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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鑫富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商品說明書(LFF08)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鑫富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8 日台壽字第 106233102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依 109 年 7 月 8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90423012 號函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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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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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為外幣保險單，本公司所收付之款項均以約定外幣計價。）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標到期基金(二)批註條款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台壽字第 106233000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6 日台壽字第 1082330110 號函備查修正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標到期基金(三)批註條款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8 日台壽字第 106233103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6 日台壽字第 1082330111 號函備查修正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1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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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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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商品僅保險保障部分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

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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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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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或投資標的所連結之投資子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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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台灣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說明書；

投資標的之詳細內容介紹，請詳閱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或台灣人壽網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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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定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6. 本商品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台灣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7. 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於簽約前提供予要保人參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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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台灣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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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本商品經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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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台灣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11.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12. 本保險是以約定外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險費的繳交及各項保險給付皆以本商品約定外幣為之，要保

人須留意本商品約定外幣在未來兌換成新臺幣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這差異可能使

要保人或受益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可能造成損失。 

 

※本商品係由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發行，透過本公司之保險業務員或合作之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行銷。 

本文件係由台灣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公司章： 負責人章： 

 

 

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 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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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說明書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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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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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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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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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保險費的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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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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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收相當於躉繳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

時溯自預收相當於躉繳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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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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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付

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配

置於約定外幣之資金停泊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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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保險費繳交限制及繳費方式： 

1. 最低基本保額：  

約定外幣 美元(USD) 人民幣(CNY) 

最低基本保額 1,500 元 9,000 元 

註：新契約投保時需符合下表條件： 

投保年齡 基本保額(甲型) 基本保額(乙型) 

16 歲~30 歲 躉繳保險費× 1.9 躉繳保險費× 0.9 

31 歲~40 歲 躉繳保險費× 1.6 躉繳保險費× 0.6 

41 歲~50 歲 躉繳保險費× 1.4 躉繳保險費× 0.4 

51 歲~60 歲 躉繳保險費× 1.2 躉繳保險費× 0.2 

61 歲~70 歲 躉繳保險費× 1.1 躉繳保險費× 0.1 

71 歲~80 歲 躉繳保險費× 1.02 躉繳保險費× 0.02 

 

2. 最高基本保額： 

約定外幣 美元(USD) 人民幣(CNY) 

最高基本保額 500 萬元 3,000 萬元 

註 1.每張保單之保額不得超過該張保單所繳保險費之 20 倍。 

註 2.本險各「約定外幣」之投保金額需合併累算：限等值新臺幣 1.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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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費繳交限制及繳費方式： 

A. 最低保險費： 

約定外幣 美元(USD) 人民幣(CNY) 

最低保險費 10,000 元 60,000 元 

B. 最高保險費：  

約定外幣 美元(USD) 人民幣(CNY) 

最高保險費 500 萬元 3,000 萬元 

且本險各「約定外幣」之累積已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

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 1.5 億元。 

C. 繳費方式：躉繳，限匯款。 

 

二、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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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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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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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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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若已超過保單條款

第四十一條所約定之時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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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約定給付之喪葬費用保險金，按收齊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約定之申領文件後的第一個

資產評價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約定外幣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為換算基礎，換算等

值之新臺幣後不得超過主管機關所定之喪葬費用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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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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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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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依保單條款第三十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若已超過保單條款第四十一條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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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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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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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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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範例說明： 

(一)投保類型：甲型 / 約定外幣：美元 

以男性 40 歲，躉繳保險費美元 3 萬元，投保甲型，基本保額為美元 48,000 元，並連結美元計價之目標

到期基金(累積型)為例，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為 6 年，各年度末數值試算如下表： 

(幣別/單位：美元/元)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 4.19%元[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36,561.83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30,000.00   593.04   40.80   29,894.01   597.88   1,757.77   27,538.36   48,000.00  

2 41 0.00   364.09   42.97   30,875.71   617.51   1,512.91   28,745.29   48,000.00  

3 42 0.00   273.04   43.86   31,995.76   639.92   1,254.23   30,101.61   48,000.00  

4 43 0.00  0.00   44.11   33,447.86   668.96   327.79   32,451.11   48,000.00  

5 44 0.00  0.00   43.51   34,968.53   699.37  0.00   34,269.16   48,000.00  

6 45 0.00  0.00   42.07   36,561.83   0.00  0.00   36,561.83   48,000.00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 2.00%[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32,131.06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30,000.00   587.16   41.46   29,249.85   585.00   1,719.89   26,944.96   48,000.00  

2 41 0.00   352.78   45.25   29,574.74   591.49   1,449.16   27,534.09   48,000.00  

3 42 0.00   258.99   48.11   29,999.87   600.00   1,175.99   28,223.88   48,000.00  

4 43 0.00  0.00   50.84   30,695.27   613.91   300.81   29,780.55   48,000.00  

5 44 0.00  0.00   53.31   31,405.48   628.11  0.00   30,777.37   48,000.00  

6 45 0.00  0.00   55.59   32,131.06   0.00     0.00   32,131.06   48,000.00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 0.00%元[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28,481.49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30,000.00   581.75   42.08   28,661.46   573.23   1,685.29   26,402.94   48,000.00  

2 41 0.00   342.56   47.32   28,410.92   568.22   1,392.14   26,450.56   48,000.00  

3 42 0.00   246.54   51.89   28,250.85   565.02   1,107.43   26,578.40   48,000.00  

4 43 0.00  0.00   56.68   28,332.39   566.65   277.66   27,488.08   48,000.00  

5 44 0.00  0.00   61.62   28,409.37   568.19  0.00   27,841.18   48,000.00  

6 45 0.00  0.00   66.84   28,481.49  0.00     0.00   28,481.49   48,000.00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2008-2208-PD2-0074 第 5 頁，共 56 頁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4.19%元[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18,758.37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30,000.00   563.61   44.15   26,716.85   534.34   1,570.95   24,611.56   48,000.00  

2 41 0.00   309.55   53.99   24,730.56   494.61   1,211.80   23,024.15   48,000.00  

3 42 0.00   207.99   63.56   22,954.72   459.09   899.83   21,595.80   48,000.00  

4 43 0.00  0.00   73.98   21,478.42   429.57   210.49   20,838.36   48,000.00  

5 44 0.00  0.00   85.26   20,081.57   401.63  0.00   19,679.94   48,000.00  

6 45 0.00  0.00   97.52   18,758.37  0.00    0.00   18,758.37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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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保類型：甲型 / 約定外幣：人民幣 

以男性 40 歲，躉繳保險費人民幣 25 萬元，投保甲型，基本保額為人民幣 40 萬元，並連結人民幣計價

之目標到期基金(累積型)為例，投資標的運用期為 6 年，各年度末數值試算如下表： 

(幣別/單位：人民幣/元)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 4.69%元[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313,679.78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250,000.00   4,953.11   338.67   250,343.04   5,006.86   14,720.17   230,616.01   400,000.00  

2 41 0.00   3,055.77   353.69   259,806.76   5,196.14   12,730.53   241,880.09   400,000.00  

3 42 0.00   2,302.72   357.20   270,530.98   5,410.62   10,604.81   254,515.55   400,000.00  

4 43 0.00  0.00   354.42   284,179.98   5,683.60   2,784.96   275,711.42   400,000.00  

5 44 0.00  0.00   343.09   298,547.60   5,970.95  0.00   292,576.65   400,000.00  

6 45 0.00  0.00   323.29   313,679.78  0.00  0.00   313,679.78   400,000.00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 2.00%[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267,760.83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250,000.00   4,893.05   345.50   243,748.20   4,874.96   14,332.39   224,540.85   400,000.00  

2 41 0.00   2,939.84   377.14   246,456.00   4,929.12   12,076.34   229,450.54   400,000.00  

3 42 0.00   2,158.25   400.97   249,999.14   4,999.98   9,799.97   235,199.19   400,000.00  

4 43 0.00  0.00   423.65   255,794.67   5,115.89   2,506.79   248,171.99   400,000.00  

5 44 0.00  0.00   444.16   261,713.73   5,234.27  0.00   256,479.46   400,000.00  

6 45 0.00  0.00   463.24   267,760.83  0.00  0.00   267,760.83   400,000.00  

 

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 0.00%[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237,347.61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250,000.00   4,848.01   350.61   238,844.97   4,776.90   14,044.08   220,023.99   400,000.00  

2 41 0.00   2,854.64   394.37   236,757.62   4,735.15   11,601.12   220,421.35   400,000.00  

3 42 0.00   2,054.48   432.38   235,424.20   4,708.48   9,228.63   221,487.09   400,000.00  

4 43 0.00  0.00   472.25   236,104.22   4,722.08   2,313.82   229,068.32   400,000.00  

5 44 0.00  0.00   513.54   236,746.17   4,734.92  0.00   232,011.25   400,000.00  

6 45 0.00  0.00   557.06   237,347.61  0.00  0.00   237,347.61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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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末 

[註 1] 

保險

年齡 

躉繳 

保險費 

假設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4.69%元[註 10]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金額 151,261.17 元[註 9] 

保單 

管理費 

 (年度累積) 

[註 2] 

保險成本 

(年度累積) 

[註 3] 

保單帳戶價值 

(A) 

[註 4]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投資機構收取 

(B) 

[註 5] 

解約費用 

[註 6] 

解約金 

(C) 

[註 7] 

保險金額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1 40 250,000.00   4,685.06   369.13   221,414.43   4,428.29   13,019.17   203,966.97   400,000.00  

2 41 0.00   2,559.03   454.13   203,853.78   4,077.08   9,988.84   189,787.86   400,000.00  

3 42 0.00   1,710.24   536.59   188,193.82   3,763.88   7,377.20   177,052.74   400,000.00  

4 43 0.00  0.00   626.33   175,131.61   3,502.63   1,716.29   169,912.69   400,000.00  

5 44 0.00  0.00   723.74   162,840.23   3,256.80  0.00   159,583.43   400,000.00  

6 45 0.00  0.00   828.93   151,261.17  0.00 0.00   151,261.17   400,000.00  

 

範例註解： 

註1. 上表所稱年度末係以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始日起之各年度末，第 1 至 6 年係為目標到期基金運用

期，第 7 年(含)後係假設投入資金停泊帳戶。 

註2. 保單管理費為每月收取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下表所列每月費用率。台灣人壽每月自保單帳戶價值

中收取之保單管理費，不會收取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2%。 

保單年度 1 2 3 4(含)以後 

每月費用率 0.165% 0.1% 0.0725% 0% 

註3. 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障所需的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保單條款附表三)。

由台灣人壽每月根據訂立本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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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每月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收取之保險成本，不會收取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2%。 

註4. 上表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A)所呈現之數值，為反應保單管理費、保險成本及投資標的相關費用後

計算得出，未考慮投資標的贖回費用、稅負及首次投資配置日前的孳息等因素，僅供投保時分析

參考，實際投資報酬率須視保戶所選擇之投資標的績效而定；若保單帳戶價值不足以支付當月保單

管理費及保險成本時，保單帳戶價值以數字 0 表示。 

註5.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B)=保單帳戶價值(A)×2%，若已屆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滿日，則不再收取投資標

的贖回費用。 

註6. 解約費用(C)：按保單帳戶價值(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之保單帳

戶價值中)乘以解約費用率，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含)以後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註7. 解約金(D)=保單帳戶價值(A)-投資標的贖回費用(B)-解約費用(C)。 

註8. 保險金額為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之總和。 

註9. 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其基金經理公司將根據當時淨資產價值進行償付，本基金非定存之替代

品，亦不保證收益分配與本金之全額返還。投資組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情況下，隨著愈接

近到期日，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額，然本基金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格損失風險。 

註10. 上表範例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已反應投資標的經理費或管理費及保管

費，未反應保單管理費及保險成本，投資標的經理費或管理費六年合計 6.5%(基金成立日起至

屆滿一年：3.5%；基金成立日第二年起至第六年：每年 0.6%)，保管費六年合計 0.72%(每年 0.12%)，

持有至目標到期基金運用期屆滿之年化報酬率所呈現之相關數值僅供參考，並不代表未來之實際

報酬且尚未考慮稅負及首次投資配置日前的孳息等因素。 

註11. 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約定外幣為單位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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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依保單條款第二條第十三款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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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計算日之金額。 

註12. 本目標到期基金人民幣級別採避險策略，避險利益/成本會受到利差變化、貨幣升貶預期、流動性

變化及政策等因素影響。實際狀況需視成立後之市場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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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但若投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

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

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

資外，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後十五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

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

依要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

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數及提

領次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2008-2208-PD2-0074 第 10 頁，共 56 頁 

五、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遴選暨管理辦法 

第一條 目的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 (以下稱本公司及分公司)為提供保戶

全方位的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選擇，以滿足保戶各種投資需求與風險分散需求，依本公司組織

規程第三條及董事會、董事長暨總經理權責劃分標準之授權，特制定「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遴

選暨管理辦法」(以下稱本遴選辦法)。 

 

第二條 連結標的遴選策略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之遴選策略應考量下列原則： 

一、 連結標的幣別：考量不同的計價幣別，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二、 連結標的投資目標與投資策略：考量不同的投資目標與投資策略，以提供保戶投資風險分

散至不同區域、產業或全球市場。 

三、 連結標的類型：考量不同類型的連結標的，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四、 連結標的風險等級：考量不同連結標的風險等級，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五、 保險業利益衝突的評估：考量投資標的與公司是否有利害關係人交易或其他避免利益衝突

之情勢。 

其中，標的投資目標策略、保險業利益衝突的評估、風險等級審查應列為檢核表之審查項目。 

 

第三條 連結標的範圍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需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函令規定之運用範圍，本公司

及分公司投資型保險所連結之投資標的包括下列： 

一、 國內/境外共同基金 

二、 國內外 ETF 

三、 委外代操投資標的 

四、 資金停泊帳戶 

五、 保本型基金 

六、 國內結構型商品 

七、 境外結構型商品 

八、 國際債券 

九、 適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連結標的 

十、目標到期債券基金 

 

第四條 連結標的遴選標準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之遴選，應依照以下遴選標準辦理： 

一、 國內/境外基金：任一個別基金需符合下述第(一)點及第(二)~(八)點中之任 5 項遴選標準，

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如不符合第(二)~(八)點中之任 5 項遴選標準但有連結之必

要性者，得經總經理核准後，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一)國內基金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其為境外基金者，係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二)基金公司 

1. 國內基金公司 

(1) 成立滿 3 年以上，且近 1 年無重大違規紀錄。 

(2) 管理之總資產高於新臺幣 50 億元。 

2. 境外基金公司 

(1) 成立滿 5 年以上，且近 1 年無重大違規紀錄。 

(2) 管理之總資產高於等值美元 20 億。 

(三)基金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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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基金 

(1) 貨幣型基金：總資產高於新臺幣 100 億元。 

(2) 債券型基金：總資產高於新臺幣 5 億元。 

(3) 其他類型：總資產高於新臺幣 2 億元。 

2. 境外基金 

不分類型：總資產高於等值美元 2,000 萬。 

(四)基金成立期間 

1. 國內基金：成立閉鎖期滿後。 

2. 境外基金：成立至少 2 年以上。 

(五)基金績效 

1. 國內基金 

(1) 1年或 3年或 5年夏普指標(Sharpe ratio)排名同類型基金前 50%或高於同類型基

金平均值或高於整體指標(Benchmark)。 

(2) 或近三年內榮獲基金相關大獎。 

2. 境外基金 

(1) 1年或 3年或 5年夏普指標(Sharpe ratio)排名同類型基金前 50%或高於同類型基

金平均值或高於整體指標(Benchmark)。 

(2) 或 Morningstar 評比★★★以上/理柏評級為第三級以上。 

(3) 或近三年內榮獲基金相關大獎。 

(4) 投資目標與方針與風險報酬(於本公司官網呈現)。 

(六)基金策略 

1. 國內基金：基金經理人/投資團隊平均有 3 年以上投資分析經驗。 

2. 境外基金：基金經理人/投資團隊平均有 5 年以上投資分析經驗。 

(七)基金費用 

1. 國內基金：基金管理費、保管費與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短線交易費用、反

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等)合理且符合市場行情。 

2. 境外基金：基金管理費、保管費與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短線交易費用、反

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等)合理且符合市場行情。 

(八)基金公司後續專業服務 

1. 基金買賣流通性佳且投資資訊公開透明容易取得。 

2. 基金資訊提供：提供基金內容、申購/贖回、淨值等資訊正確性及充分揭露及基金

投資標的市場最新投資建議與專業報告。 

3. 教育訓練配合：提供基金相關金融專業培訓。 

二、 國內/外 ETF：任一個別 ETF 需符合下述第(一)~(三)點，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如不符合但有連結之必要性，得經總經理核准後，即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一)投資策略：以投資股票、債券為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亦非採合成複製法設計，

並於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得受託買賣之證券市場交易。 

(二)成立期間：成立至少 6 個月(含)以上。 

(三)成交量： 

1. 新臺幣計價：近 1 年平均月成交量高於新臺幣 1,000 萬元。 

2. 外幣計價：近 1 年平均月成交量高於 5,000 股。 

三、 委外代操投資標的：依本公司「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資產委託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處理

程序」辦理。 

四、 資金停泊帳戶：資產運用為銀行存款。 

五、 保本型基金：任一個別保本型基金需符合下述第(一)~(七)點，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

的。 

(一)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二)保本型基金所投資之國內外固定收益投資標的(含存款)，除須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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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關法令規定外，其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固定收益投資標的

(不含存款)之發行評等應符合如附表一內第一點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

上。 

(三)保本型基金因操作需要，以定期存款存放於國內銀行者，銀行總行最近一期之自有資

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應高於附表一內第二點所列比率以上。 

(四)保本型基金若有保證機構，該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附表一內第三點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五)存續期間至少達六年(含)以上。 

(六)計價幣別以新臺幣、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幣、

日圓及人民幣為限。 

(七)到期保本率至少為計價幣別本金之 100%(含)以上。 

六、 國內結構型商品：依「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及投資標的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

五點及第六點規範，需符合下述(一)~(七)點，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一)商品發行評等應符合附表一第四點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但無法取

得商品發行評等之國內結構型商品者，應以國內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等級替代之。 

(二)不得為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所發行之結構型商品。 

(三)計價幣別以新臺幣、人民幣及「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款所定計價

幣別為限，即計價幣別以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

幣及日圓為限。 

(四)國內結構型商品不得連結下列標的： 

1. 新臺幣匯率指標。 

2. 新臺幣利率指標，但以新臺幣計價之結構型商品不在此限。 

3. 本國企業於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4.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外發行之受益憑證。 

5. 國內外機構編製之臺股指數及其相關金融商品。但如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布之各類指數及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與國外機構合作編製非以臺股為主要成分股之指數，不在此限。 

6. 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7. 國內外私募之有價證券。 

8. 股權、利率、匯率、基金、商品、上述相關指數及指數型基金以外之衍生性金融商

品。但指數股票型基金，以金管會核定之證券市場掛牌交易之以投資股票、債券為

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者為限。 

(五)國內結構型商品若涉及大陸地區之商品或契約以連結下列標的及中央銀行已開放之範

圍為限： 

1. 以外幣或人民幣計價或交割之無本金交割商品 

(1) 涉及人民幣匯率：無本金交割之外幣對人民幣遠期外匯(NDF)、無本金交割之

外幣對人民幣匯率選擇權(NDO)或無本金交割之外幣對人民幣換匯換利

(NDCCS)。 

(2) 涉及人民幣利率：無本金交割之外幣對人民幣利率交換(NDIRS)。 

2. 以外幣或人民幣計價或交割商品 

(1) 涉及人民幣匯率：遠期外匯、換匯、換匯換利或匯率選擇權，但上開商品均不

得涉及新臺幣匯率。 

(2) 涉及人民幣利率：遠期利率協議、利率交換、利率交換選擇權或利率選擇權。 

3. 涉及人民幣計價或交割之與大陸地區相關公開上市之股價指數：股價遠期契約、股

價交換或股價選擇權。 

4. 其他經中央銀行開放外匯指定銀行辦理之連結標的。 

5. 連結第一目至第三目標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契約以結合外幣或人民幣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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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構型商品為限。 

(六)除另有規定外，結構型商品得於中央銀行已開放之範圍內同時連結二種之資產類別。 

(七)結構型商品之到期保本率至少為原計價貨幣本金(或其等值)之百分之一百，且不得含有

目標贖回式設計及發行機構得提前贖回之選擇權。 

七、 境外結構型商品：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金管證券字第 1070331570 號」規範，需符合下述(一)~(八)點，始可作為投資型保

險連結標的。 

(一)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應符合下述規定 

1. 發行機構應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分公司(以下簡稱發行人)，其未設有分公司者，應

由該發行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子公司，或該商品保證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

司或子公司擔任總代理人(以下簡稱總代理人)。前揭所稱分公司以經金管會核准設

立之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外國證券商在臺分公司或外國保險公司在臺分公司為限。

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子公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1) 外國銀行、外國證券商或外國保險公司經金管會核准直接或間接轉投資在臺設

立且持股逾百分之五十之銀行、證券商或保險子公司。 

(2) 該子公司同意就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所負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義務負連帶責任。 

(二)發行人或其總代理人應檢具文件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或經其同意委託其

他機構審查，並於收到審查通過通知書後二個營業日內報請金管會備查。 

(三)本公司需與發行人或總代理人簽訂契約，其境外結構型商品始得為投資型保單之連結

標的。 

(四)商品發行評等應符合附表一第五點所列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五)計價幣別以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幣及日圓為限。 

(六)境外結構型商品不得連結下列標的： 

1. 新臺幣利率及匯率指標。 

2. 國內有價證券。 

3. 本國企業於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4.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外發行之受益憑證。 

5. 國內外機構編製之台股指數及其相關金融商品。但如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與國外機構合作編製非以台股

為主要成分股之指數，不在此限。 

6. 屬於下列任一涉及大陸地區之商品或契約： 

(1) 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 

(2) 大陸地區之政府、企業或機構所發行或交易之有價證券。 

(3) 大陸地區股價指數、股價指數期貨。 

(4) 大陸地區債券或貨幣市場相關利率指標。 

(5) 人民幣匯率指標。 

(6) 其他涉及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依該條例所定之相關法令

之商品。 

7. 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8. 國外私募之有價證券。 

9. 股權、利率、匯率、基金、指數型股票基金(ETF)、指數、商品及上述相關指數以

外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但指數型股票基金(ETF)，以金管會核定之證券市場掛牌交

易之以投資股票、債券為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者為限。 

(七)若境外結構型商品為封閉式結構型商品： 

1. 到期保本率至少為計價貨幣本金之百分之一百。 

2. 投資型保單連結之結構型商品，不得含有目標贖回式設計，且不得含有發行機構得

提前贖回之選擇權。 

(八)若境外結構型商品為開放式結構型商品，其動態保本率須達計價貨幣本金之百分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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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上。 

八、 國際債券：須符合「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及投資標的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七

點規定。 

(一)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應分別符合下列信用評等等級(同本公司「投

資型保險連結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破產緊急應變及追償作業準則」第二條第二目第二

款)： 

1. 國內機構發行者：債務發行評等應符合附表一(三)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 

2. 國外機構發行者：債務發行評等應符合附表一(一)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且該債券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應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境外結構型商品

管理規則第六條所定之分公司或子公司。 

(二)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國外債券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 計價幣別以人民幣及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款所定計價幣別以美

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幣、日圓及人民幣為限。 

2. 該債券應於國內證券市場上櫃買賣，且不得為僅限銷售予專業投資人者。 

3. 投資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有價證券之範圍及限制，準用證券商受託外國有價證券管

理規則第五條之相關規定。 

4. 不得投資本國企業赴國外發行之債券。 

九、 適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連結標的：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 目標到期債券基金： 

(一)目標到期債券基金需符合第一項遴選標準；第(一)點及第(二)~(八)點中之任 5 項，並符

合目標到期債券基金風險管理方式比較表 60 分遴選標準(附表二)，始可作為投資型保

險連結標的。惟若該目標到期基金屬業務通路專案性合作或投信因檔期因素無法提供

提案報價，以致無法進行比較時，需於簽呈中說明狀況並經總經理核准後，始可為連

結標的。 

(二)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應符合附表一第六點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且投

資於附表一第六點所列該一定評級之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四十，且存續期間所增加之投資，亦適用之。 

 

第五條 審查項目 

一、 除境外結構型商品以外之連結標的：(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八條) 

保險業應對擬連結之投資標的進行上架前審查。除連結境外結構型商品者應依境外結構型

商品管理規則規定外，連結上述投資標的者，於上架前應審查下列事項(如無下列項目，則

無須審查)： 

(一)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合法性。 

(二)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費用及合理性。 

(三)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投資目標與方針、投資操作策略、過去績效、風險報酬及合理

性。 

(四)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商品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內容之正確性及資訊之充分揭露。 

(五)保險業利益衝突之評估。 

(六)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風險等級。 

二、 結構型商品：(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第十條) 

連結結構型商品之保險商品送審前(含結構型商品發行條件)，應召開保險商品上市前管理

會議，審慎評估開辦銷售之合理性並做成書面紀錄。審核之內容至少應包括評估及了解下

列事項： 

(一)商品之銷售對象(應要求經理機構具體說明並確認商品是否適宜銷售予客戶)。 

(二)商品之風險等級(應訂定適當之百分之百保本與非百分之百保本商品銷售比率政策)。 

(三)商品之投資假設及其風險報酬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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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客戶報酬之市場或其他各種因素。 

(五)商品之成本與費用之透明度與合理性。 

(六)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 

(七)結構型商品名稱應適當表達其商品特性，避免使用可能誤導客戶之名稱。 

(八)對於保本率未達 100%之結構型商品，其商品名稱或文宣資料不得有保本字樣，避免誤

導客戶。 

準備銷售連結結構型商品之保險商品前，應召開保險商品上市前管理會議，確認銷售文件

應依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規定，對攸關保戶權益事項之充分揭露，並做成書面

紀錄。 

三、 境外基金(金管保理字第10102009141號) 

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境外基金者，應依下列充分瞭解產品之相關作業規範辦

理，並納入保險商品銷售作業之內部控制處理程序。進行上架前審查時至少應包含下列項

目： 

(一)擬連結境外基金之合法性是否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相關規範。(同本遴選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擬連結境外基金之投資目標與方針、操作策略、風險報酬與過去績效。(同本遴選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六款)。 

(三)擬連結境外基金之相關費用(須包括短線交易費用、反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合理

性。(同本遴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 

(四)擬連結境外基金適合之客戶類型。(應列為檢核表之審查項目) 

(五)擬連結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等文件資訊之充分揭露。(同本遴選辦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八款)。 

四、 保本型證券投資基金(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保本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規範第四條第二

款) 

保險業應設立商品審查小組審查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保本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其審查至

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評估及確認該等基金之合法性、基金投資標的妥適性、基金投資假設及其風險報酬之

合理性、受託投資之適當性及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 

(二)就該等基金特性、計價貨幣本金虧損之風險與機率、流動性、基金結構複雜度、基金

存續期間等要素，綜合評估及確認該基金之商品風險程度，且至少區分為三個等級。 

(三)評估及確認提供予要保人之該等基金資訊及行銷文件，揭露之正確性及充分性。 

五、 遵循「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十四點第(三)項，保險業及保險業銷售投資型

保險商品之招攬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向投資標的發行機構要求、期約或收受不當之金

錢、財物或其他利益。 

六、 各商品標的上架之商業條件(如:通路服務費…等)相關約定時，須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取得單

位主管或權限主管核准後，始得上簽進行合約簽訂。 

 

第六條 審查小組 

一、 由商品單位擬定保本型基金與國際債券審查項目及檢核結果交由商品審查小組審查，本公

司及分公司之保本型基金與國際債券商品審查小組成員同保險商品評議委員會成員。 

二、 本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會議依照本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作業程序」辦

理。 

 

第七條 內部控制與定期評估 

一、 商品單位每半年至少一次自行評估連結標的是否符合本遴選辦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建立觀察名單自行存查。 

於觀察名單期數超過達四次以上(含)，提供予業務通路單位參酌，並將請標的投信公司進

行相關報告及向業務通路單位說明，另觀察名單之標的投信公司若評估不建議持有之標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2008-2208-PD2-0074 第 16 頁，共 56 頁 

的，將不列於新商品連結標的之選項。 

二、 每月針對前月績效超過負 10%之非屬全委連結標的說明原因。 

 

第八條 制訂與修訂 

本遴選辦法由總經理核定，經公告後施行，並應提董事會備查，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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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一、保本型基金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評等 

(一)國外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Rating Services, Inc. a- 

DBRS Ltd. AL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P Global Rating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A- 

Morningstar, Inc. A-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twn) 

 

(二)公債、國庫券之發行國家主權評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DBRS Ltd. A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A2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P Global Rating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三)國內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A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A(twn) 

 

二、定期存款存放之銀行最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適用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起 

資本適足率(%) 8.0 8.0 8.0 8.625 9.25 9.875 10.5 

第一類資本比率(%) 4.5 5.5 6.0 6.625 7.25 7.875 8.5 

普通股權益比率(%) 3.5 4.0 4.5 5.125 5.75 6.375 7.0 

 

三、保本型基金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Fitch, Inc.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A3 

S&P Global Ratings A-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twn)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2008-2208-PD2-0074 第 18 頁，共 56 頁 

四、國內結構型商品之發行或保證機構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A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A(twn) 

 

五、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評等 

【非專業投資人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Rating Services, Inc. a 

DBRS Ltd. A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A2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P Global Rating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A 

Morningstar, Inc. A 

 
六、有約定到期日之債券型基金投資之公債、國庫券之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或其他債券之發行評 

 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Rating Services, Inc. bbb+ 

DBRS Ltd. BBBH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1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P Global Rating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t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七、同時取得兩家外部信評機構之信用評等時，基於穩健原則應選用信用評等等級較低者，作為信用評

等評估依據；若同時取得三家(含)以上信用評等者，先篩選出評等較差之兩個信用評等，再從中採

用較佳等級，作為信用評等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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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目標到期債券基金風險管理方式比較表 

項目 參考指標 基金公司 / 商品名稱 基金公司 / 商品名稱 

集中度風險 

(30 分) 

1.持有債券檔數(10 分) 

債券檔數 得分 

80 以上 10 

50~80(不含) 8 

30~50(不含) 6 

10~20(不含) 4 

10(不含)以下 2 
 

 

 

 

 

2.投資區域數(10 分) 

數量 得分 

25 以上 10 

20~25(不含) 8 

15~20(不含) 6 

10~15(不含) 4 

5(不含)以下 2 
 

  

3.投資產業(10 分) 

產業數 得分 

20 以上 10 

15~20(不含) 8 

10~15(不含) 6 

5~10(不含) 4 

5(不含)以下 2 
 

  

信用風險 

(20 分) 

1.投資比重(10 分) 

主權債佔比 得分 

90%以上 10 

80%~90%(不含) 8 

60%~80%(不含) 6 

40%~60%(不含) 4 

40%(不含)以下 2 
 

  

2.平均債信等級(10 分) 

(債信等級至少 BBB-) 

信評 得分 

BBB+以上 10 

BBB 8 

BBB- 5 
 

  

主動管理 

(專業服務) 

(15 分) 

1. 教育訓練：配合業務單位安排

提供相關金融專業培訓。(5 分) 

2. 基金公司投資資訊公開並透

明容易取得。(2 分) 

3. 基金資訊：主動提供申購/贖

回、淨值等資訊之正確性並充

分揭露。(3 分) 

4. 基金公司服務：提供固定專業

團隊後續專業服務及支援。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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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10 分) 

債券投資計價幣別(10 分) 

美元佔比 得分 

90%以上 10 

80%~90%(不含) 8 

60%~80%(不含) 6 

40%~60%(不含) 4 

20%~40%(不含) 2 

20%(不含)以下 0 
 

  

利率風險 

(15 分) 

標的債券到期期限 得分 

限制標的債券到期日超

過基金到期日 1 年以下

的比重不超過 30% 

15 

加權平均到期日≦基金

到期日 
10 

不限制 5 
 

  

流動性風險 

(10 分) 

贖回服務 得分 

可每日申/贖並 

不收提前贖回費用 
10 

可每日贖回並 

不收提前贖回費用 
8 

可每日贖回但 

收取提前贖回費用 
6 

不可每日贖回 0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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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風險揭露 

信用風險：  

保單帳戶價值獨立於台灣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益人需自行承擔發行公司履行交付投

資本金與收益義務之信用風險。 

市場價格風險：  

投資標的之市場價格，將受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全球景氣、各國經濟與政治狀況等影響，發行或管

理機構以往之投資報酬率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台灣人壽亦不保證投資標的之投資報酬率且不負

投資盈虧之責。 

匯兌風險：  

本保險是以約定外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保險費的繳交及各項保險給付皆以本商品約定外幣為

之，要保人須留意本商品約定外幣在未來兌換成新臺幣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

異，這差異可能使要保人或受益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可能造成損失。 

法律風險：  

投資標的係發行機構依其適用法律所發行，其一切履行責任係由發行機構承擔，但要保人或受益人

必須承擔因適用稅法法令之變更所致稅賦調整或因適用其他法令之變更所致權益發生得喪變更的

風險。舉例說明：投資標的可能因所適用法令之變更而致無法繼續投資、不能行使轉換或贖回之權

利、或不得獲得期滿給付等情事。 

中途贖回風險：  

要保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申請部分提領或解約時，因此贖回而退回之保單帳戶價值，可能有低於原

始投資本金之風險。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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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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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life.com)申請

登錄成為會員，我們立即為您提供更周詳的服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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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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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不保事項及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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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及保單條款第三十二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本公司按保單條款第二十六條的約

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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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 

（詳細保單條款內容及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參閱本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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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符合第九條第二項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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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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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甲型：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 

(二)乙型：基本保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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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之所須文件為基準日，依附表四所列贖回評價時點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 

四、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本契約投保時所交付之躉繳保險費及依第六條、第七條約定所繳交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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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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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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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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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十條約定

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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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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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依第十條約定時點扣除。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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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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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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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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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要保人所交付之躉繳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每月扣除額； 

(三)加上按前二目之每日淨額，若投資標的為附表六之一時，依特定銀行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月月初第

一營業日之牌告約定外幣活期存款年利率，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一日止之

利息；若投資標的為附表六之二時，依特定銀行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月月初第一營業日之牌告約

定外幣活期存款年利率，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本公司匯款予附表六之二投資標的之保管機構或

基金發行公司的前一日止之利息。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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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本公司將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投入投資標的之特定日期。該特定日期係指附

表六之一投資標的之發行日或附表六之二投資標的基金核准成立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十六、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表六。 

十七、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

之營業日。 

十八、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

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九、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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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約定外幣為單位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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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依第十三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

額。 

二十一、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

之末日。 

二十二、匯款費用：係指匯款時所支付與匯款相關之郵電費、匯費或手續費用，包含匯出銀行及因跨行

匯款所經國外中間銀行所可能收取之相關費用，不含受款行手續費。 

二十三、全額到匯：係指匯款人向匯出銀行提出申請使匯款金額全額到達受款人所指定之帳戶，匯款費

用需由匯款人另行支付予匯出銀行。 

二十四、受款行手續費：係指受款銀行接受存、匯入金額時向受款人收取之費用。 

二十五、指定銀行：係指本公司指定匯款銀行之中華民國境內分行；本公司之指定銀行請至本公司網站

查詢。 

二十六、約定外幣：係指要保人於投保本契約時，於要保書上選擇約定之外幣，以作為本契約收付款項

之貨幣單位。 

二十七、投資標的運用期：係指附表六之一或附表六之二投資標的之運用期間。 

二十八、保險金扣除額：係指要保人投保甲型者，本公司於計算各項保險金時，因要保人曾經部分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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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帳戶價值而需自基本保額扣除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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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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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收相當於躉繳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

相當於躉繳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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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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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付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配置於約定外幣之資金停泊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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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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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繳交一筆保險費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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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於約定外幣之資金停泊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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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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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付款方式】 

本契約各項保險費、保險給付、費用及其他款項之收付，限以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 

 

第十三條【匯款相關費用及其承擔對象】 

本公司給付下列各款金額時，應以「全額到匯」之方式給付，「匯款費用」由本公司自行負擔： 

一、依第四條契約撤銷退還所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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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第八條及第三十一條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三、依第十九條償付解約金。 

四、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五、依第二十四條給付祝壽保險金。 

六、依第二十六條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七、依第三十六條投保年齡的錯誤所退還之金額。 

八、依第三十八條發行不成立或信用評等不足時，所返還之金額。 

九、依第十四條給付收益分配。 

十、依第二十條給付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十一、依第三十四條給付保險單借款金額。 

要保人或受益人交付下列各款金額時，應以「全額到匯」之方式匯入或存入本公司指定之外匯存款戶，

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 

一、交付保險費。 

二、返還保險單借款。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本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帳戶交付或收受相關款項時，要保人或受益人無需

負擔前項所述之「匯款費用」。 

受款人因上述作業項目所產生之受款行手續費應由各該受款人自行負擔。但本公司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約定加計利息退還約定之金額或第三十八條因發行不成立或信用評等不足而返還金額時，匯款費用及受

款行手續費均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四條【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附表六之一或附表六之二投資標的所列「投資

收益計算公式」計得之金額或收益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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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若以現金給付收益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日內主動給付之，惟應匯入要保人帳

戶。但若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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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收益分配金額將改以投入約定外幣之資金

停泊帳戶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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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投資標的轉換】 

要保人若選擇附表六之一或附表六之二之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於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前一個月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應於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前通知本公司該投資標的之處理方式；若要保人未通知本公司

時，則將該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之金額投入約定外幣之資金停泊帳戶。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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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之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解約

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及按未經過日數比例計算未到期之保險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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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二。 

 

第三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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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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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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二十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但無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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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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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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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條【發行不成立或信用評等不足之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不含）前，要保人選擇附表六之一投資標的時，若發行公司有信用評等未符合主管機

關規定之情事者，或選擇附表六之二投資標的時，若未達募集資本規模或不符合發行條件致發行不成立

時，本公司應將要保人所繳保險費返還予要保人，若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返還本公司之金額含有利息時，

應將利息一併返還之。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返還金額予要保人時，本契約視為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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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完全失能表 

完全失能指下列七項失能程度之一： 

項 別 失        能        程        度 

一 雙目均失明者。（註 1） 

二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三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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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永久喪失咀嚼（註 2）或言語（註 3）之機能者。 

六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 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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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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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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外幣/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每月收取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下表所列每月費用率： 

保單年度 1 2 3 4(含)以後 

每月費用率 0.165% 0.1% 0.0725% 0% 
 

2.保險成本 詳附表三。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國際債券：無。 

(3) 目標到期基金：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國際債券：無。 

(3) 目標到期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國際債券：無。 

(3) 目標到期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國際債券：無。 

(3) 目標到期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國際債券：無。 

(3) 目標到期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之保單帳戶價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前揭贖回費用不適用於本公

司收取保單管理費、保險成本或給付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之保險金額時所贖回

之保單帳戶價值。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無 

7.投資標的交易稅費用 
當本公司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中，依法須課徵交易稅者，本公司將於要保人賣出該投資標

的時，直接由賣出款項中扣除交易稅費用。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按保單帳戶價值(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之保單帳戶價

值中)乘以解約費用率，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含)以後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部分提領費用 
按部分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之

保單帳戶價值中)乘以解約費用率。 

五、其他費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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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保險成本費率表(每月) 

100%×臺灣壽險業第五回經驗生命表                                單位：每月每拾萬元淨危險保額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16 3.792  1.717    51 46.033 18.392   86 823.958 643.375 

17 4.500  1.933    52 49.492 20.125   87 894.608 712.225 

18 4.867  2.025    53 52.925 21.833   88 972.767 789.833 

19 5.058  2.075    54 56.283 23.442   89 1059.975 875.192 

20 5.200  2.108    55 59.908 25.183   90 1160.308 972.775 

21 5.342  2.158    56 64.075 27.292   91 1276.308 1090.117 

22 5.567  2.275    57 69.333 29.992   92 1391.333 1234.608 

23 5.917  2.458    58 75.700 33.350   93 1516.733 1375.425 

24 6.350  2.692    59 83.667 37.242   94 1653.425 1532.292 

25 6.842  2.967    60 91.192 41.533   95 1802.433 1707.058 

26 7.375  3.058    61 97.333 45.675   96 1964.883 1901.758 

27 7.717  3.108    62 104.933 49.858   97 2141.958 2118.658 

28 8.042  3.167    63 114.158 54.642   98 2335.008 2360.300 

29 8.400  3.250    64 124.842 60.158   99 2545.442 2629.500 

30 8.842  3.342    65 136.700 66.608   100 2774.850 2929.408 

31 9.392  3.458    66 149.100 74.133   101 3024.933 3263.517 

32 10.075  3.667    67 162.475 82.900   102 3297.550 3635.733 

33 10.875  4.008    68 177.683 93.017   103 3594.742 4050.400 

34 11.775  4.358    69 194.658 104.500   104 3918.708 4512.367 

35 12.767  4.658    70 212.967 117.342   105 4271.883 5027.017 

36 13.842  4.950    71 233.008 131.417   106 4656.883 5600.367 

37 15.033  5.292    72 254.308 146.142   107 5076.575 6239.108 

38 16.242  5.767    73 277.417 162.733   108 5534.100 6950.708 

39 17.408  6.300    74 302.200 181.275   109 6032.850 7743.458 

40 18.783  6.850    75 329.017 202.208   110 8333.333 8333.333 

41 20.242  7.400    76 357.608 225.742         

42 21.967  7.925    77 388.558 251.683         

43 23.958  8.550    78 422.192 280.583         

44 26.158  9.317    79 459.083 312.250         

45 28.483  10.258    80 499.517 346.900         

46 30.950  11.308    81 543.767 385.083         

47 33.608  12.417    82 591.433 426.950         

48 36.508  13.633    83 643.367 473.308         

49 39.717  15.033    84 698.767 524.183         

50 42.800  16.600    85 758.775 58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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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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評價時點一覽表 

項目 投資標的 
贖回/轉出 買入/轉入 

淨值 淨值 

買入 

評價時點 

國際債券 

約定外幣計價 
-- 

投資日[註 2]  

(國際債券淨值為 100) 

目標到期基金 

約定外幣計價 
-- 

投資日[註 2] 

(目標到期基金淨值為 10) 

贖回 

評價時點 

國際債券 

約定外幣計價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目標到期基金 

約定外幣計價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資金停泊帳戶 

約定外幣計價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每月 

扣除額 

國際債券 

約定外幣計價 
保單週月日[註 1] -- 

目標到期基金 

約定外幣計價 
保單週月日[註 1] -- 

資金停泊帳戶 

約定外幣計價 
保單週月日[註 1] -- 

註 1：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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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上表投資日係指首次投資配置日。 

 

附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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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iwanlife.com)

提供最新版之投資標的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附表六：投資標的一覽表 

附表六之一：國際債券 

本附表六之一適用國際債券，本次未連結此投資標的 

 

附表六之二：目標到期基金 

本契約提供之目標到期基金投資標的詳見 

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標到期基金(二)批註條款(美元收付保單適用) 

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標到期基金(三)批註條款(人民幣收付保單適用) 

 

附表六之三：資金停泊帳戶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 

種類 

股份 

類別 

是否 

配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1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 F201 美元 資金停泊帳戶 - - 否 

2 台灣人壽人民幣資金停泊帳戶 F205 人民幣 資金停泊帳戶 - - 否 

註：資金停泊帳戶僅接受符合保單條款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七項、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五條之情形時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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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標到期基金(二)批註條款(美元收付保單適用) 

附表二：投資標的一覽表 

 

 投資標的名稱： 

『中國信託 2026 年到期新興優先順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P032)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顧問機構：盧米斯賽勒斯有限責任合夥 (Loomis, Sayles & Company, L.P.)。 

 保證機構：無。本基金非保證型基金，無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機制。 

 保管機構：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RR3。 

 計價幣別：美元。 

 成立日期：預計2020年02月10日，實際成立日期為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向金管會報備並經金管會核准

備查之日。 

 投資標的運用期(存續期間)：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至屆滿六年之當日，該日以本公司網站

(www.taiwanlife.com)公告為主。 

 基金種類：債券型基金。 

 基金型態：開放式。 

 投資地區：新興市場為主。 

 是否分配投資收益：否。 

 是否追加發行：否。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請。 

 管理（經理）費：基金成立日起按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表年率逐日計算，由投資標的發行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並自基金成立日起每日曆月給付乙次予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一年之

當日 

基金屆滿一年之次日起至到

期日當日 

3.5% 0.6% 

 保管費：按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0.12%之比率逐日計算，由投資標的發行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日曆月給付乙次予保管機構。 

 申購手續費：由本公司支付。 

 提前買回費用(贖回費用)：本基金提前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

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2%）。提前買回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惟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含當日）起至第五個日曆日（含當日）期間，不

收取提前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1) 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2) 公告方式：於投資標的發行公司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ww.ctbcinvestments.com.tw)公告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http://www.sitca.org.tw)公告。 

 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之金額計算： 

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之金額=投資運用期滿之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要保人持有的受益權單位

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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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1)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

臺幣拾伍億元整。 

(2)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投資標的發行公司應即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報備，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3) 本基金不成立時，本公司應將要保人所繳保險費返還要保人。若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返還本公司

之金額含有利息時，應將利息一併返還之。 

 投資風險：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

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

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

法承擔相關風險之要保人。投資標的發行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投

資標的發行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要保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本基金投資運用期滿，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將根據屆時的基金淨資產價值進行償付，本基金非定

存之替代品，亦不保證收益分配之金額與本金之全額返還。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

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上(含)，惟因本基金有約定到期日，

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需，故於基金到期日前之二年九個月內或信託終止前一個月，得不受前述

存續期間之限制。 

(3) 本基金提前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

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2%）。惟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

（含當日）起至第五個日曆日（含當日）期間，不收取提前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此費

用將歸入基金資產，以保護既有投資人權益，因此本基金不建議投資人從事短線交易並鼓勵投

資人持有本基金至到期日。 

(4)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新興市場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牌之

優先順位債券，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於本基金成立屆滿五年後，經

理公司得依其專業判斷，於本基金持有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到期後，投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

期公債)，且不受本項所定投資比例限制。 

(5) 本基金為美元計價級別，如要保人以其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需自行

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於保戶持有之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

此外，要保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買價與賣價之差異，要保人進行換匯時需承擔買賣價差，

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6) 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15%於符合美國Rule 144A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

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投資人於投資前須

留意相關風險。 

(7) 由於債券市場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之情形，故而在需求之急迫性及買方接手之意願不足等可能

因素之下，可能影響債券取得成本或出售價格，致使基金淨值下跌，且本基金主要投資債券，

故而存在債券發行人之信用違約風險。又本基金主要投資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本

基金亦可能存在外匯管制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另本基金得投資於高收益

債券，此類有價證券較易發生債券發行公司可能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行契約

按時支付債券利息或償還本金，致基金產生損失。 

(8) 本基金到期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可能受到投資組合實際違約事件、信用事件(含提升或調降信用

評等)、再投資風險、交易成本、基金申贖狀況等影響。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

請詳見公開說明書。 

(9) 本基金的風險報酬等級為RR3，風險報酬等級之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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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10) 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要保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

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11) 投資組合中的單一債券到期年限以不超過基金存續期間為原則，但為符合契約到期年限限制或

增進投資效益，債券投資可能配置在不同年限。 

 

 投資標的名稱：『施羅德六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02)(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2年4月4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

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中國信託六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04)(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2年8月3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

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施羅德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06)(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2月2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

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中國信託2024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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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累積型)(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6月3日，如

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中國信託2024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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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年配息型)(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6月3日，

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德銀遠東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12)(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10月3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

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16)(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4月28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

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合庫六年到期ESG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P022) (累積型)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7月18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合庫六年到期ESG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P023) (月配息型)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7

月18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富蘭克林華美六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26)(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12月1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

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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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投資型投資標的目標到期基金(三)批註條款(人民幣收付保單適用) 

附表二：投資標的一覽表  

 

 投資標的名稱： 

『中國信託 2026 年到期新興優先順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33)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顧問機構：盧米斯賽勒斯有限責任合夥 (Loomis, Sayles & Company, L.P.)。 

 保證機構：無。本基金非保證型基金，無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機制。 

 保管機構：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RR3。 

 計價幣別：人民幣。 

 成立日期：預計2020年02月10日，實際成立日期為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向金管會報備並經金管會核准

備查之日。 

 投資標的運用期(存續期間)：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至屆滿六年之當日，該日以本公司網站

(www.taiwanlife.com)公告為主。 

 基金種類：債券型基金。 

 基金型態：開放式。 

 投資地區：新興市場為主。 

 是否分配投資收益：否。 

 是否追加發行：否。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請。 

 管理（經理）費：基金成立日起按基金淨資產價值依下表年率逐日計算，由投資標的發行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並自基金成立日起每日曆月給付乙次予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基金成立日起至屆滿一年之

當日 

基金屆滿一年之次日起至到

期日當日 

3.5% 0.6% 

 保管費：按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0.12%之比率逐日計算，由投資標的發行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日曆月給付乙次予保管機構。 

 申購手續費：由本公司支付。 

 提前買回費用(贖回費用)：本基金提前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

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2%）。提前買回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惟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含當日）起至第五個日曆日（含當日）期間，不

收取提前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時間及公告方式： 

(1) 公告時間：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2) 公告方式：於投資標的發行公司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ww.ctbcinvestments.com.tw)公告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http://www.sitca.org.tw)公告。 

 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之金額計算： 

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之金額=投資運用期滿之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要保人持有的受益權單位

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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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1)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

臺幣拾伍億元整。 

(2) 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投資標的發行公司應即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報備，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3) 本基金不成立時，本公司應將要保人所繳保險費返還要保人。若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返還本公司

之金額含有利息時，應將利息一併返還之。 

 投資風險： 

(1) 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

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

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

法承擔相關風險之要保人。投資標的發行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投

資標的發行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要保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本基金投資運用期滿，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將根據屆時的基金淨資產價值進行償付，本基金非定

存之替代品，亦不保證收益分配之金額與本金之全額返還。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

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上(含)，惟因本基金有約定到期日，

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需，故於基金到期日前之二年九個月內或信託終止前一個月，得不受前述

存續期間之限制。 

(3) 本基金提前買回費用（即本基金到期前之買回及／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

易者），為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2%）。惟自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

（含當日）起至第五個日曆日（含當日）期間，不收取提前買回費用(含短線交易費用)。此費

用將歸入基金資產，以保護既有投資人權益，因此本基金不建議投資人從事短線交易並鼓勵投

資人持有本基金至到期日。 

(4)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新興市場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發行、承銷或註冊掛牌之

優先順位債券，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於本基金成立屆滿五年後，經

理公司得依其專業判斷，於本基金持有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到期後，投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

期公債)，且不受本項所定投資比例限制。 

(5) 本基金為人民幣計價級別，如要保人以其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需自

行承擔匯率變動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於保戶持有之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

此外，要保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買價與賣價之差異，要保人進行換匯時需承擔買賣價差，

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本基金在計算人民幣計價或結算資產的價值及人民幣類別的價格

時，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將會應用香港的離岸人民幣市場匯率（「CNH 匯率」）。 

(6) 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15%於符合美國Rule 144A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

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投資人於投資前須

留意相關風險。 

(7) 由於債券市場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之情形，故而在需求之急迫性及買方接手之意願不足等可能

因素之下，可能影響債券取得成本或出售價格，致使基金淨值下跌，且本基金主要投資債券，

故而存在債券發行人之信用違約風險。又本基金主要投資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本

基金亦可能存在外匯管制及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另本基金得投資於高收益

債券，此類有價證券較易發生債券發行公司可能因發生財務危機等因素，無法依債券發行契約

按時支付債券利息或償還本金，致基金產生損失。 

(8) 本基金到期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可能受到投資組合實際違約事件、信用事件(含提升或調降信用

評等)、再投資風險、交易成本、基金申贖狀況等影響。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

請詳見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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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基金的風險報酬等級為RR3，風險報酬等級之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

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10) 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要保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

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11) 投資組合中的單一債券到期年限以不超過基金存續期間為原則，但為符合契約到期年限限制或

增進投資效益，債券投資可能配置在不同年限。 

 

 投資標的名稱：『施羅德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07)(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2月2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

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中國信託2024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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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累積型)(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6月3日，如

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中國信託2024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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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年配息型)(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6月3日，

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德銀遠東2024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13)(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3年10月3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

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17)(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4月28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

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合庫六年到期ESG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P024) (累積型)(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7月18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合庫六年到期ESG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P025) (月配息型)(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7月

18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富蘭克林華美六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P027)(投資標的運用期至114年12月1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

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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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說明書 

 

 

 

 

 

 

 

 

 

 

 

 

 

 

 

 

 

投資標的說明書發行日期：1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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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資標的說明（以下各投資標的之詳細內容，請至各所屬基金公司網站查閱）  

本公司為您精選的投資標的，您可依照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變化來挑選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 

要保人如欲查詢本商品所連結各類之基金詳細資料及配息組成項目，請參考各基金所屬之「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或總代理人」公司網站或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 

為維護保戶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資訊： 

1. 本商品所連結之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該基金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

之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保戶投保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2. 透過上述網站查詢之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該基金總代理人及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3. 要保人就所選擇之投資標的，了解並同意為協助防制洗錢交易、短線交易及公開說明書或相關法規所規定之

投資交易應遵循事項，主管機關或投資機構得要求本公司提供為確認要保人身份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4.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境外基金禁止短線交易及其它異常交易，依照各投資機構之相關規定，當投資機構如認

為任何要保人違反短線交易限制時，可保留限制或拒絕受理該等要保人所提出之基金申購或轉換申請之權利

或向該等要保人收取短線交易費用，相關短線交易限制請詳閱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http://www.fundcle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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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說明(資料截至 109/03/31) 
 選擇投資標的之理由：基於市場需求，滿足偏好固定收益保戶之需求。 

 

1. 中國信託 2026 年到期新興優先順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 115 年 2 月 9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計價幣別如下表： 

投資標的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投資標的 

發行公司 
計價貨幣 

是否分配 

投資收益 

P032 

中國信託 2026 年到期新興優先順位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中國信託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美元 否 

P033 

中國信託 2026 年到期新興優先順位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中國信託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幣 否 

 

 基金簡介： 

【美元】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7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新臺幣 60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76,332,835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國內外(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人民幣】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7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新臺幣 60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194,612,038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國內外(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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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資料如下表：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652-6688 

網址：www.ctbcinvestments.com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基金經理人資料如下表： 

姓名 學、經歷 

房旼 

學歷：University of Utah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現任：中國信託投信 固定收益投資科經理(2016/09~迄

今) 

經歷：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全權委託部經理人

(2012/07~2016/09) 

 

 投資顧問機構：Loomis, Sayles & Company,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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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標的運用期至 114 年 7 月 18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

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計價幣別如下表： 

投資標的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投資標的 

發行公司 
計價貨幣 

是否分配 

投資收益 

P022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累積型) 

債券型 

基金 

合作金庫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美元 否 

P023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月配息型) 

債券型 

基金 

合作金庫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美元 是 

P024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累積型) 

債券型 

基金 

合作金庫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幣 否 

P025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市場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月配息型) 

債券型 

基金 

合作金庫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幣 是 

 

 基金簡介： 

【美元】-累積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18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53,729,164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美元】-月配息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18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2,522,565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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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累積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18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315,486,612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人民幣】-月配息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18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14,974,531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資料如下表：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181-5999 

網址：http://www.tcb-am.com.tw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85 號 13 樓 

 

 基金經理人資料如下表： 

姓名 學、經歷 

支美智 

學歷：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碩士 

現任： 

‧合庫六年到期ES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合庫六年到期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與合庫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基金

經理人 

歷任：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經理人 
•合庫六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經理人 
•合庫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基金經理人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基金經理人 
•合庫投信固定收益投資部 
•貝萊德投信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貝萊德投信亞美利加收益基金基金經理人 
•貝萊德投信新臺幣基金基金經理人 
•匯豐中華投信風險管理部 
•匯豐中華投信稽核及法務督察部 
•安泰 ING(前荷銀)日本基金基金經理人 

•安泰ING(前荷銀)投信資產管理處 

 

 投資顧問機構：梅隆(Mello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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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 114 年 4 月 28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計價幣別如下表： 

投資標的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投資標的 

發行公司 
計價貨幣 

是否分配 

投資收益 

P016 

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美元)(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國泰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美元 否 

P017 

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國泰證券

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

公司 

人民幣 否 

註: 

本基金訂有定期買回日，本基金於第 2 年定期買回日及第 3 年定期買回日當日，分別將受益人所持

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5%辦理買回，於第 4 年定期買回日當日將受益人所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10%

辦理買回及於第 5 年定期買回日當日將受益人所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15%辦理買回。本基金於存

續期間內，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第 2、3、4、5 年當日為該年度之定期買回日；如當日為

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除於第 2、3、4 及 5 年定期買回日外，受益人並得依其需要隨時

辦理買回申請，惟定期買回日及到期買回當日，皆不接受受益人提出買回之請求。 

 

 基金簡介： 

【美元】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9 年 4 月 26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60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0.85 億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人民幣】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9 年 4 月 26 日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新臺幣 60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2.33 億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 -- -- 

年化標準

差% 
-- -- -- 

資料來源：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成立未滿一年，故無相關績效資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2008-2208-PD2-0074 第 44 頁，共 56 頁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資料如下表：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00-8399 

網址：www.cathayholdings.com/funds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 號 6 樓 

 

 基金經理人資料如下表： 

姓名 學、經歷 

彭木生 

學歷：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碩士 

現任： 

•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經理 

•國泰紐幣2021保本基金經理 

•國泰2025到期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經理 

•國泰紐幣八年期保本基金經理 

•國泰中國傘型基金之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 

•國泰新興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 

•國泰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資深經理 

歷任： 

•國泰紐幣保本基金經理 

•國泰全球永利貨幣市場基金經理 

•國泰全球貨幣市場基金經理 

•國泰全球債券基金經理 

•國泰投信投資研究部經理 

•國泰投信投資管理部副理 

•國泰人壽證券投資部研究員 

 

 投資顧問機構：實港投資夥伴有限合夥公司(Stone Harbor Investment Partners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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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 113 年 10 月 3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計價幣別如下表： 

投資標的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投資標的 

發行公司 
計價貨幣 

是否分配 

投資收益 

P012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美元)(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德銀遠東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美元 否 

P013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德銀遠東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幣 否 

 

 基金簡介： 

【美元】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10/03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3 億元 基金規模 新臺幣 1,520 百萬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8.36 -- -- 

年化標準

差% 
14.8 -- -- 

資料來源：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10/03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5 億元 基金規模 新臺幣 3,876 百萬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12.12 -- -- 

年化標準

差% 
15.41 -- -- 

資料來源：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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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資料如下表：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77-7717  

網址：http://www.DWS.com.tw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207 號 7 樓 

 

 基金經理人資料如下表： 

姓名 學、經歷 

潘秀慧 

主要學歷：銘傳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主要經歷： 

-德銀遠東 DWS 多元集利組合基金經理人(2016/1/12~

迄今) 

- 中 國 信 託 投 信  年 固 定 收 益 基 金 經 理 人
(2013/8/26~2015/12/16) 

- 台 新 投 信  固 定 收 益 基 金 經 理 人   

(2010/12/18~2013/8/24) 

- 日盛投信 債券基金經理人(2007/9/13~2010/6/26) 

 

投資顧問機構：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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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信託 2024 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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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 113 年 6 月 3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

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計價幣別如下表： 

投資標的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投資標的 

發行公司 
計價貨幣 

是否分配 

投資收益 

P008 

中國信託 2024 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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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型) 

債券型 

基金 

中國信託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美元 否 

P009 

中國信託 2024 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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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配息型) 

債券型 

基金 

中國信託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美元 是 

P010 

中國信託 2024 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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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型) 

債券型 

基金 

中國信託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幣 否 

P011 

中國信託 2024 年到期新興主權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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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配息型) 

債券型 

基金 

中國信託

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人民幣 是 

註： 

1. 本目標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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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

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目標到期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2. 首次配息因未滿一年，配息金額將依當年度實際投資期間計算，且首次可分配收益受初期進場佈

局之持債比重、基金費用率等因素影響，年化配息率可能相對較低。實際配息金額將視基金成立

後之市場環境與經理團隊建議而定。 

 

 基金簡介： 

【美元】- 累積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06/01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3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50,881,275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
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7.92 -- -- 

年化標準

差% 
14.48 -- --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年配息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06/01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3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4,924,398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7.98 -- -- 

年化標準

差% 
14.49 -- --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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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累積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06/01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美元 5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1,369,332,649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7.45 -- -- 

年化標準

差% 
14.64 -- --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年配息型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06/01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美元 5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46,942,678 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7.42 -- -- 

年化標準

差% 
14.64 -- --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資料如下表：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652-6688 

網址：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基金經理人資料如下表： 

姓名 學、經歷 

黃相慈 

•專長：債券投資、海外產業研究、人民幣債券 

•曾任職元大銀行、富邦投顧 

•學歷：臺北大學經濟系學士 

 

投資顧問機構：Ostrum Asset Management (原名法儲銀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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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羅德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投資標的運用期至 113 年 2 月 2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募集截止。) 

 

 投資標的名稱、計價幣別如下表： 

投資標的 

代碼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投資標的 

發行公司 
計價貨幣 

是否分配 

投資收益 

P006 

施羅德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施羅德證

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

限公司 

美元 否 

P007 

施羅德 2024 年到期新興市場主權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基金 

施羅德證

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幣 否 

 

 基金簡介： 

【美元】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02/01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3 億元 基金規模 美元 53 百萬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11.61 11.87 -- 

年化標準

差% 
16.37 12.17 -- 

資料來源：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8/02/01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3 億元 基金規模 人民幣 1,619 百萬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投資地區及標的 全球新興市場(投資海外)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

績效% 
-10.47 -9.53 -- 

年化標準

差% 
16.15 12.03 -- 

資料來源：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資料如下表： 

投資標的發行公司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22-1868  

網址：http://www.schroders.com.tw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08 號 9 樓 

 

 基金經理人資料如下表： 

姓名 學、經歷 

王瑛璋 

- 2008 年 10 月加入施羅德投信，任職於基金管理部 

- 2005 年擔任玉山投信投資部協理 

- 2005 年加入玉山證券債券部經理 

- 1994 年加入福邦證券擔任債券部經理 

-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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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標的發行/所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表：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  

種類 

申購 

費用 

經理費費率 

(每年)(註) 

保管費費率

(每年)(註) 

提前買回費用 

(贖回費用) 

中國信託 2026 年到期新

興優先順位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投資

標的運用期至 115 年 2

月 9 日，如該日為非營

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

目前已募集截止。) 

債券型基金 無 
3.5%/第 1 年 

0.60%/第2~6年 
0.12% 2% 

合庫六年到期 ESG 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

標的運用期至 114 年 7

月 18 日，如該日為非營

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

目前已募集截止。) 

債券型基金 無 
3.50%/第 1 年 

0.60%/第2~6年 
0.12% 2% 

國泰六年階梯到期新興

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投資標的運

用期至 114 年 4 月 28 日

，如該日為非營業日則

指次一營業日。目前已

募集截止。) 

債券型基金 無 
3.50%/第 1 年 

0.60%/第2~6年 
0.12% 2% 

德銀遠東 2024 年到期新

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投資標的

運用期至 113 年 10 月 3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

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

已募集截止。) 

債券型基金 無 
3.50%/第 1 年 

0.60%/第2~6年 
0.12% 2% 

中國信託 2024 年到期新

興主權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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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

債券型基金 無 
3.50%/第 1 年 

0.60%/第2~6年 
0.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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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期至 113 年 6 月 3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

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

已募集截止。) 

施羅德 2024 年到期新興

市場主權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投資標

的運用期至 113年 2月 2

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

則指次一營業日。目前

已募集截止。) 

債券型基金 無 
3.50%/第 1 年 

0.60%/第2~6年 
0.12% 2% 

(註) 

1. 單一行政管理費:包括經理費(管理費)、保管費及其他費用等，均會直接從基金資產扣除。 

2. 上述投資標的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已由淨值中扣除，惟各該投資標的經理 /管理公司保有日後變更收

費標準之權利，實際收取數額仍應以收取時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之所載或投資標的經理

/管理公司通知者為準。 

3. 費用改變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4. 投資標的經理費及保管費反應於淨值之計算與收取方式說明： 

【範例以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為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新臺幣 100,000 元，並選擇中國信託亞太多元入息平

衡基金 A 及中國信託智能運動基金-美元，各配置 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

投資標的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的中國信託亞太多元入息平衡基金 A及中國信託智能運動基金-美元之經理費及保

管費費用率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經理費費率(每年) 保管費費率(每年) 

中國信託亞太多元入息平衡基金 A 1.6% 0.25% 

中國信託智能運動基金-美元 2% 0.27% 

則保戶投資於中國信託亞太多元入息平衡基金 A及中國信託智能運動基金-美元每年最高應負

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1. 中國信託亞太多元入息平衡基金 A：50,000×(1.6%+0.25%)＝925 元 

2. 中國信託智能運動基金-美元：50,000×(2%+0.27%)＝1135 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基金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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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金停泊帳戶：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F201) 

TAIWAN LIFE USD Dollar Parking Account (2) 

 

一、帳戶性質 

1.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以下簡稱本帳戶），係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提供要保人選擇之美元資金停泊投資標的。 

2. 本帳戶以宣告利率之方式，賦予投資於本帳戶應有之報酬。 

3. 本帳戶之設立及交易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受主管

機關之管理監督。 

 

二、貨幣單位及匯率的計算 

1. 本帳戶之各項金額之收取及支付，以美元為貨幣單位。 

2. 本帳戶匯率的計算，依保險單條款之相關約定辦理。 

 

三、宣告利率 

1. 「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用以計算本帳戶該月份應得利息之利率。 

2. 每月「宣告利率」，係以條款「特定銀行」之外幣定期存款掛牌參考利率之一個月定期存款利率為

上限訂定之，且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四、投資本帳戶之相關費用 

本帳戶之相關管理成本，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另外收取。 

 

五、本帳戶之資產管理 

1. 本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將指派具有金融、證券或其他投資業務經驗之專業人員運用與管理本帳戶之資產。 

3. 本帳戶之投資策略，係在保持資產一定程度之流動性與穩健之收益，藉宣告利率將報酬賦予投資

人。 

4. 本帳戶之資產運用為銀行定期存款。 

 

http://www.metlife.com.tw/
http://www.met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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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人民幣資金停泊帳戶(F205) 

TAIWAN LIFE CNY Dollar Parking Account 

 

一、帳戶性質 

1. 台灣人壽人民幣資金停泊帳戶（以下簡稱本帳戶），係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提供要保人選擇之人民幣資金停泊投資標的。 

2. 本帳戶以宣告利率之方式，賦予投資於本帳戶應有之報酬。 

3. 本帳戶之設立及交易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受主

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二、貨幣單位及匯率的計算 

1. 本帳戶之各項金額之收取及支付，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 

2. 本帳戶匯率的計算，依保險單條款之相關約定辦理。 

 

三、宣告利率 

1. 「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用以計算本帳戶該月份應得利息之利率。 

2. 每月「宣告利率」，係以條款「特定銀行」之外幣定期存款掛牌參考利率之一個月定期存款利率

為上限訂定之，且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四、投資本帳戶之相關費用 

本帳戶之相關管理成本，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另外收取。 

 

五、本帳戶之資產管理： 

1. 本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將指派具有金融、證券或其他投資業務經驗之專業人員運用與管理本帳戶之資產。 

3. 本帳戶之投資策略，係在保持資產一定程度之流動性與穩健之收益，藉宣告利率將報酬賦予投資

人。 

4. 本帳戶之資產運用為銀行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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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通路報酬揭露 

本公司投資型保單提供連結之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淨值，亦不會額外

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投資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分成
註1 

贊助或提供對本公司之產品說

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新臺幣元) 註1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永豐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法銀巴黎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品浩太平洋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匯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新光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萬寶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路博邁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鋒裕匯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2008-2208-PD2-0074 第 55 頁，共 56 頁 

投資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分成
註1 

贊助或提供對本公司之產品說

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新臺幣元) 註1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霸菱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保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未達兩佰萬 未達一佰萬 

 

註 1：本公司投資型保單皆無自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及其他報酬。 

註 2：如投資於之目標到期基金，則於基金成立後，自投信公司所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首年不多於 3.3%，續年不多於 0.5%。 

註 3：未來本公司投資型保單如有連結之投資標的變動或相關通路報酬變動時，請至本公司官網(網址：www.taiwanlife.com )查詢最新內容。 

 

範例說明 ： 

＜本範例內容僅供要保人參考，壽險公司僅就要保人投資單檔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之通路報酬金額作

假設及說明，以協助要保人閱讀了解該類通路報酬之意涵＞ 

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收取不多於 1%之通路服務費分成，另收取未達新臺幣一佰萬元之其他報酬。故台端購買本公司投資型保險，其中每

投資 100,000 元於中國信託投信所代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 元 

2.由中國信託投信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不論是否收取以下費用，均不影響

基金淨值。) 

 (1)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元) 

 (2)對本公司之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達新臺幣二佰萬元。 

(3)其他報酬：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收取未達新臺幣一佰萬元關於對要保人進行產品說明會活動之費用。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作為連結，故各投資機構支

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

因應其原屬於投資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性質不同且各

投資機構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投

資機構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

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http://www.taiwan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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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之投資風險揭露】 

一、國內外經濟、產業景氣循環、政治與法規變動之風險。 

二、投資標的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三、利率變動風險。 

四、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 

五、投資地區債券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六、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七、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八、基金匯率避險交易之風險。 

九、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有解散、破產、撤銷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

之職務者，雖然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之債權人不得對該投資標的資產請求扣押或強制執行，

但該投資標的仍可能因為清算程序之進行而有資金短暫凍結無法及時反映市場狀況之風險。 

十、投資具風險，此一風險可能使投資金額發生虧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其原投資金額全部無法回收。 

十一、高收益債券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

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

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

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且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投資美國

144A 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價格不透明導致

高波動性之風險，高收益債券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僅適合願意承擔較高風

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高收益債券基金之盈虧，亦

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十二、委託投資機構投資並非絕無風險，受託投資機構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委託投資資產之最低收

益，受託投資機構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委託投資資產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

之收益。 

十三、本保險不提供未來投資收益、撥回資產或保本之保證。另投資標的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可能

由投資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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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投資標的報酬率，且過去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

未來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投資標的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部分投資標的進行收

益分配前或資產撥回前未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詳情請參閱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或月報。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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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十五、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及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本公司不保證本保險將來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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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 

 

台灣人壽保險(股)公司為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所經營業務種類包

括個人人身保險業務及團體保險業務，上開營業項目不含信託業務。在通路經營上，我

們透過業務員、電話行銷、銀行保險及經紀人通路，提供社會大眾家庭財務保障計劃，

為社會建立完整的風險規劃體系。 

 

※台灣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已登載於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並於台灣人壽

提供電腦設備供公開查閱下載。公司地址：臺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