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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百慕達商安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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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4 月更新 

變額萬能壽險 

一、投保規則 

1. 投保年齡 

商品名稱 投保年齡限制（規定） 

安達人壽得利100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保險年齡自15足歲起至79歲止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保險年齡自0歲起至80歲止。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Plus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Plus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保險年齡自15足歲歲起至80歲止。 



 

2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保險年齡自40歲起至80歲止。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交易批註條
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紀律投資法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民幣投資標的批註
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指定投資標的扣費順
序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好得利投資法批註條
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聚寶盆投資標的批註
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聚寶盆人民幣投資標
的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貨幣帳戶投資標的轉
換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一)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二)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民幣投資標的批註
條款(一)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南非幣投資標的批註
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聚富傳家投資標的批
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四)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民幣投資標的批註
條款(二)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轉換費用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費用調整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申購手續費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闔家歡投資標的批註
條款 

同所附加之主契約。 

 

http://insprod1.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detailList.asp?productId=270191EV1A03123Z11Z90000000
http://insprod1.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detailList.asp?productId=270191EV1A03223Z11Z90000000
http://insprod1.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detailList.asp?productId=270191EV1A03323Z11Z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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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保額 

商品名稱 保額限制（規定）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1. 最低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0萬元且須同時符合以

下規定：(適用新契約及基本保額異動) 

(1) 「基本保額與目標保險費之倍數表」(詳銷售規範說

明)。 

(2) 門檻法則 (詳※說明) 。 

2. 最高基本保額：符合「基本保額與目標險費之倍數表」

且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40-60歲(含)：以新臺幣2億元為

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元為

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萬元

為限。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Plus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1. 最低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0萬元且須同時符合以

下規定：(適用新契約及基本保額異動) 

(1) 「基本保額與目標保險費之倍數表」(詳銷售規範說

明)。 

(2) 門檻法則 (詳※說明) 。 

2. 最高基本保額：符合「基本保額與目標險費之倍數表」

且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15足歲-保險年齡60歲(含)：以新臺幣2億

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元為

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萬元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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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Plus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1. 最低基本保額：須同時符合以下規定：(適用新契約及基

本保額異動) 

(1) 「基本保額與目標保險費之倍數表」(詳銷售規範說

明)。 

(2) 門檻法則 (詳※說明) 。 

2. 最高基本保額：符合「基本保額與目標保險費之倍數表」

且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15足歲-保險年齡60歲(含)：以(換算為)新

臺幣2億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換算為)新臺幣

1.3億元為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換算為)新臺幣

4千萬元為限。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1. 基本保額需以（無條件進位）元為單位。 

2. 最低承保基本保額：躉繳保費10%且不低於新台幣1萬

元 

3. 最高基本保額： 

A. 累積保費10%且須符合累積最高保險費限制 

B. 新契約承保後進行單追時，基本保額不變，但可由

保戶主動申請增加基本保額，最高可調整為「累積

保費X 10%」 

C. 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15足歲-保險年齡60歲(含)：以新臺幣2

億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

元為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

萬元為限。 

4. 同一被保險人累積本公司投資型壽險之身故保險金或

完全失能保險金，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15足歲-保險年齡60歲(含)：以新臺幣2億

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元為

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萬元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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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1. 基本保額需以（無條件進位）元為單位。 

2. 最低承保基本保額：躉繳保費10% 

3. 最高基本保額： 

A. 累積保費10%且須符合累積最高保險費限制 

B. 新契約承保後進行單追時，基本保額不變，但可由

保戶主動申請增加基本保額，最高可調整為「累積

保費X 10%」 

C. 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15足歲-保險年齡60歲(含)：以新臺幣2

億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

元為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

萬元為限。 

4. 同一被保險人累積本公司投資型壽險之身故保險金或

完全失能保險金，不得超過下述限制： 

(1) 被保險人15足歲-保險年齡60歲(含)：以新臺幣2億

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元為

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萬元

為限。 

※說明 

1.門檻法則：【比率=身故保險金÷保單帳戶價值×100%】 

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 

15 足歲 

-30 歲 

31 歲 

-40 歲 

41 歲 

-50 歲 

51 歲 

-60 歲 

61 歲 

-70 歲 

71 歲 

-90 歲 

91 歲以上 

最低比率 190% 160% 140% 120% 110% 102% 100% 

 

適用於「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安達

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 

15 足歲 

-30 歲 

31 歲 

-40 歲 

41 歲 

-50 歲 

51 歲 

-60 歲 

61 歲 

-70 歲 

71 歲 

-90 歲 

91 歲以上 

最低比率 210% 180% 160% 130% 120% 105% 100% 

 

2.新契約投保時保單帳戶價值＝總繳保險費－保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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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期最低目標保險費 

(1)臺幣壽險： 

商品名稱 
最低保險費限制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彈性繳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2,000 6,000 12,000 24,000 100,000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 Plus 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2,000 6,000 12,000 24,000 -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 100,000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5,000 15,000 30,000 60,000 - 

(2)外幣壽險： 

商品名稱 

首期目標保險費下限(限彈性繳交)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瑞士

法郎 
英磅 

人民

幣 

南非

幣 

紐

幣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 500,000 5,000 50,000 6,000    6,000 4,000 

 

30,000 

 

50,000 

 

 -   
 

 

 

 

 

 

   

_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0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 Plus 外幣萬能

壽險 
6,000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 500,000 5,000 50,000 6,000 6,000 4,000 

 

30,000 

 

 

50,000 

 

_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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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 -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 - 5,000 - 5,000 - 

 

商品名稱 
首期目標保險費下限(美元)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彈性繳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70 200 400 800 _-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00 300 600 1,200 5,000 

 



 

8 

4. 超額保險費 

(1) 臺幣壽險： 

商品名稱 
最低保險費限制 

定期定額超額保險費 單筆追加超額保險費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1,000 元 

 

10,000 元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100,000 元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 10,000 元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 50,000 元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 100,000 元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5,000 元 100,000 元 

(2) 外幣壽險： 

商品名稱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限彈性繳交)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瑞士
法郎 

英磅 人民幣 南非幣 
紐幣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 50,000 500 5,000 600 600 400 

3,000 
 

5,000 

-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600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 5,000 -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 
-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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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 -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000 - 5,000 - 5,000 - - - - -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2,000 - 5,000 - 5,000 - - - - 

 

-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定期定額超額保險費(美元) 單筆追加超額保險費(美元)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300 5,000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35 350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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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累積最高保險費(註) 

商品名稱 累積最高保險費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同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資型壽險有效契約累積所繳保險

費總額，不得使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超過下述限

制： 

(1)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40-60歲(含)：以新臺幣2億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61-70歲(含)：以新臺幣1.3億元為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71歲以上(含)：以新臺幣4千萬元為

限。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同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資型壽險有效契約累積所繳保險

費總額，不得使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超過下述限

制： 

(1) 被保險人 15 足歲-保險年齡 60 歲(含)：以(換算為)新臺

幣 2 億元為限。 

(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61-70 歲(含)：以(換算為)新臺幣 1.3

億元為限。 

(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71 歲以上(含)：以(換算為)新臺幣 4

千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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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註：本核保規則所有提及「換算為新臺幣」的部分，其【外幣匯率換算基準】將視市場匯率

變動狀況不定時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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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費用 

 

1. 保費費用 

商品名稱 保費費用率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 萬(不含) 3.0% 

大於 200 萬(含)，小於 1,000 萬(不含) 2.5% 

大於 1,000 萬(含)，小於 2,000 萬(不含) 2.0% 

大於 2,000 萬(含) 1.5%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約定外幣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 費用率 

美元 

小於 6.65 萬(不含) 3.0% 

大於 6.65 萬(含)，小於 33.35 萬(不含) 2.5% 

大於 33.35 萬(含)，小於 66.65 萬(不含) 2.0% 

大於 66.65 萬(含) 1.5% 

日圓 

小於 570 萬(不含) 3.0% 

大於 570 萬(含)，小於 2,855 萬(不含) 2.5% 

大於 2,855 萬(含)，小於 5,715 萬(不含) 2.0% 

大於 5,715 萬(含) 1.5% 

歐元 

小於 5 萬(不含) 3.0% 

大於 5 萬(含)，小於 25 萬(不含) 2.5% 

大於 25 萬(含)，小於 50 萬(不含) 2.0% 

大於 50 萬(含) 1.5% 

港幣 

小於 50 萬(不含) 3.0% 

大於 50 萬(含)，小於 250 萬(不含) 2.5% 

大於 250 萬(含)，小於 500 萬(不含) 2.0% 

大於 500 萬(含) 1.5% 

澳幣 

小於 7.15 萬(不含) 3.0% 

大於 7.15 萬(含)，小於 35.7 萬(不含) 2.5% 

大於 35.7 萬(含)，小於 71.45 萬(不含) 2.0% 

大於 71.45 萬(含) 1.5% 

英鎊 

小於 4.15 萬(不含) 3.0% 

大於 4.15 萬(含)，小於 20.85 萬(不含) 2.5% 

大於 20.85 萬(含)，小於 41.65 萬(不含) 2.0% 

大於 41.65 萬(含) 1.5% 

瑞士法郎 

小於 6.65 萬(不含) 3.0% 

大於 6.65 萬(含)，小於 33.35 萬(不含) 2.5% 

大於 33.35 萬(含)，小於 66.65 萬(不含) 2.0% 

大於 66.65 萬(含) 1.5% 

人民幣 

小於 40 萬(不含) 3.0% 

大於 40 萬(含)，小於 200 萬(不含) 2.5% 

大於 200 萬(含)，小於 400 萬(不含) 2.0% 

大於 400 萬(含) 1.5% 

南非幣 

小於 66.5 萬(不含) 3.0% 

大於 66.5 萬(含)，小於 333.5 萬(不含) 2.5% 

大於 333.5 萬(含)，小於 666.5 萬(不含) 2.0% 

大於 666.5 萬(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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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 萬(不含) 3.00% 

大於 200 萬(含)，小於 500 萬(不含) 2.75% 

大於 500 萬(含)，小於 800 萬(不含) 2.50% 

大於 800 萬(含)，小於 1,200 萬(不含) 2.25% 

大於 1,200 萬(含)，小於 2,000 萬(不含) 2.00% 

大於 2,000 萬(含)，小於 3,000 萬(不含) 1.75% 

大於 3,000 萬(含) 1.50%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保險費之保險費年

度所對應之費用率(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60% 15% 10% 5%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 費用

率 美元 歐元 澳幣 
小於 6.65 萬(不含) 小於 5.00 萬(不含) 小於 6.65 萬(不含) 3.00% 

大於 6.65 萬(含)， 

小於 16.65 萬(不含) 

大於 5.00 萬(含)， 

小於 12.50 萬(不含) 

大於 6.65 萬(含)， 

小於 16.65 萬(不含) 
2.75% 

大於 16.65 萬(含)， 

小於 26.65 萬(不含) 

大於 12.50 萬(含)， 

小於 20.00 萬(不含) 

大於 16.65 萬(含)， 

小於 26.65 萬(不含) 
2.50% 

大於 26.65 萬(含)， 

小於 40.00 萬(不含) 

大於 20.00 萬(含)， 

小於 30.00 萬(不含) 

大於 26.65 萬(含)， 

小於 40.00 萬(不含) 
2.25% 

大於 40.00 萬(含)， 

小於 66.65 萬(不含) 

大於 30.00 萬(含)， 

小於 50.00 萬(不含) 

大於 40.00 萬(含)， 

小於 66.65 萬(不含) 
2.00% 

大於 66.65 萬(含)， 

小於 100.00 萬(不含) 

大於 50.00 萬(含)， 

小於 75.00 萬(不含) 

大於 66.65 萬(含)， 

小於 100.00 萬(不含) 
1.75% 

大於 100.00 萬(含) 大於 75.00 萬(含) 大於 100.00 萬(含) 1.50%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300 萬(不含) 3.2% 

大於 300 萬(含)，小於 900 萬(不含) 3.0% 

大於 900 萬(含) 2.8%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美元) 費用率 

小於 10 萬(不含) 3.2% 

大於 10 萬(含)，小於 30 萬(不含) 3.0% 

大於 30 萬(含) 2.8%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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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1) 目標保險費：0%。 

(2) 超額保險費：3%。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保險費之保險費

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36% 26% 16% 6% 6%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 萬(不含) 3.00% 

大於 200 萬(含)，小於 1,000 萬(不含) 2.50% 

大於 1,000 萬(含)，小於 2,000 萬(不含) 2.00% 

大於 2,000 萬(含) 1.50%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

列費用率作為保費費用。 

目標保險費/超額保險費 
費用率 

美元 歐元 澳幣 
小於 6.65 萬(不含) 小於 5 萬(不含) 小於 7.15 萬(不含) 3.00% 

大於6.65萬(含)， 

小於 33.35 萬(不含) 

大於5萬(含)， 

小於 25 萬(不含) 

大於7.15萬(含)， 

小於 35.7 萬(不含) 
2.50% 

大於33.35萬(含)， 

小於 66.65 萬(不含) 

大於25萬(含)， 

小於 50 萬(不含) 

大於35.7萬(含)， 

小於 71.45 萬(不含) 
2.00% 

大於 66.65 萬(含) 大於 50 萬(含) 大於 71.45 萬(含) 1.50%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保險費之保險費

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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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費用率 60% 50% 20% 10% 10%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 3%作為保費費用。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為所繳保險費的3%，收取方式如下： 

1. 目標保險費：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生效日、每保單週月

日依所繳保險費的3%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

保費費用，迄繳足為止。 

2. 超額保險費：一次收取。 

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目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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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1) 依每次繳交之目標保險費乘以該目標保險費之保險費

年度所對應之費用率(如下表)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 

年度 
1 2 3 4 5 6~ 

費用率 60% 60% 15% 10% 5% 0% 

(2) 依每次繳交之超額保險費乘以3%作為保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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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單管理費 

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管理費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新臺幣 100 元。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人民

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

保單管理費。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

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元(含)

以上者。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

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

元(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

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

元(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歐元 澳幣 

金額 10 萬 7 萬 10 萬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保單管

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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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

元(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

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

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

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第一

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

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

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

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

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

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 (含 )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

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

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

幣之金額(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

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

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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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

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

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

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約定外幣 英鎊 瑞士法郎 人民幣 南非幣 紐幣 

金額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10 萬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 0%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 要保人選

擇之約定外幣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 0%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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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 要保人選

擇之約定外幣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但符合

「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

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三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基本帳戶價值×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3) 累積帳戶價值×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保單年度 1~4 5~ 

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0.15% 0 

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0 0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三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

該費用。 

(2) 基本帳戶價值×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3) 累積帳戶價值×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保單年度 1~4 5~ 

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0.15% 0 

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0 0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

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

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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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費用率 0.125% 0.066%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

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

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

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66%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

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

幣 300 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

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

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達

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 (含 )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

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

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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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4%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

幣 300 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125%。

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

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第一保單

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每月費用率為 0.1125%，第四保單

年度內，每月費率用為 0.036%。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4%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 (含 )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125%。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

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之金額(含)

以上者，第一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每月費用率為

0.1125%，第四保單年度內，每月費率用為 0.036%。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該

費用。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15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該費用。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5 萬美元(含)以

上者。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1% 0.03%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22 

每月費用率 0.165% 0.1% 0.03%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

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10 11~ 

每月費用率 0.125%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10 11~ 

每月費用率 0.125%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歐元 澳幣 

金額 10 萬 7 萬 10 萬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100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

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

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25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3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該

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

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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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8.3萬美元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無。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每月為新臺幣100元，但約定以電子郵件寄發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者，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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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成本  

商品名稱 保險成本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人選擇之保險

型態(如甲型、乙型、丙型、丁型)而不同。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啟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與淨危險保額計算。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1)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
年齡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人選
擇之保險型態(如甲型、乙型、丙型)而不同。 

(2) 根據附約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
保險年齡與附約保險金額計算。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人選擇之保險
型態(如乙型、丁型、戊型)而不同。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

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人選擇之保險
型態(如丁型、戊型)而不同。 

 



 

25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根據每月保險成本費率表，依扣款當時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
與淨危險保額計算。其中淨危險保額會因要保人選擇之保險
型態(如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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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換費用 

商品名稱 

轉換費用 

免費次數 新臺幣 

美元 

(或等值約定

外幣) 

人民幣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6 次 

500 元 - -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12 次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24 次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6 次 

- 15 元 

-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2 次 

100 元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24 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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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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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約費用 

商品名稱 解約費用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

險 

無。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

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

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在第三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

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

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八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在第三保

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分提領

之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

帳戶價值的百分之十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5% 4% 3% 0%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7% 6% 5% 0%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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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6% 5% 3% 0%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3% 2% 1% 0%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

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

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

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請

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

值的百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6.8% 5.6% 4.2% 0%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解約費用率 1% 0%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5% 5.5% 4.0% 1.8% 0%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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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3% 1% 0%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該費用為下列兩者之和： 

(1) 當時基本帳戶價值或提領部分基本帳戶價值乘上基本帳戶
解約費用率。 

(2) 當時累積帳戶價值或提領部分累積帳戶價值乘上累積帳戶
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基本帳戶解約費用率 7% 6% 5% 3% 0 

累積帳戶解約費用率 0 0 0 0 0 
 

安達人壽得利100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100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

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

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請

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Max(提

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

十,0)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5.5% 4.5% 3.5% 0%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

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 

b. 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c.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新臺幣1,000萬(含)以上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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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Max(提

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

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

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b.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達新臺幣1,000萬(含)以上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4.5% 3% 0.5% 0%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

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 

b. 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c.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達30萬美元等值約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Max(提

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

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

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b.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達30萬美元等值約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4.5% 3% 0.5% 0%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解約費用率 1% 1% 0%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7% 5%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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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8.0% 6.3% 4.9% 3.3% 2.0% 0%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7.5% 6% 5% 1.8% 0%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

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

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5% 5% 3.5%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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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提領費用 

商品名稱 

部分提領費用 

免費年期 免費次數 新臺幣 

美元 

(或等值約

定外幣) 

人民幣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0 年 

6 次 

1,000 元 - -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1 年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100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3 年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4 年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5 年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0 年 

- 30 元 

-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200 元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1 年 -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3 年 

-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200 元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4 年 

-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200 元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5 年 -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0 年 12 次 

1,000 元 - -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 30 元 -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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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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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購手續費 

商品名稱 申購手續費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無。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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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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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貨幣帳戶費用（已反映於宣告利率，不另外收取，目前為 0%） 

商品名稱 貨幣帳戶費用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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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標的費用（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之費用，不另行收取） 

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費用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標的維護費：無。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標的維護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1.5%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5%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05%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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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1%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28%～1.3%。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2%。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無。 

保管費：無。 

贖回費用：無。 

標的維護費：無。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 ~0.05%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6%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2%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2%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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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14%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05% ~ 1.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5% ~ 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1% ~ 1.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14%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7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0%。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無。 

保管費：無。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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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7%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1.1%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 ~ 0.1% 

贖回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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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規範 

 

商品名稱 
繳別 適用型別 參考 

表格 彈性繳 分期繳 甲型 乙型 丙型 丁型 戊型 己型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福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表三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一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贏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表四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一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表二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表二五 

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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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愛家變額萬能壽險 v       v - 

安達人壽愛家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v       v -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表二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表二五 

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壽險  v v v v    表二五 

說明： 

「基本保額與目標保險費之倍數表」： 
1. 臺幣壽險： 
（1）最低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最低基本保額下限）≧「年繳化目標保險費」× 最低倍數。 
（2）最高基本保額（不得超過最高基本保額上限）≦「年繳化目標保險費」× 最高倍數。 

2. 外幣壽險： 
（1）最低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最低基本保額下限）≧目標保險費 × 最低倍數。 
（2）最高基本保額（不得超過最高基本保額上限）≦目標保險費 × 最高倍數。 

表一 ：適用於一般臺幣壽險商品 (特定商品除外) 

 彈性繳 分期繳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年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0-5 10 10 0 0 170 170 50 60 

6-10 10 10 0 0 170 170 50 55 

11-15 10 10 0 0 170 170 45 50 

16-20 10 10 0 0 200 280 40 45 

21-25 10 10 0 0 220 300 35 40 

26-30 10 10 0 0 200 260 35 40 

31-35 10 10 0 0 160 200 30 35 

36-40 10 10 0 0 120 160 30 30 

41-45 5 5 0 0 90 130 25 30 

46-50 5 5 0 0 55 90 25 25 

51-55 5 5 0 0 35 55 20 25 

56-60 5 5 0 0 25 45 20 20 

61-65 5 5 0 0 20 25 15 20 

66-70 5 5 0 0 20 25 15 15 

71+ 2 2 0 0 15 20 10 15 

表二 ：適用於一般外幣壽險商品、「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贏

利高手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穩利雙

收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

萬能壽險」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年齡 男 女 男 女 

15 10 10 0 0 

16-20 10 10 0 0 

年繳化目標保險費 

月繳目標保險費 

×12 (倍) 

季繳目標保險費 

×4 (倍) 

半年繳目標保險費 

×2 (倍) 

年繳目標保險費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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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10 10 0 0 

26-30 10 10 0 0 

31-35 10 10 0 0 

36-40 10 10 0 0 

41-45 5 5 0 0 

46-50 5 5 0 0 

51-55 5 5 0 0 

56-60 5 5 0 0 

61-65 5 5 0 0 

66-70 5 5 0 0 

71+ 2 2 0 0 

表三 ：適用於「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壽險」商品 

投保年齡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男 女 男 女 

0-5 170 170 50 60 

6-10 170 170 50 55 

11-15 170 170 45 50 

16-20 200 280 40 45 

21-25 220 300 35 40 

26-30 200 260 35 40 

31-35 160 200 30 35 

36-40 120 160 30 30 

41-45 90 130 25 30 

46-50 55 90 25 25 

51-55 35 55 20 25 

56-60 25 45 20 20 

61-65 20 25 15 20 

66-70 20 25 15 15 

71+ 15 20 10 15 

 

表四 : 適用於「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甲型 乙型 丙型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保險年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40 120 160 30 30 120 160 30 30 120 160 30 30 

41-45 90 130 25 30 90 130 25 30 90 130 25 30 

46-50 55 90 25 25 55 90 25 25 55 90 25 25 

51-55 35 55 20 25 35 55 20 25 35 55 20 25 

56-60 25 45 20 20 25 45 20 20 25 45 20 20 

61-65 20 25 15 20 20 25 15 20 20 25 15 20 

66-70 20 25 15 15 20 25 15 15 20 25 15 15 

71+ 15 20 10 15 15 20 10 15 15 20 10 15 

表五 : 適用於「安達人壽聚富傳家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聚富傳家美元變額萬能

壽險」、「安達人壽幸福成雙變額萬能壽險」、「安達人壽幸福成雙美元變額萬能

壽險」  
甲型/乙型/丙型 

保險
年齡 

最高倍數 最低倍
數 

保險
年齡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保險
年齡 

最高倍數 最低倍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5 170 170 40 45 37 120 160 25 30 59 25 45 15 20 

16 200 280 40 45 38 120 160 25 30 60 25 45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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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 280 40 45 39 120 160 25 30 61 20 25 15 20 

18 200 280 40 45 40 120 160 25 30 62 20 25 15 20 

19 200 280 40 45 41 90 130 25 30 63 20 25 15 20 

20 200 280 35 40 42 90 130 25 30 64 20 25 15 15 

21 220 300 35 40 43 90 130 25 30 65 20 25 15 15 

22 220 300 35 40 44 90 130 25 25 66 20 25 15 15 

23 220 300 35 40 45 90 130 25 25 67 20 25 15 15 

24 220 300 35 40 46 55 90 25 25 68 20 25 15 15 

25 220 300 35 40 47 55 90 25 25 69 20 25 10 15 

26 200 260 35 40 48 55 90 20 25 70 20 25 10 15 

27 200 260 35 35 49 55 90 20 25 71 15 20 9 12 

28 200 260 30 35 50 55 90 20 25 72 15 20 9 11 

29 200 260 30 35 51 35 55 20 25 73 15 20 8 11 

30 200 260 30 35 52 35 55 20 25 74 15 20 8 10 

31 160 200 30 35 53 35 55 20 25 75 15 20 7 10 

32 160 200 30 35 54 35 55 20 20 76 15 20 7 9 

33 160 200 30 35 55 35 55 20 20 77 15 20 7 9 

34 160 200 30 35 56 25 45 20 20 78 15 20 6 8 

35 160 200 30 30 57 25 45 20 20 79 15 20 6 8 

36 120 160 30 30 58 25 45 20 20 80 15 20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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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百慕達商安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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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額年金保險 

一、投保規則 

 

1. 投保年齡 

商品名稱 投保年齡限制（規定）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0 歲~70 歲。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0 歲~75 歲。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0 歲~8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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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金富貴外幣年金分期給付批註

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金美滿年金分期給付批註條款 

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外幣年金分期給付批註條款 

同所附加之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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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保額 

商品名稱 保額限制（規定）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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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險費規定  

(1) 臺幣年金： 

商品名稱 
首期目標保險費下限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彈性繳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2,000 6,000 12,000 24,000 
100,000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 100,000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3,000 9,000 18,000 36,000 - 

(2) 外幣年金： 

商品名稱 

首期目標保險費下限(限彈性繳交)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瑞士

法郎 
英磅 

人民

幣 

南非

幣 

紐幣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0 500,000 5,000 50,000 6,000 6,000 4,000 

30,000 

50,000 
-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30,000 6,000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0 -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0 - 5,000 - 5,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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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首期目標保險費下限(美元)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彈性繳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100 300 600 1,200 -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00 300 600 1,200 5,000 

4. 超額保險費(註) 

(1) 臺幣年金： 

商品名稱 
最低保險費限制 

單筆追加保險費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10,000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100,000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50,000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2) 外幣年金： 

商品名稱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 (限彈性繳交)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瑞士

法郎 
英磅 

人民

幣 

南非

幣 

紐

幣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 50,000 500 5,000 600 600 400 

3,000 

5,000 
-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3,000 600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 
_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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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0 - 5,000 - 5,000 - - - - -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2,000 - 5,000 - 5,000 - - - - -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000 _ 

5. 累積最高保險費 

商品名稱 累積最高保險費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換算為)新臺幣 

3 億元為上限。 

註：本核保規則所有提及「換算為新臺幣」的部分，其【外幣匯率換算基準】將視市場匯率變動狀



 

52 

況不定時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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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費用  

 

1. 保費費用 

商品名稱 保費費用率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1) 分期保險費(基本帳戶保險費、累積帳戶保險費)：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為所繳保險費的 3%。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為所繳保險費的 3%。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

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 萬(不含) 3.00% 

大於 200 萬(含)，小於 500 萬(不含) 2.75% 

大於 500 萬(含)，小於 800 萬(不含) 2.50% 

大於 800 萬(含)，小於 1,200 萬(不含) 2.25% 

大於 1,200 萬(含)，小於 2,000 萬(不含) 2.00% 

大於 2,000 萬(含)，小於 3,000 萬(不含) 1.75% 

大於 3,000 萬(含)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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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

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 
費用率 

美元 歐元 澳幣 

小於 6.65 萬(不含) 小於 5.00 萬(不含) 小於 6.65 萬(不含) 3.00% 

大於 6.65 萬(含)， 

小於 16.65 萬(不含) 

大於 5.00 萬(含)， 

小於 12.50 萬(不含) 

大於 6.65 萬(含)， 

小於 16.65 萬(不含) 
2.75% 

大於 16.65 萬(含)， 

小於 26.65 萬(不含) 

大於 12.50 萬(含)， 

小於 20.00 萬(不含) 

大於 16.65 萬(含)， 

小於 26.65 萬(不含) 
2.50% 

大於 26.65 萬(含)， 

小於 40.00 萬(不含) 

大於 20.00 萬(含)， 

小於 30.00 萬(不含) 

大於 26.65 萬(含)， 

小於 40.00 萬(不含) 
2.25% 

大於 40.00 萬(含)， 

小於 66.65 萬(不含) 

大於 30.00 萬(含)， 

小於 50.00 萬(不含) 

大於 40.00 萬(含)， 

小於 66.65 萬(不含) 
2.00% 

大於 66.65 萬(含)， 

小於 100.00 萬(不含) 

大於 50.00 萬(含)， 

小於 75.00 萬(不含) 

大於 66.65 萬(含)， 

小於 100.00 萬(不

含) 

1.75% 

大於 100.00 萬(含) 大於 75.00 萬(含) 大於 100.00 萬(含) 1.50%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

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300 萬(不含) 3.2% 

大於 300 萬(含)，小於 900 萬(不含) 3.0% 

大於 900 萬(含) 2.8%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

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美元) 費用率 

小於 10 萬(不含) 3.2% 

大於 10 萬(含)，小於 30 萬(不含) 3.0% 

大於 30 萬(含) 2.8%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

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費(新臺幣) 費用率 

小於 200 萬(不含) 3.00% 

大於 200 萬(含)，小於 1,000 萬(不含) 2.50% 

大於 1,000 萬(含)，小於 2,000 萬(不含) 2.00% 

大於 2,000 萬(含) 1.50%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依每次繳交之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分別乘以下表所列費用

率作為保費費用。 

保險費/單筆追加保險 
費用率 

美元 歐元 澳幣 

小於 6.65 萬(不含) 小於 5 萬(不含) 小於 7.15 萬(不含) 3.00% 

大於6.65萬(含)， 

小於 33.35 萬(不含) 

大於5萬(含)， 

小於 25 萬(不含) 

大於7.15萬(含)， 

小於 35.7 萬(不含) 
2.50% 

大於33.35萬(含)， 

小於 66.65 萬(不含) 

大於25萬(含)， 

小於 50 萬(不含) 

大於35.7萬(含)， 

小於 71.45 萬(不含) 
2.00% 

大於 66.65 萬(含) 大於 50 萬(含) 大於 71.45 萬(含) 1.50%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為所繳保險費的3%，收取方式如下： 

1. 保險費：分為十二次收取，並於生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依所繳

保險費的 3%乘以十二分之一計算本契約當月之保費費用，迄

繳足為止。 

2. 單筆追加保險費：一次收取。 

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低於第一期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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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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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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單管理費 

商品名稱 每月保單管理費用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

定外幣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為 0.125%。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

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為 0.125%。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

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基本帳戶價值×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2) 累積帳戶價值×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保單年度 1~6 7~ 

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0.4166% 0% 

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0.125% 0.125%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

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

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

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第一

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

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該

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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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元(含)

以上者。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該

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元(含)

以上者。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但符合「高保費優

惠」者(註)，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歐元 澳幣 

金額 10 萬 7 萬 10 萬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 3 美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

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10 萬美元(含)

以上者。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

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

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繳

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

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 (含 )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

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

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

幣之金額(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新台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

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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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新台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

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

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

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

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

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約定外幣 英鎊 瑞士法郎 人民幣 南非幣 紐幣 

金額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10 萬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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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費用率 0.1% 0%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

之約定外幣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 0%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三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基本帳戶價值×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3) 累積帳戶價值×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保單年度 1~10 11~ 

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0.4166% 0% 

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0.125% 0.125%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三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 

(2) 基本帳戶價值×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3) 累積帳戶價值×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保單年度 1~10 11~ 

基本帳戶每月費用率 0.4166% 0% 

累積帳戶每月費用率 0.125% 0.125%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

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

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66%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

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 ，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

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效日時，則為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

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66%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

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人民

幣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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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

幣 300 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

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

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達

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 (含 )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若保單週月日之

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

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4%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

幣 300 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125%。

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

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第一保單

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每月費用率為 0.1125%，第四保單

年度內，每月費率用為 0.036%。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3 4 5~ 

每月費用率 0.125% 0.04% 0%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下表約

定外幣之金額 (含 )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125%。若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

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之金額(含)

以上者，第一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每月費用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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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5%，第四保單年度內，每月費率用為 0.036%。 
約定

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英鎊 

瑞士 

法郎 

南非

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6.5

萬 
1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行政管理費：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若要保人選擇
之約定外幣為人民幣者，每月為 20 元人民幣，但符合「高
保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帳戶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
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約生
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月費
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 

每月費用率 0.1125%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

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

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約定外幣 英鎊 瑞士法郎 人民幣 南非幣  

金額 6.5 萬 10 萬 6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註)，免收

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1% 0.03%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

(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每月費用率 0.165% 0.1% 0.03% 0.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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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已繳納總

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外幣

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日圓 歐元 港幣 澳幣 

金額 10 萬 750 萬 7 萬 75 萬 10 萬 

約定外幣 英鎊 瑞士法郎 南非幣   

金額 6.5 萬 10 萬 100 萬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新臺幣100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10 11~ 

每月費用率 0.125%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已

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 3 美元之等值約定外幣，但符合「高保

費優惠」者(註)，免收當月之該費用。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每

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10 11~ 

每月費用率 0.125% 0.03% 0%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管理費當時本契約

已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約定

外幣之金額(含)以上者。 

約定外幣 美元 歐元 澳幣 

金額 10 萬 7 萬 10 萬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但約定以電子郵件寄發保單

帳戶價值之通知者，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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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定最低身故給付及保證提領金額費用 

商品名稱 確定最低身故給付及保證提領金額費用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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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換費用 

商品名稱 

轉換費用 

免費次數 新臺幣 

美元 

(或等值約定

外幣) 

人民幣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6 次 

500 元 - -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12 次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6 次 

- 15 元 

-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00 元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2 次 

-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00 元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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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約費用 

商品名稱 解約費用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7% 6% 5% 0%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6% 5% 3% 0%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

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

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在第三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

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

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八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內，第一次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

分提領之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

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在第三保單

年度內，第一次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分提領之

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

戶價值的百分之十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5% 4% 3% 0%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該費

用為下列兩者之和： 

(1) 當時之基本帳戶價值或提領部分之基本帳戶價值乘上基本帳

戶解約費用率。 

(2) 當時之累積帳戶價值或提領部分之累積帳戶價值乘上累積帳

戶解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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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6 7~ 

基本帳戶解約費用率 22% 0% 

累積帳戶解約費用率 0% 0%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3% 2% 1% 0%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解約費用率 1% 0%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

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

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請

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

值的百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6.8% 5.6% 4.2% 0%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5% 5.5% 4.0% 1.8% 0%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該費

用為下列兩者之和： 

(1) 當時基本帳戶價值或提領部分基本帳戶價值乘上基本帳戶解

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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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時累積帳戶價值或提領部分累積帳戶價值乘上累積帳戶解

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5 6~10 11+ 

基本帳戶解約費用率 25% 20% 0% 

累積帳戶解約費用率 0% 0% 0%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且當年度

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三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請

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

Max(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值

的百分之十,0)乘上解約費用率。 

(4)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5.5% 4.5% 3.5% 0%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4% 1% 0%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

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 

b. 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c.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新臺幣1,000萬(含)以上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Max(提

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

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

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b.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新臺幣1,000萬(含)以上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4.5% 3%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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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終止之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

戶價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終止本契約 

b. 當年度未曾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c.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30萬美元等值約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註：若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則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Max(提

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提領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的百

分之五,0)乘上解約費用率。 

a. 在第二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當年度第一次申

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b. 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

30萬美元等值約定外幣之金額(含)以上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4.5% 3% 0.5% 0%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5% 3% 1% 0%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解約費用率 1% 1% 0%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7% 5% 3% 1% 0%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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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解約費用率 8.0% 6.3% 4.9% 3.3% 2.0% 0%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時，本公司

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5% 5% 3.5% 2% 0% 
 

 



 

70 

6. 部分提領費用 

商品名稱 

部分提領費用 

免費年期 免費次數 新臺幣 

美元 

(或等值約

定外幣) 

人民幣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0 年 

6 次 1,000 元 - -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1 年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3 年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4 年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5 年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6 年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10 年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0 年 

6 次 - 30 元 

-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200 元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 年 -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3 年 

-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200 元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4 年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5 年 -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10 年 -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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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購手續費 

商品名稱 申購手續費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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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貨幣帳戶費用（已反映於宣告利率，不另外收取，目前為 0%） 

商品名稱 貨幣帳戶費用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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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標的費用 

商品名稱 投資標的費用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標的維護費(每年)：(詳條款附表)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1.5%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5%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1.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05%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1.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1%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28% ~ 1.3%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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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無。 

保管費：無。 

贖回費用：無。 

標的維護費：無。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標的維護費：無。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

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6%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14%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2%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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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14%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05% ~ 1.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5% ~ 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1% ~ 1.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125% ~ 0.014%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7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0%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無。 

保管費：無。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7%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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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1% 

贖回費用：無。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管理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1% ~ 1.5% 

保管費： 

貨幣帳戶：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0.1%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 ~ 0.1% 

贖回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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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規範 

商品名稱 適用說明 

安達人壽闔家歡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二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活利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五 

安達人壽好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三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四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六 

安達人壽全能攻守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二 

安達人壽指標領航變額年金 說明五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六 

安達人壽戰略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七 

安達人壽優越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優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鉅鑫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八 

安達人壽聚寶盆美元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八 

安達人壽得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九 

安達人壽得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九 

安達人壽穩利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二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一 

安達人壽全新全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三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天生贏家 Plus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二 

安達人壽大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一 

安達人壽大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金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一 

安達人壽金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四 

安達人壽豐利旺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六 

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六 

安達人壽財華滿意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三 

安達人壽享優利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六 

安達人壽享優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四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一 

安達人壽全心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說明十二 

表一：適用於一般上述商品之銷售範例 

說明 保險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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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 

1. 可彈性繳納或約定分期繳納，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

臺幣 3 億元為上限。 

2. 彈性繳保險費及約定分期保險費約定如下表。(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月繳 2,000 100,000 

季繳 6,000 300,000 

半年繳 12,000 600,000 

年繳 24,000 1,200,000 

彈性繳 10,000 300,000,000 
 

說明二 

1. 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

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下限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 

美元 5,000 500 
3.  

說明三 

1. 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

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 

美元 500 

歐元 500 

澳幣 500 
2.  

說明四 

1. 要保人可採年繳、半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分期繳交基本帳戶保險費或累

積帳戶保險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交單筆追加保險費，繳納總保險費扣除

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限。 

2. 分期保險費之繳費方式及繳交次數如下表： 

繳別 基本帳戶保險費 累積帳戶保險費 

年繳 第 1 至 3 次 第 4 次以後 

半年繳 第 1 至 6 次 第 7 次以後 

季繳 第 1 至 12 次 第 13 次以後 

月繳 第 1 至 36 次 第 37 次以後 

前項所稱「分期保險費之繳交次數」，係以繳足一期分期保險費為一次，如欠

繳分期保險費，要保人所繳交之單筆追加保險費如足以抵付一期分期保險

費，將優先抵作分期保險費，抵足一期始視為一次。如本契約停效，於復效

後繳交之分期保險費，其次數接續停效前繳交之次數計算之。 

3. 分期保險費約定如下：(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月繳 2,000 100,000 

季繳 6,000 300,000 

半年繳 12,000 600,000 

年繳 24,000 1,200,000 

單筆追加保險費每次繳交以新臺幣 10,000 元為下限，且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

限。 

說明五 

1. 可彈性繳納，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

限。彈性繳保險費及約定分期保險費約定如下表。(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彈性繳 10,000 300,000,000 4.  

說明六 
可彈性繳納，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

限。彈性繳保險費約定如下表。(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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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彈性繳 100,000 300,000,000 

單筆追加保險費每次繳交以新臺幣 100,000 元為下限，且以新臺幣 3 億元為

上限。 

說明七 

1. 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

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 

美元 5,000 1.  

說明八 

1. 要保人可採年繳、半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分期繳交基本帳戶保險費或累

積帳戶保險費，或以彈性繳費方式繳交單筆追加保險費，繳納總保險費扣除

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限。 

2. 分期保險費之繳費方式及繳交次數如下表： 

繳別 基本帳戶保險費 累積帳戶保險費 

年繳 第 1 至 2 次 第 3 次以後 

半年繳 第 1 至 4 次 第 5 次以後 

季繳 第 1 至 8 次 第 9 次以後 

月繳 第 1 至 24 次 第 25 次以後 

前項所稱「分期保險費之繳交次數」，係以繳足一期分期保險費為一次，如欠

繳分期保險費，要保人所繳交之單筆追加保險費如足以抵付一期分期保險

費，將優先抵作分期保險費，抵足一期始視為一次。如本契約停效，於復效

後繳交之分期保險費，其次數接續停效前繳交之次數計算之。 

3. 分期保險費約定如下：(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月繳 3,000 100,000 

季繳 9,000 300,000 

半年繳 18,000 600,000 

年繳 36,000 1,200,000 

單筆追加保險費每次繳交以新臺幣 10,000 元為下限，且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

限。 

說明九 

1. 可彈性繳納，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

限。彈性繳保險費約定如下表。(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彈性繳 100,000 300,000,00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 

於年金累積期間 且被保險人年齡 75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

後，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 10 ,000。 

說明十 

1. 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

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 幣別 首期保險費 

美元 5,000 澳幣 6,000 

日圓 500,000 瑞士法郎 6,000 

歐元 5,000 英鎊 4,000 

港幣 50,000 人民幣 30,000 

南非幣 50,00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 

於年金累積期間且被保險人年齡 75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

後，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單筆追加下限：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

限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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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500 澳幣 600 

日圓 50,000 瑞士法郎 600 

歐元 500 英鎊 400 

港幣 5,000 人民幣 3,000 

南非幣 5,000   

【註】本核保規則所有提及「換算為新臺幣」的部分，其【外幣匯率換算基

準】將視市場匯率變動狀況不定時調整之。 

說明十一 

1. 可彈性繳納，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

限。彈性繳保險費約定如下表。(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彈性繳 100,000 300,000,00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 

於年金累積期間 且被保險人年齡 80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

後，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 10 ,000。 

說明十二 

1. 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

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 幣別 首期保險費 

美元 5,000 澳幣 6,000 

日圓 500,000 瑞士法郎 6,000 

歐元 5,000 英鎊 4,000 

港幣 50,000 南非幣 50,00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 

於年金累積期間且被保險人年齡 75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

後，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單筆追加下限：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

限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

限 

美元 500 澳幣 600 

日圓 50,000 瑞士法郎 600 

歐元 500 英鎊 400 

港幣 5,000 南非幣 5,000 

【註】本核保規則所有提及「換算為新臺幣」的部分，其【外幣匯率換算基

準】將視市場匯率變動狀況不定時調整之。 

說明十三 

1. 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

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 幣別 首期保險費 

美元 5,000 澳幣 6,000 

日圓 500,000 瑞士法郎 6,000 

歐元 5,000 英鎊 4,000 

港幣 50,000 南非幣 50,00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 ： 

於年金累積期間且被保險人年齡 80 歲(含)以下，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

後，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單筆追加下限：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

限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

限 

美元 500 澳幣 600 

日圓 50,000 瑞士法郎 600 

歐元 500 英鎊 400 

港幣 5,000 南非幣 5,000 

【註】本核保規則所有提及「換算為新臺幣」的部分，其【外幣匯率換算基

準】將視市場匯率變動狀況不定時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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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十四 

1.可彈性繳納，首期保險費下限規定如下。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

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為上限。 

幣別 首期保險費下限 

美元 5,000 

歐元 5,000 

澳幣 5,000 

2.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如下 ： 

幣別 單筆追加保險費下限 

美元 2,000 

歐元 5,000 

澳幣 5,000 
 

說明十五 

1 可彈性繳納或約定分期繳納，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

幣 3 億元為上限。 

2.彈性繳保險費及約定分期保險費約定如下表。(單位:美元)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月繳 100 3,500 

季繳 300 10,000 

半年繳 600 20,000 

年繳 1,200 40,000 

彈性繳 5,000 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外幣 

單筆追加保險費每次繳交以 500 美元為下限，且以新臺幣 3 億元之等值約定

外幣為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