑽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豐華年年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年豐富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龍在天終身壽險附約(實物給付型)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滿傳承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常安心防癌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吉享福即期年金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美利勝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與糖同行定期健康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臻富美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安心180照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富滿傳承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吉美滿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超安心30照護終身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加倍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臻保倍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台灣人壽步步保健康定期保險 本險為不分紅保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