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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投資型保險商品核保及銷售規範 

111.04.20 版 

一、投保規則 

1.投保年齡 

商品名稱  投保年齡限制（規定）：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0 歲～70 歲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0 歲～70 歲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0 歲～75 歲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104)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15 足歲～70 歲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0 歲～75 歲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75 歲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15 足歲～70 歲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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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保年齡限制（規定）：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15 足歲～80 歲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0 歲～80 歲 

 

2.基本保額 

商品名稱  基本保額限制（規定）：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新臺幣1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投保限額：300萬美元 

 

3.每期最低保險費 

商品名稱  每期最低保險費限制：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年繳最低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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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期最低保險費限制：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年繳最低3,600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十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最低目標保險費如下： 
 

月繳 季繳 半年繳 年繳 

1,000元 3,000元 6,000元 12,000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最低目標保險費如下： 

 

 

 

月繳 季繳 半年繳 年繳 

1,000元 3,000元 6,000元 12,000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為限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3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2億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標保險費：最低為10,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7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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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期最低保險費限制：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最低目標保險費如下： 
 

月繳 季繳 半年繳 年繳 

1,000元 3,000元 6,000元 12,000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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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期最低保險費限制：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10萬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保險費：最低為3,000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1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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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額外繳費 

商品名稱  額外繳費者：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1.須繳足第一保單年度目標保險費且非於保險費停繳期內始得

申請繳付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2.第一至第五保單年度間，需補足契約生效後所有應繳而未繳之

目標保險費，始得申請繳付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3.每次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 20,000 元。 

4.年度累計最高以年繳化目標保費之 100%為限。 

 

定期超額保險費: 

1.須繳足第一保單年度目標保險費且非於保險費停繳期內始得

申請繳付定期超額保險費。 

2.第一至第五保單年度間，需補足契約生效後所有應繳而未繳之

目標保險費，始得申請繳付定期超額保險費。 

3.每期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 3,000 元。 

4.年度累計金額最高以年繳化目標保費之 300%為限。 

 

每一被保險人當年度累計有效保單(VA 系列商品)及新契約之年

繳化目標保險費與定期超額保險費不可超過 300 萬元；當次所

繳付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使每一被保險人累計 VA

系列商品之總繳保費超過 4,000 萬元。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1.須繳足第一保單年度目標保險費且非於保險費停繳期內始得

申請繳付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2.第一至第五保單年度間，需補足契約生效後所有應繳而未繳之

目標保險費，始得申請繳付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3.每次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 20,000 元。 

4.年度累計最高以年繳化目標保費之 100%為限。 

 

定期超額保險費: 

1.須繳足第一保單年度目標保險費且非於保險費停繳期內始得

申請繳付定期超額保險費。 

2.第一至第五保單年度間，需補足契約生效後所有應繳而未繳之

目標保險費，始得申請繳付定期超額保險費。 

3.每期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 3,000 元。 

4.年度累計金額最高以年繳化目標保費之 300%為限。 

 

每一被保險人當年度累計有效保單(VA 系列商品)及新契約之年

繳化目標保險費與定期超額保險費不可超過 300 萬元；當次所

繳付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使每一被保險人累計 VA

系列商品之總繳保費超過 4,000 萬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不定期超額保費最低每次二萬元，定期超額保費最低每期一萬

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1.須繳足第一保單年度目標保險費，且非於保險費停繳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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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額外繳費者： 

2.每次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新臺幣 20,000 元。 

3.累積期間累計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與定期超額、不定期超額

保險費)最高以新臺幣 6,000 萬元為限。 

 

定期超額保險費:  

1.須繳足第一保單年度目標保險費，且非於保險費停繳期內。 

2.每期最低新臺幣 1,000 元。 

3.累積期間累計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與定期超額、不定期超額

保險費)最高以新臺幣 6,000 萬元為限。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不定期超額保費最低每次 600 美元，定期超額保費最低每期 300

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 200 美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 200 美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

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1.前五保單年度保費緩繳期間內之目標保險費均已補足，或已繳

足五年的目標保費，始得申請。 

2.每次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 5,000 元。 

3.每一保單年度之保險費(含目標、定期超額、不定期超額)以

3,000 萬為限。 

 

定期超額保險費: 

1.前五保單年度保費緩繳期間內之目標保險費均已補足，或已繳

足五年的目標保費，始得申請。 

2.每期最低 1,000 元，每年累計最高以年繳化目標保險費的 20

倍為上限。 

3.每一保單年度之保險費(含目標、定期超額、不定期超額)以

3,000 萬為限。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 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 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 5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150 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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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額外繳費者： 

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 5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150 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0 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新臺幣 20,000 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 2 億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 35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700 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 7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 150 美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 150 美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

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  

1.前五保單年度保費緩繳期間內之目標保險費均已補足，或已繳

足五年的目標保費，始得申請。 

2.每次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最低為 5,000 元。 

3.每一保單年度之保險費(含目標、定期超額、不定期超額)以

3,000 萬為限。 

 

定期超額保險費: 

1.前五保單年度保費緩繳期間內之目標保險費均已補足，或已繳

足五年的目標保費，始得申請。 

2.每期最低 1,000 元，每年累計最高以年繳化目標保險費的 20

倍為上限。 

3.每一保單年度之保險費(含目標、定期超額、不定期超額)以

3,000 萬為限。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 150 美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 150 美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

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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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額外繳費者：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A 型」-不受理定期超額保險費；「B 型」-

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 千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為新臺幣 5,000 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 千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A 型」-不受理定期超額保險費；「B 型」-

限月繳，每期最低 3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150 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期最低 3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150 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A 型」-不受理定期超額保險費；「B 型」-

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 千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為新臺幣 5,000 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次最低新臺幣 1 千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A 型」-不受理定期超額保險費；「B 型」-

限月繳，每期最低 3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150 美元。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定期超額保險費：限月繳，每期最低 30 美元。 

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每次最低 150 美元。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5,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惟經本公司催告或要保人申請復效始可繳交。 

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0 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惟經本公司催告或要保人申請復效始可繳交。 

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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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額外繳費者：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惟經本公司催告或要保人申請復效始可繳交。 

每次最低 400 美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惟經本公司催告或要保人申請復效始可繳交。 

每次最低 400 美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

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0 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

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每次最低 400 美元，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

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次最低 400 美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

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惟經本公司催告或要保人申請復效始可繳交。 

每次最低新臺幣 10,000 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

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惟經本公司催告或要保人申請復效始可繳交。 

每次最低 400 美元，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

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5.累積最高保險費 

商品名稱  累積最高保險費：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當次所繳付之保險費不得使每一被保險人累計於本系列商品之

總繳保費超過 4,000 萬元。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當次所繳付之保險費不得使每一被保險人累計於本系列商品之

總繳保費超過 4,000 萬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三億元。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6,000 萬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每一保單年度之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定期超額保險費、不定

期超額保險費)以 3,000 萬為限。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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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累積最高保險費：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 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新臺幣 2 億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期間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

超過 7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每一保單年度之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定期超額保險費、不定

期超額保險費)以 3,000 萬為限。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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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累積最高保險費：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

幣 3 億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累積所繳總保險費(含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不得超過 1,000

萬美元。 

 

 

6.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規範及處理方式 

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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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者係指下列兩者金額較大者： 

<甲型> 

(一)基本保額。 

(二)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單條款附表三「贖回評價時點」之

投資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並乘上「保

價係數」之值。 

 

<乙型> 

(一)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單條款附表三「贖回評價時點」之

投資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與基本保額兩

者之和。 

(二)第一點所述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保價係數」之值。 

 

前述所稱「保價係數」係指下列比率：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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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者係指下列兩者金額較大者： 

(一)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需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單條款附表三「贖回評價時點」

之投資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與基本

保額兩者之和。 

(二)前述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保價係數」之值。 

前述所稱「保價係數」係指下列比率：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者係指下列兩者金額較大者： 

(一)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需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單條款附表三「贖回評價時點」

之投資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與基本

保額兩者之和。 

(二)前述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保價係數」之值。 

前述所稱「保價係數」係指下列比率：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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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者係指下列兩者金額較大者： 

<甲型> 

(一)基本保額。 

(二)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單條款附表三「贖回評價時點」之

投資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並乘上「保

價係數」之值。 

 

<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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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一)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保單條款附表三「贖回評價時點」之

投資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與基本保額兩

者之和。 

(二)第一點所述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保價係數」之值。 

 

前述所稱「保價係數」係指下列比率：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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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要保人選擇之保險型態為 A 型者）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要保人選擇之保險型態為 A 型者）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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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要保人選擇之保險型態為 A 型者）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要保人選擇之保險型態為 A 型者）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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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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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要保人投保及繳交不定期超額保險費時，繳交當時其身故保險

金對於保單帳戶價值與預定投資保險費金額的總和之比率，應

符合下列規定： 

1.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百九十。 

2.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3.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4.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5.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一十。 

6.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零二。 

7.被保險人當時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 

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不符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不收取要保人當

次欲繳付之保險費。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其金額為下

列兩者金額較大者：  

(一)基本保額。  

(二)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需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附表三 「贖回評價時點」之投資

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並乘上「保價

係數」 之值。  

前述所稱「保價係數」係指下列比率：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其金額為下

列兩者金額較大者：  

(一)基本保額。  

(二)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需文件並送達

本公司之日為基準日，依附表三 「贖回評價時點」之投資

標的價值計算之本契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並乘上「保價

係數」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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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及處理方式： 

前述所稱「保價係數」係指下列比率：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 

   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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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費用 

1.保險費費用 

商品名稱 保單附加費用：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目標/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1%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目標/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1%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保險費年度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第 1 年 60% 

3.75% 

第 2 年 40% 

第 3 年 30% 

第 4 年 10% 

第 5 年 10% 

第 6 年以上 0%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200 萬元 2.8% 
2.8% 

200 萬(含)以上 2.6%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200 萬元 2.8% 
2.8% 

200 萬(含)以上 2.6%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6.6 萬美元 2.8% 
2.8% 

6.6 萬美元(含)以上 2.6%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6.6 萬美元 2.8% 
2.8% 

6.6 萬美元(含)以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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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保單附加費用：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保險費年度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第 1 年 60% 

2.00% 

第 2 年 30% 

第 3 年 20% 

第 4 年 20% 

第 5 年 10% 

第 6 年以上 0%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目標/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3%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3%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目標/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3%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目標/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3%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150 萬元 3.00% 

2.95% 150 萬元~200 萬元(不含) 2.95% 

200 萬元(含)以上 2.85%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150 萬元 3.00% 

2.95% 150 萬元~200 萬元(不含) 2.95% 

200 萬元(含)以上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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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保單附加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5 萬美元 3.00% 

2.95% 5萬美元(不含)~6.65萬美元(不含) 2.95% 

6.65 萬美元(含)以上 2.85%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當次繳交金額 
目標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超額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未達 5 萬美元 3.00% 

2.95% 5萬美元(不含)~6.65萬美元(不含) 2.95% 

6.65 萬美元(含)以上 2.85%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保費費用。 

 

2.每月保障及行政管理費用（保單管理費用） 

 

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年金累積期間每月以保單帳戶價值的 0.08%

計算。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年金累積期間每月以保單帳戶價值的 0.08%

計算。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於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將收取之保單管理費用如下：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 新臺幣 100 元 

300 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計

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

理費用為下列二者之和： 

(1)新臺幣 100 元註。 

(2)「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下表「當年度收取比率」。 

保單年度 
第 1 年 

至第 2 年 

第 3 年 

至第 4 年 

第 5 年 

至第 6 年 

第 7 年 

以上 

收取比率 0.35% 0.25% 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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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註：保險費餘額達 100 萬(含)以上，當月免收新臺幣 100 元，

前述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保險費總額扣除累計之部分提

領金額。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於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將收取之保單管理費用如下： 

保險費餘額
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計

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每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下表「當年度收取比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收取比率(每

月) 
0.1% 0.1% 0.1% 0.04% 0% 

(2)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新臺幣100元。若保險費

餘額達300萬(含)以上，則該月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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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每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下表「當年度收取比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收取比率(每

月) 
0.1% 0.1% 0.1% 0.04% 0% 

(2)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新臺幣100元。若保險費

餘額達300萬(含)以上，則該月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每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下表「當年度收取比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收取比率(每

月) 
0.1% 0.1% 0.1% 0.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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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2)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3美元。若保險費餘額達

10萬美元(含)以上，則該月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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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每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下表「當年度收取比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收取比率(每

月) 
0.1% 0.1% 0.1% 0.04% 0% 

(2)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3美元。若保險費餘額達

10萬美元(含)以上，則該月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金額如下：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150萬 100元 

150萬(含)以上 50元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

累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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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主約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主約保險

成本計算，並按月收取。主約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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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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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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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

理費為：保單帳戶價值乘以 0.125%。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保單管

理費為：保單帳戶價值乘以 0.125%。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300 萬元 0.112% 

0% 
300 萬元≦保險費餘額＜

1,000 萬元 
0.108% 

保險費餘額≧1,000 萬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元 100 元 

300 萬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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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300 萬元 0.112% 

0% 
300 萬元≦保險費餘額＜

1,000 萬元 
0.108% 

保險費餘額≧1,000 萬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元 100 元 

300 萬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保險費餘額＜10 萬美元 0.112% 
0% 

10 萬美元≦保險費餘額＜30 0.108% 



28 

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每月) 萬美元 

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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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10 萬美元 0.112% 

0% 
10 萬美元≦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8% 

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收取金額如下： 

保險費餘額
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150萬 100元 

150萬(含)以上 50元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

累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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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主約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主約保險

成本計算，並按月收取。主約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300 萬元 0.112% 

0% 
300 萬元≦保險費餘額＜

1,000 萬元 
0.108% 

保險費餘額≧1,000 萬元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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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元 100 元 

300 萬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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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300 萬元 0.112% 

0% 
300 萬元≦保險費餘額＜

1,000 萬元 
0.108% 

保險費餘額≧1,000 萬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元 100 元 

300 萬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10 萬美元 0.112% 

0% 
10 萬美元≦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8% 

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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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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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保單年度 1~4 5+ 

收取

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10 萬美元 0.112% 

0% 
10 萬美元≦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8% 

保險費餘額≧30 萬美元 0.10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每月) 0.2% 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
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 100 元 

300 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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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每月) 0.2% 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300 萬 100 元 

300 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1)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每月) 0.2% 0% 

(2)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31 

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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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首次保費配置完成日及爾後每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和： 

(3)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每月) 0.2% 0% 

(4) 每月收取金額(如下表)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 10 萬美元 3 美元 

10 萬美元(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300萬 100元 

300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

累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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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主約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主約保險

成本計算，並按月收取。主約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300萬 100元 

300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

累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10萬美元 3美元 

10萬美元 

(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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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累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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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主約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主約保險

成本計算，並按月收取。主約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險費餘額
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10萬美元 3美元 

10萬美元 

(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

累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

和： 

(1)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3 4 5+ 

收取比率 

(每月) 
0.125% 0.125% 0.125% 0.125% 0% 

(2)每月收取金額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300萬 100元 

300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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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為下列二者之

和： 

(1)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3 4 5+ 

收取比率 

(每月) 
0.125% 0.125% 0.125% 0.125% 0% 

(2)每月收取金額 

保險費餘額註 收取金額(每月) 

未達300萬 100元 

300萬(含)以上 免收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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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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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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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無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200 萬元 0.25% 
0% 

保險費餘額≧200 萬元 0.24%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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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200 萬元 0.25% 
0% 

保險費餘額≧200 萬元 0.24%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6.65 萬美元 0.25% 
0% 

保險費餘額≧6.65 萬美元 0.24%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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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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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危險保額及 【保險成本表】所列之每單位保險成本計算，

並按月收取。保險成本隨年齡增長而逐年調整。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 

(每月) 

 保險費餘額<6.65 萬美元 0.25% 
0% 

保險費餘額≧6.65 萬美元 0.24% 

註：保險費餘額為所繳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總額扣除累

計之部分提領金額。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每月) 0.25% 0%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本契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計算之保單管理費如下： 

    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該保單年度收取比率(如下表) 

保單年度 1 2+ 

收取比率(每月) 0.25% 0% 
 

 

3.投資行政管理費用 

商品名稱 投資行政管理費用：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每件申請酌收新臺幣 50 元。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104) 每件申請酌收新臺幣 50 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104)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104) 1.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自動轉換機制、自動停利機制、自動停損機制及自動加碼機

制不計入轉換次數中。 

2.停利轉換費用：每次執行停利機制時，於該次執行自動停利子

標的之轉換金額中收取 0.5%之停利轉換費用，但停利轉換費

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 20 美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無。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無。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無。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無。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1.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2.停利轉換費用：每次執行停利機制時，於該次執行自動停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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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行政管理費用： 

標的之轉換金額中收取 0.5%之停利轉換費用，但停利轉換費

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 15

美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 15

美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 20

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 15

美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 15

美元。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1.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新

臺幣 500 元。 

2.停利轉換費用：每次執行停利機制時，於該次執行自動停利子

標的之轉換金額中收取 0.5%之停利轉換費用，但停利轉換費

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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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行政管理費用：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每保單年度 12 次免費，第 13 次起每次收

取 15 美元。 

 

4.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

變額年金保險(104)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

變額年金保險(104)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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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

變額年金保險(104)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

變額年金保險(104)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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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

變額壽險(109)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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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鑫旺九九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

變額壽險(109)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

外幣變額壽險(109)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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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樂活人生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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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

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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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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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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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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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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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

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

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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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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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

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

外幣變額壽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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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各項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

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

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經理費與保管費用： 

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之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於投

資標的的買入價。 

其他費用： 

若投資標的有稅捐、交易手續費、匯款費用、營運行政費用、專設帳戶處理費用

及其他法定費用等相關費用時，將由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扣除或反映於宣告利率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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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

(104) 

申請契約終止： 

(1)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

請契約終止時之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

實際目標保 險費繳交次數相對應之解約費用率」。 

(2)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

請契約終止時之超額保費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

當年度之超 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申請部分提領： 

(1)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

費用為 「申請目標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

分提領時實際 目標保險費繳交次數相對應之解約費用率」。 

(2)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

費用為 「申請超額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

分提領時當年 度之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3) 除前二項費用外，每件申請酌收新臺幣五十元。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繳費

方式 
年繳 半年繳 季繳 月繳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 

解約費用率 

目

標

保

險

費

繳

交

次

數 

第1次 第1至2次 第1至4次 第1至12次 1％ 

第2次 第3至4次 第5至8次 第13至24次 1％ 

第3次 第5至6次 第9至12次 第25至36次 1％ 

第4次 第7至8次 第13至16次 第37至48次 1％ 

第5次 第9至10次 第17至20次 第49至60次 1％ 

第6次 第11至12次 第21至24次 第61至72次 0.5％ 

第7次 第13至14次 第25至28次 第73至84次 0.5％ 

第8次 第15至16次 第29至32次 第85至96次 0.5％ 

第9次以上 第17次以上 第33次以上 第97次以上 0％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 

解約費用率 

1~5 1% 

6~8 0.5% 

9 年(含)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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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鑫鑽年年變額年金保險

(104) 

申請契約終止： 

(1)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

請契約終止時之目標保費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

實際目標保 險費繳交次數相對應之解約費用率」。 

(2)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

請契約終止時之超額保費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

當年度之超 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申請部分提領： 

(1)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

費用為 「申請目標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

分提領時實際 目標保險費繳交次數相對應之解約費用率」。 

(2)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

費用為 「申請超額保費保單帳戶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

分提領時當年 度之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3) 除前二項費用外，每件申請酌收新臺幣五十元。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繳費

方式 
年繳 半年繳 季繳 月繳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 

解約費用率 

目

標

保

險

費

繳

交

次

數 

第1次 第1至2次 第1至4次 第1至12次 10％ 

第2次 第3至4次 第5至8次 第13至24次 9％ 

第3次 第5至6次 第9至12次 第25至36次 8％ 

第4次 第7至8次 第13至16次 第37至48次 7％ 

第5次 第9至10次 第17至20次 第49至60次 5％ 

第6次 第11至12次 第21至24次 第61至72次 4％ 

第7次 第13至14次 第25至28次 第73至84次 3％ 

第8次 第15至16次 第29至32次 第85至96次 2％ 

第9次以上 第17次以上 第33次以上 第97次以上 0％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 

解約費用率 

1~2 4% 

3-4 3% 

5-6 2% 

7-8 1% 

9 年(含)以後 0%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變額年金保險

(104)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智富三贏變額年金保險

(104) 

(1) 目標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 

繳

別 
年繳 半年繳 季繳 月繳 

目標保費

保單帳戶

解約費用

率 

目標保險費繳交次數 第1次 第1至2次 第1至4次 第1至12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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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第2次 第3至4次 第5至8次 第13至24次 25％ 

第3次 第5至6次 第9至12次 第25至36次 20％ 

第4次 第7至8次 第13至16次 第37至48次 15％ 

第5次 第9至10次 第17至20次 第49至60次 10％ 

第6次 第11至12次 第21至24次 第61至72次 5％ 

第7次以上 第13次以上 第25次以上 第73次以上 0％ 

 

A. 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目標保費

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

約終止時實際目標保險費繳交次數相對應之解約費用率」。 

B. 申請部分提領時，解約費用為「申請目標保費保單帳戶部分

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

領時實際目標保險費繳交次數相對應之解約費用率」。 

除前項費用外，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

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2) 超額保費保單帳戶解約費用：無。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104)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1)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

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

之解約費用率」  

(2)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

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

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4+ 0%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年金保險 (1)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

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

之解約費用率」  

(2)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

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

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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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1)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

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

之解約費用率」  

(2)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

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

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4+ 0%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1)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

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

之解約費用率」  

(2)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

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

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4+ 0% 
 

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6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6 次

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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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6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6 次

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6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6 次

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

(109)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5% 4% 3% 2%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6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6 次

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 

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

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3% 

4+ 0% 

申請部分提領： 

(1) 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

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



55 

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3% 

4+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4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6次者，

則每次收取20美元。(此即為本險之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次部

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 

申請契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

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3% 

4+ 0% 

 

申請部分提領： 

(1) 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

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

用率」 

保單年度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3% 

4+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4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6次者，

則每次收取新臺幣500元。(此即為本險之保單行政管理費用)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次部

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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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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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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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1)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

「申請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2) 除前項費用外，於第 5 保單年度起，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

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註：如當次申請部分提領之投資標的僅包含停泊帳戶，則該

次部分提領不列入次數累計。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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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7+ 

解約費用率 6.5% 5.5% 4.5% 3.5% 2.5% 1.0% 0%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年金保險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無解約費用。 

每年部分提領超過 12 次者，則每次收取 15 美元。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20% 15% 10% 5%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20% 15% 10% 5% 0% 
 

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20% 15% 10% 5%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20% 15% 10% 5% 0%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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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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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7% 6% 5% 4% 3%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5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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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解約或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變額年金保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8% 5.8% 4.8% 3.8%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8% 5.8% 4.8% 3.8%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4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

險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解約費用： 

「申請契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契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

價值」×「申請契約終止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8% 5.8% 4.8% 3.8% 0% 

申請部分提領時之部分提領費用： 

「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停泊帳戶金額」×「申請

部分提領當年度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年度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8% 5.8% 4.8% 3.8% 0% 

註：於第 3 保單年度至第 4 保單年度內，要保人於當年度第一次

申請部分提領時， 本公司將依申請部分提領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的

5%以內的部分，不收取保單帳戶部分提領費用。 

 

6.匯款相關費用 

商品名稱 匯款相關費用： 

中國人壽美好時光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104)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四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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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匯款相關費用：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二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四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一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樂活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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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匯款相關費用：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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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匯款相關費用：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一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中國人壽彰彰富利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匯款相關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包括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所收取之匯

款手續費、郵電費及其他費用。 

2.匯款相關費用之負擔對象請參閱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之規定。 

3.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與否與金額高低可能因下列因素而異： 

3-1.保戶所指定之銀行與本公司所指定之銀行是否屬於同行

境內匯款。若是，則無匯款相關費用產生。 

3-2.匯出銀行、中間銀行及匯入銀行之實際收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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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規範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變額壽險 

保額以萬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超

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萬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1 萬元。 

 

中國人壽鑫享事成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百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

不得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舉例說明： 

因保額以百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5,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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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鑫利人生變額壽險(109) 
主契約基本保額及保險費關係，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基本保額 
1、最高倍數≧ 年繳化目標保險費－所有帳戶型附約之保險費下限 ≧最低倍數 
        基本保額 
 
2、年繳化目標保險費   ≧最低倍數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年齡 
最低 
倍數 

最高 
倍數 

最低 
倍數 

最高 
倍數 

年齡 
最低 
倍數 

最高 
倍數 

最低 
倍數 

最高 
倍數 

15 38 260 44 340 43 23 110 26 190 

16 37 260 43 340 44 22 110 25 190 

17 37 260 43 340 45 22 100 25 190 

18 36 260 42 340 46 21 90 24 120 

19 36 260 41 340 47 21 85 24 120 

20 35 260 40 340 48 20 75 23 120 

21 34 260 39 320 49 20 70 23 120 

22 34 260 39 320 50 19 65 22 120 

23 33 260 38 320 51 19 60 22 100 

24 33 260 37 320 52 19 55 21 100 

25 32 260 37 320 53 18 55 21 100 

26 31 220 36 270 54 18 50 20 100 

27 31 220 35 270 55 17 45 20 100 

28 30 220 35 270 56 17 45 20 70 

29 30 220 34 270 57 16 40 19 65 

30 29 220 33 270 58 16 35 19 65 

31 29 180 33 220 59 15 30 18 65 

32 28 180 32 220 60 15 30 18 60 

33 28 180 31 220 61 14 25 17 35 

34 27 180 31 220 62 14 20 17 35 

35 26 180 30 220 63 14 20 16 35 

36 26 140 30 210 64 13 20 16 35 

37 25 140 29 210 65 13 20 15 35 

38 25 140 29 210 66 12 15 15 35 

39 24 140 28 210 67 12 15 14 35 

40 24 140 27 210 68 11 15 14 30 

41 24 110 27 190 69 11 15 13 25 

42 23 110 26 190 70 10 13 13 25 

說明一：上表所列最高及最低保額倍數係指本契約之「基本保額」除以年繳化「目標保險費」
所得之數額。 

上述年繳化「目標保險費」計算方式： 

年繳：目標保險費×1；半年繳：目標保險費×2；季繳：目標保險費×4；月繳：目標
保險費×12。 

說明二：各繳別最低目標保險費之特殊規範： 

年繳：需為 240 的倍數；半年繳：需為 120 的倍數；季繳：需為 60 的倍數；月繳：
需為 20 的倍數。 

範例說明： 

35 歲男性保戶如選擇基本保額 390 萬元，則其目標保險費上限為 15 萬元(390 萬÷最低保額

保費倍數 26，且須符合 240 之倍數)，目標保險費之下限為 21,840 元(390 萬÷最高保額保費

倍數 180，且須符合 240 之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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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鑫旺九九變額壽險(109) 

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如下，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超過「投保

限額」為限： 

投保年齡 新契約基本保額 

15 足歲~30 歲 目標保險費 X0.9 

31 歲~40 歲 目標保險費 X0.6 

41 歲~50 歲 目標保險費 X0.4 

51 歲~60 歲 目標保險費 X0.2 

61 歲~70 歲 目標保險費 X0.1 

71 歲~80 歲 目標保險費 X0.02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0.2 萬元。 

 

中國人壽鑫旺九九外幣變額壽險(109) 

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如下，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超過「投保

限額」為限： 

投保年齡 新契約基本保額 

15 足歲~30 歲 目標保險費 X0.9 

31 歲~40 歲 目標保險費 X0.6 

41 歲~50 歲 目標保險費 X0.4 

51 歲~60 歲 目標保險費 X0.2 

61 歲~70 歲 目標保險費 X0.1 

71 歲~80 歲 目標保險費 X0.02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2,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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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雙利人生變額壽險 

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超過

「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0.2 萬元。 

 

中國人壽雙利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

得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舉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5,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0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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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鑫鑫向榮變額壽險 

主契約基本保額及保險費關係，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最高倍數 ≧     
基本保額 

 ≧最低倍數 
年繳化目標保險費 

年齡 
男性 女性 

年齡 
男性 女性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15 38 260 44 340 43 23 110 26 190 

16 37 260 43 340 44 22 110 25 190 

17 37 260 43 340 45 22 100 25 190 

18 36 260 42 340 46 21 90 24 120 

19 36 260 41 340 47 21 85 24 120 

20 35 260 40 340 48 20 75 23 120 

21 34 260 39 320 49 20 70 23 120 

22 34 260 39 320 50 19 65 22 120 

23 33 260 38 320 51 19 60 22 100 

24 33 260 37 320 52 19 55 21 100 

25 32 260 37 320 53 18 55 21 100 

26 31 220 36 270 54 18 50 20 100 

27 31 220 35 270 55 17 45 20 100 

28 30 220 35 270 56 17 45 20 70 

29 30 220 34 270 57 16 40 19 65 

30 29 220 33 270 58 16 35 19 65 

31 29 180 33 220 59 15 30 18 65 

32 28 180 32 220 60 15 30 18 60 

33 28 180 31 220 61 14 25 17 35 

34 27 180 31 220 62 14 20 17 35 

35 26 180 30 220 63 14 20 16 35 

36 26 140 30 210 64 13 20 16 35 

37 25 140 29 210 65 13 20 15 35 

38 25 140 29 210 66 12 15 15 35 

39 24 140 28 210 67 12 15 14 35 

40 24 140 27 210 68 11 15 14 30 

41 24 110 27 190 69 11 15 13 25 

42 23 110 26 190 70 10 13 13 25 

說明一：上表所列最高及最低保額倍數係指本契約之「基本保額」除以年繳化「目標保險費」
所得之數額。 

上述年繳化「目標保險費」計算方式： 

年繳：目標保險費×1；半年繳：目標保險費×2；季繳：目標保險費×4；月繳：目標
保險費×12。 

說明二：各繳別最低目標保險費之特殊規範： 

年繳：需為 240 的倍數；半年繳：需為 120 的倍數；季繳：需為 60 的倍數；月繳：
需為 20 的倍數。 

範例說明： 

35 歲男性保戶如選擇基本保額 390 萬元，則其目標保險費上限為 15 萬元(390 萬÷最低保額

保費倍數 26，且須符合 240 之倍數)，目標保險費之下限為 21,840 元(390 萬÷最高保額保費

倍數 180，且須符合 240 之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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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穩盈得利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

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0.2 萬元。 

 

中國人壽穩盈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

得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舉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5,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0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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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主流趨勢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

超過「投保限額」為限；投保「A 型」者，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另須符合以

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0.2 萬元。 

 

中國人壽主流趨勢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

得超過「投保限額」為限；投保「A 型」者，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另須符合

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舉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5,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0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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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豐利達人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

超過「投保限額」為限；投保「A 型」者，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另須符合以

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0.2 萬元。 

 

中國人壽豐利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

得超過「投保限額」為限；投保「A 型」者，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另須符合

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舉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5,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0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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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鑫收益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

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0.2 萬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

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範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10 萬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9 萬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2 萬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10.2 萬元。 

 

中國人壽豐利月增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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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投保限額」為限，且新契約投保金額與目標保險費比率須符合以下規範：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15 足歲～30 歲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90% ≧160% ≧140%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被保險人 

當時之保險年齡 
51 歲～60 歲 61 歲～70 歲 71 歲～80 歲 

 新契約基本保額  
≧120% ≧110% ≧102% 

 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舉例說明： 

因保額以元為單位，若新契約目標保險費 3000 美元，新契約基本保額計算如下： 

   ※十五足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5,700 美元。 

   ※五十一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600 美元。 

         ※七十一歲以上，八十歲以下者，新契約基本保額最低應為 3,060 美元。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10 萬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得 

  超過「投保限額」。 

 

中國人壽得益贏家外幣變額壽險 

  基本保額以元為單位；最低投保金額為 3,000 美元，最高為躉繳目標保險費之 20 倍，惟不  

  得超過「投保限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