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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投資型保險商品核保及銷售規範 

版本日期:111/06/30 
一、投保規則: 
１.投保年齡 

商品名稱 投保年齡限制（規定）：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得意人生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15足歲－65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年金保險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年金保險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0歲－75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5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100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100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年金保險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18歲-6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7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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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歲足－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15足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歲足－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變額年金保險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歲－80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年金保險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年金保險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年金保險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 歲－8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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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0 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5 足歲－80 歲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愛撲滿變額年金保險 20 足歲－5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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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保額 
商品名稱 保險金額(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限制（規定）：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得意人生意外傷
害保險附約 新台幣 10-100 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 100 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金額限制：(若客戶採年繳，其保額算法為：年繳(目標保險
費)÷12=月繳(目標保險費)再對應下表之保額倍數。) 

投保年齡 最低保險金額 最高保險金額 
15 足歲-54 歲 月繳保費*100 倍 月繳保費*500 倍 

55-70 歲 月繳保費*50 倍 月繳保費*84 倍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年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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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利達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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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達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
能壽險 

1、保險金額限制：(若客戶採年繳，其保額算法為：年繳(目標保險
費)÷12=月繳(目標保險費)再對應下表之保額倍數。) 
投保年齡 保險金額計算 
18-30 歲 月繳(目標保險費)*500 倍 
31~45 歲 月繳(目標保險費)*400 倍 
46-60 歲 月繳(目標保險費)*300 倍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年
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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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
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年金
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年
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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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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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年金
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萬能
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
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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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
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變額年金
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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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
年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
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年
金保險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萬
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最低保險金額：各年齡最低保險金額（即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與
所繳保險費之比率規定如下，倘若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比率時，將依法
令規定之比率調整其身故及完全失能保險金。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
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90 歲：102%。 
2.15 足歲-40 歲僅為上註之總繳保費比率，其他年齡與總繳保費之比率
至少必須達如上註之說明，惟被保險人 41 歲以上最高不得逾總繳保費
之 150%。 

法國巴黎人壽愛撲滿變額年金 無 
 



 12/228 

3.每期最低保險費 
商品名稱 每期最低保險費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得意人生意外傷
害保險附約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年
金保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年
金保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
壽險 

1.年繳：新臺幣 36,000 元。 
2.月繳:新臺幣 3,000 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年金
保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 3,000 元且年繳保費需≧36,000 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 3,000 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 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 3,000 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 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變額年
金保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 3,000 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 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 3,000 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 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 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 3,000 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 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利達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澳幣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年
金保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達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或人民幣6萬元(約定幣別為人民幣時)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
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年
金保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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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年
金保險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躉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年
金保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
能壽險 

1.年繳：最低新臺幣60,000元，最高新臺幣1,200,000元。 
2.月繳:最低新臺幣5,000元，最高新臺幣100,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年
金保險 

1.彈性繳：新臺幣3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3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1.彈性繳：新臺幣3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3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
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年金
保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之等值外幣。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年
金保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萬
能壽險 

1.彈性繳：新臺幣10 萬元。 
2.分期繳：新臺幣3,000元且年繳保費需≧12,000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分期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2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分期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2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2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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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5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50萬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11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年金
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萬能
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
年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
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變額年金
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2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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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
年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
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1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年
金保險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萬
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乙型)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 彈性繳:新臺幣30萬元之等值外幣。 
法國巴黎人壽愛撲滿變額年金保險 分期繳：每月新臺幣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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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累積最高保險費  

商品名稱 累積最高保險費：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得意人生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00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澳幣1千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或人民幣6,000萬元(約定幣別為人民
幣時)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6,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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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6,000
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3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3億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6,000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
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人民幣 6,000 萬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
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乙型: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外幣。 
法國巴黎人壽愛撲滿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新臺幣 25,000 元(含同業同一險種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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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險費繳交限制及保險金額處理方式 
 
適用商品包含：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萬
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
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
黎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
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
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 100 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
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
壽尊爵威利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
利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變額萬
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
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
利好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萬能壽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甲乙型適用： 
要保人申請繳納保險費或增減基本保額時，本公司將依本契約條款約定重新計算基本保額。 
本契約下列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比例，應在一定數值以上，未達

一定數值以上者，本契約之基本保額將變更為繳納保險費或增減基本保額之後的第一評價日之保單帳

戶價值乘上一定數值計算所得之金額。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兩者之較大值。

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加計

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之值，且不得為負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兩者之和。但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保額。 
前項所稱一定數值之標準如下：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當時保險年齡在三十歲以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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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的之金
額。 
 
丙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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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 
 
淨危險保額：其計算方式為基本保額與門檻保額兩者之較大值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
值。 
 
門檻保額：係指要保人投保、每次繳納保險費或部分提領時，本公司依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計
算當時所適用之「保價乘數」所得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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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價乘數：係指下列比率： 
期滿得利變額萬能壽險適用: 
一、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十八歲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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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極限變額萬能壽險適用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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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167% 
3 0.1083%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

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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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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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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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

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

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上。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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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167% 
3 0.1083%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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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

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

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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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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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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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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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 
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167% 
3 0.1083% 
4 0.0667% 

第5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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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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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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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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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1包括： 
a1. 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 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 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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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167% 
3 0.1083% 
4 0.0667% 

第5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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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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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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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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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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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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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25%；

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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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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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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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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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

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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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上，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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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25%；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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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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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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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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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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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

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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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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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 
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25%；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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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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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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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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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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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1包括： 
a1. 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 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 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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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25%；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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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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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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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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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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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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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

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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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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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0.165%收取，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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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

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

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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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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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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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

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

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36/228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約定以電子郵件寄發或親自領取本契約第十六條之

保單帳戶價值通知者，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2.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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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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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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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

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

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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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 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約定以電子郵件寄發或親自領取本契約第

十七條之保單帳戶價值通知者，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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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

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

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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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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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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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 部分提領

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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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二保單年度，每月

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三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

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0583%收取；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

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

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

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

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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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

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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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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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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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

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

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4 0.5%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將依收

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

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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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二保單年度，

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三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0583%收取；惟貨幣帳戶之保

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

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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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

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

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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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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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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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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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4 0.5%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

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

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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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0.165%收取，惟

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

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

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

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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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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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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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 資 標

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

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

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將依

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上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

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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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0.165%
收取，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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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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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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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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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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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

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

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

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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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賺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0.165%
收取，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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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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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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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45/228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

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

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 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 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 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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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4.00% 3.00% 

約定外幣幣別每次繳交之保險

費金額 
澳幣 未達 370,000 元者 達 370,000（含）元以

上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年金累積期間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

月保單維護費用 ：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澳幣 3.5 元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

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澳幣 110,000(含) 元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結構型商品：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結構型商品：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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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結構型商品：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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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結構型商品：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結構型商品：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6. 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澳幣 20 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 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 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 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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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澳幣 30 元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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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3.20% 3.00% 2.80% 
每次繳交之保險費

金額(單位：新臺幣) 
未達 

3,000,000
元者 

達 3,000,000（含）元，

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含）元

以上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

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

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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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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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 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3.20% 3.00% 2.80% 
每次繳交之保險費

金額(單位：新臺幣) 
未達 
3,000,000 元者 

達 3,000,000（含）

元，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含）

元以上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

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

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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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

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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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 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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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3.20% 3.00% 2.80% 

各
約
定
幣
別
每
次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金
額 

美元 未達 100,000 元
者 

達 100,000（含）元，

未達 333,333 元者 
達 333,333（含）元以

上者 
歐元 未達 70,000 元者 達 70,000（含）元，未

達 233,333 元者 
達 233,333（含）元以

上者 
英鎊 未達 65,000 元者 達 65,000（含）元，未

達 216,667 元者 
達 216,667（含）元以

上者 
加幣 未達 120,000 元

者 
達 120,000（含）元，

未達 400,000 元者 
達 400,000（含）元以

上者 
澳幣 未達 110,000 元

者 
達 110,000（含）元，未

達 366,667 元者 
達 366,667（含）元以

上者 
紐幣 未達 160,000 元

者 
達 160,000（含）元，

未達 533,333 元者 
達 533,333（含）元以

上者 
港幣 未達 750,000 元

者 
達 750,000（含）元，

未達 2,500,000 元者 
達 2,500,000（含）元以

上者 
日圓 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含）元，

未達 33,333,333 元者 
達 33,333,333（含）元

以上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

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

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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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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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

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

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

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

但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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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3.20% 3.00% 2.80% 
各
約
定
幣
別
每
次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金
額 

美元 未達 100,000 元
者 

達 100,000（含）元，未

達 333,333 元者 
達 333,333（含）元以上

者 
歐元 

未達 70,000 元者 達 70,000（含）元，未達

233,333 元者 
達 233,333（含）元以上

者 
英鎊 

未達 65,000 元者 達 65,000（含）元，未達

216,667 元者 
達 216,667（含）元以上

者 
加幣 未達 120,000 元

者 
達 120,000（含）元，未

達 400,000 元者 
達 400,000（含）元以上

者 
澳幣 未達 110,000 元

者 
達 110,000（含）元，未

達 366,667 元者 
達 366,667（含）元以上

者 
紐幣 未達 160,000 元

者 
達 160,000（含）元，未

達 533,333 元者 
達 533,333（含）元以上

者 
港幣 未達 750,000 元

者 
達 750,000（含）元，未

達 2,500,000 元者 
達 2,500,000（含）元以

上者 
日圓 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含）元，

未達 33,333,333 元者 
達 33,333,333（含）元以

上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

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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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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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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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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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 
2 0.1% 
3 0.1% 
4 0.1%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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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

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

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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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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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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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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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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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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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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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 
2 0.1% 
3 0.1% 
4 0.1%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

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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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

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

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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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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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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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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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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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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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

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

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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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

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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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4.00% 3.00% 

約定外幣幣

別每次繳交

之保險費金

額 

美元 未達 100,000 元者 達 100,000 元(含)以上者 
歐元 未達 70,000 元者 達 70,000 元(含)以上者 
英鎊 未達 65,000 元者 達 65,000 元(含)以上者 
加幣 未達 120,000 元者 達 120,000 元(含)以上者 
澳幣 未達 110,000 元者 達 110,000 元(含)以上者 
紐幣 未達 160,000 元者 達 160,000 元(含)以上者 
港幣 未達 750,000 元者 達 750,000 元(含)以上者 
日圓 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 元(含)以上者 
人民幣 未達 650,000 元者 達 650,000 元(含)以上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

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普通公司債：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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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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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普通公司債：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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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普通公司債：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普通公司債：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普通公司債：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

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

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

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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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67% 

2 0.1067% 

3 0.1067% 

4 0.10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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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

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

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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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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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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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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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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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7.自動分期轉換費用 (1) 自動分期轉換費用：無。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 

2 5% 

3 4% 

4 2%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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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67% 

2 0.1067% 

3 0.1067% 

4 0.10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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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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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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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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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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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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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7.自動分期轉換費

用 

(1) 自動分期轉換費用：無。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 
2 5% 
3 4% 
4 2%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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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67% 

2 0.1067% 

3 0.1067% 

4 0.10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66/228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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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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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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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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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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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

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7.自動分期轉換費

用 
(1) 自動分期轉換費用：無。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 
2 5% 
3 4% 
4 2%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

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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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

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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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

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67% 

2 0.1067% 

3 0.1067% 

4 0.10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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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

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

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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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手續費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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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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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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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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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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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7.自動分期轉

換費用 
(1) 自動分期轉換費用：無。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 
2 5% 
3 4% 
4 2%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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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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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 保 費 費

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二保單年度，每

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三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
收取；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0583%收取；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

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

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

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 附 約 保

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 資 標

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 資 標

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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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 資 標

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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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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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 資 標

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

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 資 標

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

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 約 費

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4 0.5%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將依

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 部 分 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

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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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二保單

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三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

戶價值的 0.1167%收取；第四保單年度，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 0.0583%收取；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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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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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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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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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4 0.5%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

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2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

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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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

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25%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

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

後之餘額 

新臺幣 未達 5,000,000 元者 達 5,000,000（含）元

以上者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

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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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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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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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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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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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上，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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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

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25% 

收取帳

戶管理

費用當

時之本

契約已

繳納的

保險費

總額扣

除所有

部分提

領金額

後之餘

額 

美元 未達 166,667 元者 達 166,667（含）元以上者 

歐元 未達 116,667 元者 達 116,667（含）元以上者 

英鎊 未達 108,333 元者 達 108,333（含）元以上者 

加幣 未達 200,000 元者 達 200,000（含）元以上者 

澳幣 未達 183,333 元者 達 183,333（含）元以上者 

紐幣 未達 266,667 元者 達 266,667（含）元以上者 

港幣 未達 1,250,000 元者 達 1,250,000（含）元以上者 

日圓 未達 16,666,667 元者 達 16,666,667（含）元以上者 

人民幣 未達1,083,333元者 達1,083,333（含）元以上者 

南非幣 未達 1,500,000 元者 達 1,500,000（含）元以上者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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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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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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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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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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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上，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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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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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

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25%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

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

後之餘額 

新

臺

幣 
未達 5,000,000 元者 達 5,000,000（含）元以

上者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

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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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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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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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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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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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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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上，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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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

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及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

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25% 

收取帳戶管理

費用當時之本

契約已繳納的

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

領金額後之餘

額 

美元 未達 166,667 元者 達 166,667（含）元以上者 
歐元 未達 116,667 元者 達 116,667（含）元以上者 
英鎊 未達 108,333 元者 達 108,333（含）元以上者 
加幣 未達 200,000 元者 達 200,000（含）元以上者 
澳幣 未達 183,333 元者 達 183,333（含）元以上者 
紐幣 未達 266,667 元者 達 266,667（含）元以上者 
港幣 未達 1,250,000 元者 達 1,250,000（含）元以上者 
日圓 未達 16,666,667 元者 達 16,666,667（含）元以上者 
人民幣 未達1,083,333元者 達1,083,333（含）元以上者 
南非幣 未達 1,500,000 元者 達 1,500,000（含）元以上者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

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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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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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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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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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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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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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5) 投資標的如為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上，惟收益分配專屬貨幣帳戶免收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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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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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1) 目標保險費之保費費用率如下： 

目標保險費累積繳費次數 保費費用率 
第 1 次至第 12 次 30% 
第 13 次至第 24 次 15% 
第 25 次至第 60 次 10% 
第 61 次(含)以上 0 

(2) 超額保險費之保費費用率為 3%。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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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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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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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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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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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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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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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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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表：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

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保費費

用率 3.30% 3.00% 2.70% 2.40% 2.10% 1.80% 1.50% 

新臺幣 未達

1,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
（含）元，

未達

3,000,000 
元者 

達

3,000,000
（含）元，

未達

6,000,000 
元者 

達

6,000,000
（含）元，

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
（含）元，

未達

15,000,000 
元者 

達

15,000,000
（含）元，

未達

30,000,000 
元者 

達

30,000,000
（含）元以

上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

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

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新臺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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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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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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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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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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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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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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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表：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

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保費費用

率 3.30% 3.00% 2.70% 2.40% 2.10% 1.80% 1.50% 

新臺幣 未 達

1,000,00
0 元者 

達

1,000,00
0 （ 含 ）

元，未達

3,000,00
0 元者 

達

3,000,00
0 （ 含 ）

元，未達

6,000,00
0 元者 

達

6,000,00
0 （ 含 ）

元，未達

10,000,0
00 元者 

達

10,000,0
00（含）

元，未達

15,000,0
00 元者 

達

15,000,0
00（含）

元，未達

30,000,0
00 元者 

達

30,000,0
00（含）

元以上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

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

知者 
新臺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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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

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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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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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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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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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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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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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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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表：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保費

費用

率 
3.30% 3.00% 2.70% 2.40% 2.10% 1.80% 1.50% 

各
約
定
幣
別
每
次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金
額 

美

元 

未達

33,333 元
者 

達 33,333
（含）元，

未達

100,000 
元者 

達 100,000
（含）元，

未達

200,000 
元者 

達 200,000
（含）元，

未達

333,333 元

者 

達 333,333
（含）元，

未達

500,000 元

者 

達 500,000
（含）元，

未達

1,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
（含）元以

上 

歐

元 

未達

23,333 元
者 

達 23,333
（含）元，

未達

70,000 元
者 

達 70,000
（含）元，

未達

140,000 
元者 

達 140,000
（含）元，

未達

233,333 
元者 

達 233,333
（含）元，

未達

350,000 
元者 

達 350,000
（含）元，

未達

700,000 
元者 

達 700,000
（含）元以

上 

英

鎊 

未達

21,667 元
者 

達 21,667
（含）元，

未達

65,000 元
者 

達 65,000
（含）元，

未達

130,000 元

者 

達 130,000
（含）元，

未達

216,667 
元者 

達 216,667
（含）元，

未達

325,000 
元者 

達 325,000
（含）元，

未達

650,000 
元者 

達 650,000
（含）元以

上 

加

幣 

未達

40,000 元
者 

達 40,000
（含）元，

未達

120,000 
元者 

達 120,000
（含）元，

未達

240,000 
元者 

達 240,000
（含）元，

未達

400,000 
元者 

達 400,000
（含）元，

未達

600,000 
元者 

達 600,000
（含）元，

未達

1,200,000
元者 

達

1,200,000
（含）元以

上 

澳

幣 

未達

36,667 元
者 

達 36,667
（含）元，

未達

110,000 
元者 

達 110,000
（含）元，

未達

220,000 
元者 

達 220,000
（含）元，

未達

366,667 
元者 

達 366,667
（含）元，

未達

550,000 
元者 

達 550,000
（含）元，

未達

1,100,000 
元者 

達

1,100,000
（含）元以

上 

紐

幣 

未達

53,333 元
者 

達 53,333
（含）元，

未達

160,000 
元者 

達 160,000
（含）元，

未達

320,000 
元者 

達 320,000
（含）元，

未達

533,333 元

者 

達 533,333
（含）元，

未達

800,000 
元者 

達 800,000
（含）元，

未達

1,600,000 
元者 

達

1,600,000
（含）元以

上 

港

幣 

未達

250,000 
元者 

達 250,000
（含）元，

未達

750,000 
元者 

達 750,000
（含）元，

未達

1,500,000 
元者 

達

1,500,000
（含）元，

未達

2,500,000 
元者 

達

2,500,000
（含）元，

未達

3,750,000 
元者 

達

3,750,000
（含）元，

未達

7,500,000 
元者 

達

7,500,000
（含）元以

上 

日

圓 

未達

3,333,333 
元者 

達

3,333,333
（含）元，

未達

10,000,00

達

10,000,00
0（含）元，

未達

20,000,00

達

20,000,00
0（含）元，

未達

33,333,33

達

33,333,33
3（含）元，

未達

50,000,00

達

50,000,00
0（含）元，

未達

100,000,0

達

100,000,0
00（含）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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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者 0 元者 3 元者 0 元者 00 元者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

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

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

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

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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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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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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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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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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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

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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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表：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保費費

用率 3.30% 3.00% 2.70% 2.40% 2.10% 1.80% 1.50% 

各
約
定
幣
別
每
次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金
額 

美元 

未達

33,333 
元者 

達 33,333
（含）元，

未達

100,000 
元者 

達 100,000
（含）元，

未達

200,000 
元者 

達 200,000
（含）元，

未達

333,333 元

者 

達 333,333
（含）元，

未達

500,000 元

者 

達 500,000
（含）元，

未達

1,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
（含）元以

上 

歐元 

未達

23,333 
元者 

達 23,333
（含）元，

未達

70,000 元
者 

達 70,000
（含）元，

未達

140,000 
元者 

達 140,000
（含）元，

未達

233,333 
元者 

達 233,333
（含）元，

未達

350,000 
元者 

達 350,000
（含）元，

未達

700,000 
元者 

達 700,000
（含）元以

上 

英鎊 

未達

21,667 
元者 

達 21,667
（含）元，

未達

65,000 元
者 

達 65,000
（含）元，

未達

130,000 元

者 

達 130,000
（含）元，

未達

216,667 
元者 

達 216,667
（含）元，

未達

325,000 
元者 

達 325,000
（含）元，

未達

650,000 
元者 

達 650,000
（含）元以

上 

加幣 

未達

40,000 
元者 

達 40,000
（含）元，

未達

120,000 
元者 

達 120,000
（含）元，

未達

240,000 
元者 

達 240,000
（含）元，

未達

400,000 
元者 

達 400,000
（含）元，

未達

600,000 
元者 

達 600,000
（含）元，

未達

1,200,000
元者 

達

1,200,000
（含）元以

上 

澳幣 

未達

36,667 
元者 

達 36,667
（含）元，

未達

110,000 
元者 

達 110,000
（含）元，

未達

220,000 
元者 

達 220,000
（含）元，

未達

366,667 
元者 

達 366,667
（含）元，

未達

550,000 
元者 

達 550,000
（含）元，

未達

1,100,000 
元者 

達

1,100,000
（含）元以

上 

紐幣 

未達

53,333 
元者 

達 53,333
（含）元，

未達

160,000 
元者 

達 160,000
（含）元，

未達

320,000 
元者 

達 320,000
（含）元，

未達

533,333 元

者 

達 533,333
（含）元，

未達

800,000 
元者 

達 800,000
（含）元，

未達

1,600,000 
元者 

達

1,600,000
（含）元以

上 

港幣 

未達

250,000 
元者 

達 250,000
（含）元，

未達

750,000 
元者 

達 750,000
（含）元，

未達

1,500,000 
元者 

達

1,500,000
（含）元，

未達

2,500,000 
元者 

達

2,500,000
（含）元，

未達

3,750,000 
元者 

達

3,750,000
（含）元，

未達

7,500,000 
元者 

達

7,500,000
（含）元以

上 

日圓 

未達

3,333,3
33 元者 

達

3,333,333
（含）元，

未達

10,000,00
0 元者 

達

10,000,00
0（含）元，

未達

20,000,00
0 元者 

達

20,000,00
0（含）元，

未達

33,333,33
3 元者 

達

33,333,33
3（含）元，

未達

50,000,00
0 元者 

達

50,000,00
0（含）元，

未達

100,000,0
00 元者 

達

100,000,0
00（含）元

以上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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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

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

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

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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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

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

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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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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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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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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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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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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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

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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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

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83% 
2 0.1083% 
3 0.1% 
4 0.0417% 
5 0.0417% 

第 6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

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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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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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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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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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0% 
2 5.0% 
3 4.0% 
4 3.0%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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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

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83% 
2 0.1083% 
3 0.1% 
4 0.0417% 
5 0.0417% 

第 6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

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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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

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

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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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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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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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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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0% 
2 5.0% 
3 4.0% 
4 3.0%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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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

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83% 
2 0. 1083% 
3 0.1% 
4 0.0417% 
5 0.0417% 

第 6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

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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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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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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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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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0% 
2 5.0% 
3 4.0% 
4 3.0%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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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２，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083% 
2 0. 1083% 
3 0.1% 
4 0.0417% 
5 0.0417% 

第 6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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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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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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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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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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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0% 
2 5.0% 
3 4.0% 
4 3.0%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南非幣 215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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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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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

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

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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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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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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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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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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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２，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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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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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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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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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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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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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

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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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投資帳戶：投資(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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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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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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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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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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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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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0% 
3 2.5%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

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

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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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2)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

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650% 
2 0.1550% 
3 0.1458% 
4 0.1442%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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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帳戶：投資(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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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

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4 0.98%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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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650% 
2 0.1550% 
3 0.1458% 
4 0.1442%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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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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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帳戶：投資(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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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

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4 0.98%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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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650% 
2 0.1550% 
3 0.1458% 
4 0.1442%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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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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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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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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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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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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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4 0.98%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

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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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650% 
2 0.1550% 
3 0.1458% 
4 0.1442%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

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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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

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

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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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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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費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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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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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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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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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 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0% 
2 6.0% 
3 5.0% 
4 0.98%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

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

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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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167% 
2 0.1167% 
3 0.1167%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

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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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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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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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20% 
2 3.95% 
3 2.0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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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167% 
2 0.1167% 
3 0.1167%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

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

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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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

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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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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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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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20% 
2 3.95% 
3 2.00% 

第 4 年(含)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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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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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

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167% 
2 0.1167% 
3 0.1167%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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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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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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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取。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20% 
2 3.95% 
3 2.0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

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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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

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167% 

2 0.1167% 

3 0.1167%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

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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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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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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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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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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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20% 

2 3.95% 

3 2.0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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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 

        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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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單位：元） 

幣

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

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

帳戶價值通知者 
新

臺

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

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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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第 4 年(含)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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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單位：元） 

幣

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

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新

臺

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

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

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

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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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

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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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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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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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２，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

戶價值通知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南非幣 30 24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

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

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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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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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

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

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b2.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

取。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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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

但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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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收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２，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

戶價值通知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南非幣 30 24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25% 

2 0.125% 

3 0.125% 

4 0.06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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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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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 

2 4% 

3 2%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

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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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b2.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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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幣
別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
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4 保單年度 第 5 保單年度(含)
以後 

新
臺
幣 

未達 3,000,000 者 0.1125% 0% 
達 3,000,000（含）元，未達 10,000,000 元者 0.1083% 0% 

達 10,000,000（含）元以上者 0.1%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
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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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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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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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3.9% 
3 2.2%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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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

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

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幣別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
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

之餘額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4 保單年度 第 5 保單年度(含)以
後 

新臺
幣 

未達 3,000,000 者 0.1125% 0% 
達 3,000,000（含）元，未達 10,000,000 

元者 0.1083% 0% 

達 10,000,000（含）元以上者 0.1%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
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
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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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
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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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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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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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3.9% 
3 2.2%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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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
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幣別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
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

之餘額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4 保單年度 第 5 保單年度(含)
以後 

美元 未達 100,000 者 

0.1125% 0% 

歐元 未達 70,000 者 
英鎊 未達 65,000 者 
加幣 未達 120,000 者 
澳幣 未達 110,000 者 
紐幣 未達 160,000 者 
港幣 未達 750,000 者 
日圓 未達 10,000,000 者 

美元 達 100,000(含)以上，未達 333,333 元者 

0.1083% 0% 

歐元 達 70,000(含)以上，未達 233,333 元者 
英鎊 達 65,000(含)以上，未達 216,667 元者 
加幣 達 120,000(含)以上，未達 400,000 元者 
澳幣 達 110,000(含)以上，未達 366,667 元者 
紐幣 達 160,000(含)以上，未達 533,333 元者 

港幣 達 750,000(含)以上，未達 2,500,000 元
者 

日圓 達 10,000,000(含)以上，未達
33,333,333 元者 

美元 達 333,333(含)元以上者 

0.1% 0% 

歐元 達 233,333(含)元以上者 
英鎊 達 216,667(含)元以上者 
加幣 達 400,000(含)元以上者 
澳幣 達 366,667(含)元以上者 
紐幣 達 533,333(含)元以上者 
港幣 達 2,500,000(含)元以上者 
日圓 達 33,333,333(含)元以上者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
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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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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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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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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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
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3.9% 
3 2.2%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

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取。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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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
但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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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
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幣別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4 保單

年度 
第 5 保單年
度(含)以後 

美元 未達 100,000 者 

0.1125% 0% 

歐元 未達 70,000 者 
英鎊 未達 65,000 者 
加幣 未達 120,000 者 
澳幣 未達 110,000 者 
紐幣 未達 160,000 者 
港幣 未達 750,000 者 
日圓 未達 10,000,000 者 
美元 達 100,000(含)以上，未達 333,333 元者 

0.1083% 0% 

歐元 達 70,000(含)以上，未達 233,333 元者 
英鎊 達 65,000(含)以上，未達 216,667 元者 
加幣 達 120,000(含)以上，未達 400,000 元者 
澳幣 達 110,000(含)以上，未達 366,667 元者 
紐幣 達 160,000(含)以上，未達 533,333 元者 
港幣 達 750,000(含)以上，未達 2,500,000 元者 
日圓 達 10,000,000(含)以上，未達 33,333,333 元者 
美元 達 333,333(含)元以上者 

0.1% 0% 

歐元 達 233,333(含)元以上者 
英鎊 達 216,667(含)元以上者 
加幣 達 400,000(含)元以上者 
澳幣 達 366,667(含)元以上者 
紐幣 達 533,333(含)元以上者 
港幣 達 2,500,000(含)元以上者 
日圓 達 33,333,333(含)元以上者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
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
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
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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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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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
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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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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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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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
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3.9% 
3 2.2%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 
a3.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 
b1. 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

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b2. 匯入銀行之入帳手續費：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其費用依各銀行實際費率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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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
但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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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4%，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

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分

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

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

價值通知者 
新臺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1% 
2 0.11% 

第 3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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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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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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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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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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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費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4% 
2 2% 

第 3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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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4%，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

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分

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

戶價值通知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南非幣 30 24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1% 
2 0.11% 

第 3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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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

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

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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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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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費 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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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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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4% 
2 2% 

第 3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

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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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3.00% 2.75% 2.50% 

每次繳交之保險費金

額(單位：新臺幣) 未達 3,000,000 元者 
達 3,000,000（含）

元，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含）

元以上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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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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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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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每次轉入標的時，均須收取轉入金額的 1%，惟轉入之標的為貨幣帳戶或基金類型為貨幣型者，

則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

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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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積富享退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 
保 費 費

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如下： 
保費費用率 3.00% 2.75% 2.50% 

各
約
定
幣
別
每
次
繳
交
之
保
險
費
金
額 

美元 未達 100,000 元者 達 100,000（含）元，未達

333,333 元者 達 333,333（含）元以上者 

歐元 未達 70,000 元者 達 70,000（含）元，未達

233,333 元者 達 233,333（含）元以上者 

英鎊 未達 65,000 元者 達 65,000（含）元，未達

216,667 元者 達 216,667（含）元以上者 

加幣 未達 120,000 元者 達 120,000（含）元，未達

400,000 元者 達 400,000（含）元以上者 

澳幣 未達 110,000 元者 達 110,000（含）元，未達

366,667 元者 達 366,667（含）元以上者 

紐幣 未達 160,000 元者 達 160,000（含）元，未達

533,333 元者 達 533,333（含）元以上者 

港幣 未達 750,000 元者 達 750,000（含）元，未達

2,500,000 元者 
達 2,500,000（含）元以上

者 

日圓 未達 10,000,000 元者 達 10,000,000（含）元，未

達 33,333,333 元者 
達 33,333,333（含）元以上

者 

南非幣 未達 900,000 元者 達 900,000（含）元，未達

3,000,000 元者 達 3,000,000(含) 元以上者 

人民幣 未達 650,000 元者 達 650,000（含）元，未達

2,166,667 元者 
達 2,166,667 (含) 元以上

者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 單 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

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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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 資 標

的 申 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 資 標

的 經 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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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 資 標

的 保 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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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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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 資 標

的 贖 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

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 資 標

的 轉 換

費用 

每次轉入標的時，均須收取轉入金額的1%，惟轉入之標的為貨幣帳戶或基金類型為貨幣型者，則免

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 約 費

用 

無。 

2. 
部 分 提

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 
匯 款 相

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

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人民幣 13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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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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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4%，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

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

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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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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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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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5% 
2 5.5% 
3 4.5% 
4 3.5% 
5 2.5%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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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4%，收取方式如

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

資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

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

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

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

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

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

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

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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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

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

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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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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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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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5% 
2 5.5% 
3 4.5% 
4 3.5% 
5 2.5%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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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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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 
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4%，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

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

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２，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

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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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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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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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資標的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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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費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5% 
2 5.5% 
3 4.5% 
4 3.5% 
5 2.5% 

第 6 年(含)以後 0% 
 

2. 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 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

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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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

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4%，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依

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分之

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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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

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

的 申 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

的 經 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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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

的 保 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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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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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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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資標

的 贖 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

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

的 轉 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

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

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5% 
2 5.5% 
3 4.5% 
4 3.5% 
5 2.5%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

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

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三

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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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4.2%，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

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

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

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

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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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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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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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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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 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 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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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4.2%，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

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

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2)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

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

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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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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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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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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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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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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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4.2%，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

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

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

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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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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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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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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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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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

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

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

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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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大智富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4.2%，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

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百分

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南非幣 3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南非幣 9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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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本公

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

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 購 手 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每次為申購金額的 1%。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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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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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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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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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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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標的

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指數股票型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

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

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南非幣 215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

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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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單位:元) 

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

價值通知者 
新臺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

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 ~ 3 保單年度 0.125% 
第 4 保單年度 0.067% 
第 5 年(含)以後 0 %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

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

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

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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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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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

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

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

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 
3 3% 

第 4 年(含)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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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

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

費用。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

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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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

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

值通知者 
新臺幣 100 8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

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 ~ 3 保單年度 0.125% 
第 4 保單年度 0.067%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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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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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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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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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 
3 3%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

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

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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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

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２，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

知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

值通知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2)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1 ~ 3保單年度 0.125% 
第4保單年度 0.067% 
第5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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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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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

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

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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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 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 
3 3% 

第4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

將依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 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

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 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

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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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好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

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約定以書面寄發保單帳戶價值通知

者 
約定以電子郵遞寄發保單帳戶價值

通知者 
美元 3 2.4 
歐元 2.5 2 
英鎊 2 1.6 
加幣 3.5 2.8 
澳幣 3.5 2.8 
紐幣 5 4 
港幣 25 20 
日圓 320 256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1 ~ 3保單年度 0.125% 
第4保單年度 0.067% 
第5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

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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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本公司

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

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

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

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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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

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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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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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費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

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

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

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

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

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5% 
2 4% 
3 3%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辦理契約終止時，如該保單年度未曾申請部分提領者，本公司將依

收到書面通知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解約費用。 
2.部分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註：自第 1 保單年度起，要保人每一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部分提領時，本公司將依收到書面通知

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以內的部分，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

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

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三

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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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

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 ~ 3 年度 0.1167%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

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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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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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前揭贖回費用不適用於本公

司每月扣除額扣除作業或返還被保險人身故時所贖回之保單帳戶價值。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20% 
2 3.95% 
3 2.00% 

第 4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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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給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

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人民幣 20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

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第 1~3 年度 0.1167% 
第 4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

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

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

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人民幣 65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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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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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資標的

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

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前揭贖回費用不適用於本公司每月扣

除額扣除作業或返還被保險人身故時所贖回之保單帳戶價值。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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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20% 
2 3.95% 
3 2.00% 

第4年(含)以後 0% 
 

2. 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 匯款相關

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

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人民幣 13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

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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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
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

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

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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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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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3.8% 
4 2.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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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
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
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

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
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
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
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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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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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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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
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3.8% 
4 2.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176/228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
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

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

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
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
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
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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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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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
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
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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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

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

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3.8% 
4 2.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
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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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滿威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
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

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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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
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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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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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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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3.8% 
4 2.0%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
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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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2 0.125% 
第 3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

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

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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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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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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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

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

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5% 
2 6.5% 
3 5.5% 
4 3.5%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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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 保費費

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2 0.125% 

第 3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

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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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本公司每

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

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 附約保

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

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

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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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

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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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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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

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

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資標

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

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

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5% 
2 6.5% 
3 5.5% 
4 3.5%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 部分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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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

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2 0.125% 
第 3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

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

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

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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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

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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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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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

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

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

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

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

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5% 
2 6.5% 
3 5.5% 
4 3.5%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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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費用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

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三

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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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鑫好富足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

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2 0.125% 

第 3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

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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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本公司每月

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

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

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

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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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

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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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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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

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

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

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公

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

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7.5% 
2 6.5% 
3 5.5% 
4 3.5% 
5 2.0% 

第 6 年(含)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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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

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

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須提前三個

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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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7%。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免收

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

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

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

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

者。 
2.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經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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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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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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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

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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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8% 
4 3.8% 
5 2.8%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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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7%。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2，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

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

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

(含)以上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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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

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

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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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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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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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

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

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

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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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8% 
3 4.8% 
4 3.8% 
5 2.8% 

第 6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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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 
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7%。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

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

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

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

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含)以上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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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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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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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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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8% 
4 3.8% 
5 2.8% 

第 6 年(含)以後 0% 
 

2. 
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 
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

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必

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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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豐利旺旺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2.7%。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２

，免收當月保單

維護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

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

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

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外幣幣別之高保費優

惠標準者。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高保費優惠標準 
美元 100,000(含)以上 
歐元 70,000(含)以上 
英鎊 65,000(含)以上 
加幣 120,000(含)以上 
澳幣 110,000(含)以上 
紐幣 160,000(含)以上 
港幣 750,000(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 含 ) 以

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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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

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

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

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 資 標

的 申 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 資 標

的 經 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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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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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 資 標

的 保 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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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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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5. 投 資 標

的 贖 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

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 資 標

的 轉 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

十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8% 
4 3.8% 
5 2.8% 

第 6 年(含)以後 0% 
 

2. 部 分 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 匯 款 相

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

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

額，但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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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

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

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

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僅於第一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此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

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2.附約保險成

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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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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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

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

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

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6% 
4 3.6% 

第 5 年(含)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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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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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

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

費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

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
註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僅於第一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此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

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

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

幅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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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

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

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加。 

3.附約保

險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

的 申 購

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

的 經 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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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

的 保 管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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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

的 管 理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

的 贖 回

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

的 轉 換

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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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6% 
4 3.6%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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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 
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

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

費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

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 單 管

理費
註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僅於第一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此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人有利之

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 資 標

的申購手

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 投 資 標

的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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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 資 標

的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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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

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 投 資 標

的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 投 資 標

的 贖 回 費

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

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 投 資 標

的 轉 換 費

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

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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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6% 
4 3.6% 

第 5 年(含)以後 0% 
 

2. 部 分 提

領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 匯 款 相

關費用 
a. 匯款相關費用

註
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帳戶非為

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金額，但

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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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好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單位：約定外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3%，收取

方式如下： 
(1)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

一個資產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

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註：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

所繳交保險費之百分之四十時，本公司將自保單帳戶價值一次扣除要

保人尚未繳足之保費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註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如下表，僅於第一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此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美元 3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2) 帳戶管理費用：無。 
 
註：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降，則不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次評估費

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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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每月根據

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

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按月收取之。 
註：本契約每年的保險成本採用自然保費計算，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

年增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

購手續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2.投資標的經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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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投資標的保

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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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4.投資標的管

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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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5.投資標的贖

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

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6.投資標的轉

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

幣伍佰元之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6.8% 
2 5.8% 
3 4.6% 
4 3.6% 

第 5 年(含)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

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 
1.匯款相關費

用 
a. 匯款相關費用註包括： 

a1.匯出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出手續費、郵電費)。 
a2.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費用。 

b. 匯款相關費用金額如下(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本公司外匯存款

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單位：元） 

約定外幣幣別 匯出費用及中間行轉匯費用 
美元 20 
歐元 15 
英鎊 10 
加幣 20 
澳幣 30 
紐幣 25 
港幣 150 
日圓 2,100 

註： 
1.本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通過後，可修改匯款相關費用之收取

金額，但必須提前三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本公司所開立外匯存款帳戶之相關資料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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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愛撲滿變額年金保險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依要保人約定每月繳納之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保費費用率為

1.5%。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

費 
無。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

費 

無。  

2.投資標的

經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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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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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5.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

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6.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

過十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

佰元。 
(2)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

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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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規範: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穩賺 100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67% 0.1083% 0.06697%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穩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67% 0.1083% 0.06697% 0% 0% 
保單維護費用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67% 0.1083% 0.06697%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167% 0.1083% 0.06697%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致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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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致動 100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125% 0.125% 0.125%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1.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 0.165% 0.165% 0.165%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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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零極限變

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零極限變

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全勝時代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0583%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全勝時代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0583%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賺 100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 0.165% 0.165% 0.16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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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賺 100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 0.165% 0.165% 0.165%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賺 100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 0.165% 0.165% 0.165%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保利達外

幣變額年金保

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 1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4% 4% 4% 4% 4%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5,000-(1,5000*4%)=14,4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威利達人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2% 3.2% 3.2% 3.2% 3.2%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3.2%)=484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威利達人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2% 3.2% 3.2% 3.2% 3.2%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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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3.2%)=484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威利達人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2% 3.2% 3.2% 3.2% 3.2%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3.2%)=484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威利達人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2% 3.2% 3.2% 3.2% 3.2%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3.2%)=484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依保單帳戶價值扣除管理費用，其中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管理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元氣滿滿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 0.1% 0.1% 0.1%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元氣滿滿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 0.1% 0.1% 0.1%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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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達外
幣變額年金保
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美金 1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4% 4% 4% 4% 4%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5,000-(1,5000*4%)=14,4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67% 0.1067% 0.1067% 0.10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耀動 100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67% 0.1067% 0.1067% 0.10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67% 0.1067% 0.1067% 0.10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67% 0.1067% 0.1067% 0.10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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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全勝時代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0583%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全勝時代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0583%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財富滿滿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財富滿滿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財富滿滿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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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財富滿滿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 5000 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期滿得利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投保年齡 保險金額計算 
月繳保險費上下限 新臺幣 5,000 元~100,000 元 
18-30 歲 月繳(目標保險費)*500 倍 
31~45 歲 月繳(目標保險費)*400 倍 
46-60 歲 月繳(目標保險費)*300 倍 

2. 範例： 
假設 30 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 5000 元保險費購買共同基金標的，保單費用如下： 

目標保險費 
累積繳費次數 

1-12
次 

13-24
次 

25-36
次 

37-48
次 

49-60
次 

61-72
次 

73-84
次 

保費費用率 30% 15% 10% 10% 1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次目標保險費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30%)=3,5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超級達人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3% 3.3% 3.3% 3.3% 3.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超級達人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3% 3.3% 3.3% 3.3% 3.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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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超級達人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美金10,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3% 3.3% 3.3% 3.3% 3.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超級達人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美金10,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3% 3.3% 3.3% 3.3% 3.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滿滿
變額萬能壽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83% 0.1083% 0.1% 0.0417% 0.041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滿滿
外幣變額年金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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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乙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83% 0.1083% 0.1% 0.0417% 0.0417%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滿滿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83% 0.1083% 0.1% 0.0417% 0.041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滿滿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083% 0.1083% 0.1% 0.0417% 0.0417%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富利變
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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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富利外
幣變額萬能壽
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富利變
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富利外
幣變額年金保
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滿福 100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0% 0.1550% 0.1458% 0.1442%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214/228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滿福 100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0% 0.1550% 0.1458% 0.1442%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0% 0.1550% 0.1458% 0.1442%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650% 0.1550% 0.1458% 0.1442%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成彰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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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成彰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台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成彰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好利成彰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收富利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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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收富利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收富利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收富利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67%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尊爵威利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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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尊爵威利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尊爵威利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尊爵威利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25% 0.1125% 0.1125% 0.1125%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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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幸福豐收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身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4% 2.4% 2.4% 2.4% 2.4%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11% 0.11%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幸福豐收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4% 2.4% 2.4% 2.4% 2.4%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11% 0.11%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積富享退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3%)=291,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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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積富享退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3%)=97,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華利滿滿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4% 2.4% 2.4% 2.4% 2.4%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華利滿滿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4% 2.4% 2.4% 2.4% 2.4%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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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華利滿滿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4% 2.4% 2.4% 2.4% 2.4%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 %)=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華利滿滿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4% 2.4% 2.4% 2.4% 2.4%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大智富變

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4.2% 4.2% 4.2% 4.2% 4.2%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大智富變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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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萬能壽險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4.2% 4.2% 4.2% 4.2% 4.2%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大智富外

幣變額年金保

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4.2% 4.2% 4.2% 4.2% 4.2%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大智富外

幣變額萬能壽

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4.2% 4.2% 4.2% 4.2% 4.2%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222/228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好滿

意變額年金保

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7% 0.0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好滿

意變額萬能壽

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125% 0.125% 0.125% 0.067% 0.0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好滿

意外幣變額年

金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125% 0.067% 0.0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好滿

意外幣變額萬

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125% 0.125% 0.125% 0.067% 0.0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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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給利變

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00% 0.0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給利外

幣變額年金保

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167% 0.1167% 0.1167% 0.00% 0.0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新滿威利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新滿威利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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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新滿威利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 %)=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新滿威利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3.5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鑫好富足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225/228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鑫好富足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第

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鑫好富足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新臺幣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鑫好富足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0% 0% 0% 0% 0% 
帳戶管理費用率 0.125% 0.125%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0%)=5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價

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費

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旺旺

來變額年金保

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7% 2.7% 2.7%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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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2.7%)=291,9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

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旺旺

來變額萬能壽

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7% 2.7% 2.7% 2.7% 2.7%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100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2.7%)=291,9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

價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

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旺旺

來外幣變額年

金保險(乙型) 

1.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7% 2.7% 2.7% 2.7% 2.7%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2.7%)=4865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

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豐利旺旺

來外幣變額萬

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約定每月繳交美金5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2.7% 2.7% 2.7% 2.7% 2.7%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 3 3 3 3 

1) 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毎月所繳保險費- (毎月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每月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5000-(5000*2.7%)=4865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戶

價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理

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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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好享利

變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

率)即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

理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好享利

變額萬能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新臺幣3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年)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100 100 100 100 0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

即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300,000-(300,000*0%)=3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

戶價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

理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好享利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乙型)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０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
評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
為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

率)即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

理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金好享利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1. 保險費與保險金額之關係： 
同基本保額限制之說明。 
2.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第一次約定彈性交付澳幣10萬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3% 3% 3% 3% 3% 

帳戶管理費用率 0% 0% 0% 0% 0% 



 228/228 

保單維護費用 3.5 3.5 3.5 3.5 ０ 
 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分為六次收取，並於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所繳交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的六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繳足為
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所繳交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一次收取。 
1)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

率)即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100,000-(100,000*0%)=100,000 
2) 依被保險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其每月保險成本，每月於其保單帳

戶價值中扣除之。 
3) 每月扣除保單維護費用與帳戶管理費用，其中帳戶管理費用=保單帳戶價值*帳戶管

理費用率 

法商法國巴黎

人壽愛撲滿變

額年金保險 

1. 範例： 
假設30歲男性每月繳交新臺幣6000元保險費，保單費用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保費費用率 1.5% 1.5% 1.5% 1.5% 1.5% 

 首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第一次所繳保險費- (第一次所繳保險費*保單保費費用率)即
第一保單年度第一次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6000-(6000*1.5%)= 5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