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稱】中國人壽薪享樂活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備查日期及文號】106.12.18中壽商一字第106121800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107年09月10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06月0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退還

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老年住院醫
療提前給付保險金、意外失能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專案為RR1(保守型)

中國人壽

薪享樂活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多種費率折減模式

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保障最貼心

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保障持續不間斷

繳費期間內，提供意外失能保障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讓保障給付能照顧您的摯愛

善用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增加自身保障
（相關條件及內容請參閱本銷售簡介說明及保單條款）

注意事項：
◎中國人壽薪享樂活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本商品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為RR1，適合保守型客戶購買。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商品，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稅賦優惠。
◎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
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
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實務上死亡給付及確定年金給付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例示性案
例及其可能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參考特徵，請詳見中國人壽企網之「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發行及製作，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
給付之責任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負責。
◎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中國人壽及
彰化銀行，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中國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請查閱中國人壽企網http://www.chinalife.com.tw或洽免費

申訴電話0800-098889。
中國人壽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22號5樓

傳真：(02)2712-5966電子信箱：services@chinalife.com.tw
DM版本：108.04版�1/4



 

王先生(40歲)投保「中國人壽薪享樂活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保險金額新臺幣(下同)60萬元，繳
費年期12年，原始年繳保費為272,520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3)首、續期年繳保費為264,344元，相關範例數
值如下。(假設宣告利率2.70%維持不變情形下，增值回饋分享金所選擇之給付方式為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
額)。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積
所繳保費

基本保險金額
對應之年度末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A)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 壽險保障
(含基本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預估值)�(註2)

年度末現金價值
(含基本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含祝壽保險金】
(A)+(B)�(預估值)(註2)

次年度
初現金價值

(含基本保險金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預估值)(註6)

累計增加
保險金額�(註2)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年度末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註2)(B)

1 40 �264,344� �64,560� �136� �605� �3,600,816� �65,165� �65,705�

2 41 �528,688� �260,760� �674� �3,055� �3,604,044� �263,815� �264,355�

3 42 �793,032� �460,920� �1,610� �7,436� �3,609,660� �468,356� �468,897�

4 43 �1,057,376� �665,040� �2,940� �13,839� �3,617,640� �678,879� �679,480�

5 44 �1,321,720� �873,480� �4,660� �22,356� �3,627,960� �895,836� �954,637�

6 45 �1,586,064� �1,158,600� �6,766� �33,081� �3,640,596� �1,191,681� �1,467,623�

7 46 �1,850,408� �1,720,620� �9,255� �46,119� �3,655,530� �1,766,739� �1,767,521�

8 47 �2,114,752� �2,013,780� �12,123� �61,569� �3,672,738� �2,075,349� �2,076,193�

9 48 �2,379,096� �2,313,660� �15,368� �79,549� �3,692,208� �2,393,209� �2,417,394�

10 49 �2,643,440� �2,646,840� �18,987� �100,177� �3,713,922� �2,747,017� �2,747,863�

12 51 �3,172,128� �3,289,380� �27,339� �149,881� �3,764,034� �3,439,261� �3,439,449�

20 59 �3,172,128� �3,848,760� �63,342� �406,314� �4,255,074� �4,255,074� �4,255,339�

21 60 �3,172,128� �3,925,680� �67,985� �444,812� �4,370,492� �4,370,492� �4,370,759�

26 65 �3,172,128� �4,334,280� �91,695� �662,386� �4,996,666� �4,996,666� �4,996,943�

30 69 �3,172,128� �4,691,520� �111,267� �870,019� �5,561,539� �5,561,539� �5,561,823�

40 79 �3,172,128� �5,705,760� �162,655� �1,546,784� �7,252,544� �7,252,544� �7,252,925�

50 89 �3,172,128� �6,866,400� �217,756� �2,492,000� �9,358,400� �9,358,400� �9,358,727�

60 99 �3,172,128� �8,127,540� �276,835� �3,749,979� �11,877,519� �11,877,519� �11,877,782�

70 109 �3,172,128� �9,000,000� �340,185� �5,102,775� �14,102,775� �14,102,775� ��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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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失能保險金
(假設第10保單年度
因意外致成第二級失能)

540,000元
《基本保額600,000元X90%》

繳費期間內，符合保單條款約定
致成第2~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
即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

豁免保費
�(假設第10保單年度
因意外致成第二級失能)

528,688元
《保費264,344元X2年》

繳費期間內，符合保單條款約定
致成第2~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
即可享有『免繳主契約保費』。

身故保險金
(假設79歲時)

7,252,925元
《另要扣除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9,000元，給付金額7,243,925元》

身故時，按『Max（當年度保險金額，
保單價值準備金，已繳年繳化保險費×1.06）』
給付『身故保險金』。

老年住院醫療
提前給付保險金
(假設79歲時因病住院五天)

9,000元
《基本保額600,000元
X0.3%X5天》

繳費期間屆滿，且保險年齡達
70歲之保單週年日起適用，
因病住院給付『老年住院醫療
提前給付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110歲)

14,102,775元
《另要扣除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9,000元，給付金額14,093,775元》

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
按『Max（當年度保險金額，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1.06）』給付『祝壽保險金』。

註1：	範例係假設於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中國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係以2.70%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試算結果。範例之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為假設數值，僅
供參考，實際數值會因各年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未來各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2：	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相關數值，係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上表數值
僅供參考。 

註3：		範例假設適用高保額費率折減2.0%，且假設同時適用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費率折減1%，本範例僅供參考。
註4：上表現金價值、祝壽保險金、壽險保障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
註5：若保戶辦理減額繳清或展期定期保險時，本表將不適用。	
註6：上表次年度初現金價值(含基本、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次一年度之第一天屆滿後所計得之數額。 
註7：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中國人壽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二者之較大者，再

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六倍。

範例
說明



 

保險給付：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中國人壽分別以身
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下列三者之較大者，再依其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
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 保單價值準備金

3.「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六倍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所載。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同保險單所載歷年
「身故保險金」例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者，本契
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
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四
目約定辦理。

							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繳費期間內，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
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二至
六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中國人壽將自被保險人診斷確定失能之翌日起，豁
免本契約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續期應繳付之各期保險費（不含其他附約及附
加條款），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本契約繼續有效。
要保人若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約定豁免保險費後，不得再
依保單條款第三十一條辦理「減額繳清保險」及保單條款第三十二條變更
為「展期定期保險」。

					祝壽保險金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
生存時，中國人壽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
下列二者之較大者，再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
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六倍。

					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並於繳費期間屆滿且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
保單週年日起，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
症，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之治療時，中國人壽按「住院日額」乘以其實
際住院日數（含入院及出院當日），給付「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
金」。如被保險人出院後，又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
於同一日入院診療時，該日不得重複計入住院醫療日數。
被保險人累計申領之「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不得超過本契約
「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五十或本契約解約
金的百分之九十扣除其保險單借款、欠繳保險費及其應付利息後之餘額，
並於達前述情形之日起，中國人壽不再負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
之給付責任。
中國人壽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
金」、「祝壽保險金」、解約金、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退還所繳保險費
時，應先扣除累計已給付之「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後給付其餘
額。
◎ 住院日額：以申領「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時，按本契約基本保險金

額的千分之三計算；但同一被保險人投保中國人壽所有有效契約每日合計可申
領之「住院日額」最高以新臺幣五千元為限。

				意外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繳費期間內，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
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保單條
款附表二「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中所列第二級至第十一級失能程
度之ㄧ者，中國人壽按其「基本保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給付
「意外失能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失能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
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第二級至
第十一級失能程度時，中國人壽給付各該項「意外失能保險金」之和，累
計最高以「基本保險金額」為限。但不同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
時，僅給付一項「意外失能保險金」；若失能項目所屬失能等級不同時，
給付較嚴重項目的「意外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本次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失能，如合併以前（含本契約訂立
前）的失能，可領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較嚴重項目的「意外失能保險金」
者，中國人壽按較嚴重的項目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
視同已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應扣除之。
前項情形，若被保險人扣除以前的失能後得領取之保險金低於單獨請領之
金額者，不適用合併之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申領「意外失能保險
金」時，中國人壽累計給付金額最高以「基本保險金額」為限。
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三十條辦理減少保險金額或依保單條款第三十一條辦
理減額繳清保險時，累計已領之「意外失能保險金」將等比例減少，即依
「基本保險金額」減少前累計已給付之「意外失能保險金」除以減少前之
「基本保險金額」再乘以減少後之「基本保險金額」計算。

◆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要保人選擇保單條款第十三條「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
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分期定期給付者，自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起，中國
人壽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
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年年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
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計算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低於新臺幣十萬元或每年給付之分期定期
保險金低於新臺幣兩萬元者，中國人壽將一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契約受益
人，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

◎ 指定保險金：係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
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受領之保險金
乘以於約定書或另行批註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額；該金額係作為中國人壽
分期定期給付每期應給付予受益人保險金之換算依據。

◎ 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係指中國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
分期給付金額之利率。該利率係以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中國人壽公告於中
國人壽網站之利率為準。

◎ 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係指要保人與中國人壽約定開始分期定期給付指定
保險金之日。但該給付開始日不得晚於受益人備齊本契約給付申領文件之
日起十五日。

◎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指依本契約約定書約定之給付期間，該期間為
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及二十五年等五種選擇，如該期間有所變更

時，則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期間為準。

◆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

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被保險人於承保當時
係以標準體承保者並申請當時之保險年齡未逾六十歲，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
保性證明，依下列各款向中國人壽申請增加本契約之基本保險金額：

一、 於本契約達第二十保單週年日前(不含第二十保單週年日)，第五保單週
年日及嗣後每屆滿五週年時，得依下列比例調整基本保險金額：

(一)第五保單週年日：按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十調整；

(二)第十保單週年日：按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十五調整；

(三)第十五保單週年日：按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調整；

保單條款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選擇權須連續執行，如要保
人放棄任何一次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爾後不得再申請增加保
險金額。

二、 於本契約繳費期間內，被保險人結婚（以一次為限）或婚生子女（不
限一人）出生後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各得增加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

保單條款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兩款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可分別行使，但增加後
之基本保險金額不得逾本契約訂立時基本保險金額之兩倍，亦不得逾本契約
最高承保金額，且每次行使所增加之保險金額須以萬元為單位。要保人為保
單條款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申請時，其所增加保險金額之保險費，按被保險
人原投保年齡計算，並補繳已經過保單年度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註1：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

註2：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
成完全失能者，中國人壽將改按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給付或退還且本契約效
力即行終止。

註3：	註2之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其所繳保險費，除保單條款第三十一條另有約
定外，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前述加計利息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
額為基礎，以2.0%年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診
斷確定時之利息。

註4：	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任何一項保險金或退還所繳保險
費(並加計利息)者，不再負各項給付之責。

◎ 表定年繳保險費：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率表所載之每萬元保險金
額年繳保險費。

◎ 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係指被保險人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時之「基本保險金額」(以每
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表定年繳保險
費」，再乘以要保人實際繳費年度數（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算）後所得之金額。

◎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 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
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計算所得之金額。

* 前述「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為保單條款附表三「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表」所載之金額。

◎ 基本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所載本契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若該金額有所變更時，
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指就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約定計算所得增
額繳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之值，若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總之值。

◎ 實際繳費年度數：係指以原定繳費期間、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被保險人身故或致
成完全失能之保單年度四者較早屆至者為準。

◎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 

◎傷害：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因而蒙受之傷害。

◎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醫師：係指領有醫師證書且合法執業者，且非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本人者。 

◎ 醫院：係指依照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醫療法
人醫院。

◎ 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
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
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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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本商品在費率計算時，給付成本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被保險人身故
或致成本商品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依本商品約定而
契約終止時，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	本商品繳費期間十二年(含)以上健康險部分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
故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
◎	本商品經中國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
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
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
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中國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
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3.30%，最低9.0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或因保險法第107條(99年)修訂後可能發生退費情形之範例，請洽中國
人壽服務中心、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企網(網
址：http://www.chinalife.com.tw)，或彰化銀行業務員，以保障您的權益。
◎	保戶於各相關保單年度解約金總領取金額與所繳保費間之關係，如下表

所示(本試算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

十
二
年
期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5 35 65 5 35 65

保單
年度

1  24%  24%  18%  24%  24%  20%

2  49%  48%  39%  49%  48%  42%

3  57%  56%  46%  57%  57%  50%

4  61%  60%  50%  61%  61%  54%

5  64%  63%  52%  64%  64%  56%

10  94%  92%  80%  94%  94%  83%

15  99%  97%  82%  99%  98%  87%

20 103% 101%  81% 103% 103%  90%

註：�上述之%係指各相關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按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
之平均值1.08%複利累積之年繳已繳納表定保險費。此數值會因假設條件、取
位等因素不同而有變動。

◎�根據上表顯示「中國人壽薪享樂活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早期解約可能會有損失。
◎本商品之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1.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98-889
e-mail：services@chinalife.com.tw
2.�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電話：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詳細內容 請洽服務人員

1. 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

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

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百分之二）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

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

2. 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週月

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

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百分之二)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

值準備金」再乘以換算係數後所得之金額，換算係數計算公式詳保單條

款附件。

3.前述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4.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中國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及週

期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a、 抵繳應繳保險費。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豁

免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三十一條約定向中國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

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則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條

第一項第二款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辦理。

b、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中國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

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下一保單

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辦理。

c、 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

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中國人壽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

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要保人另可選擇於被保險人保險年

齡到達五十五歲之保單週年日後，採「月給付」週期給付該保單週

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爰此中國人壽應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五十五歲保單週年日之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於每一保單週月日依

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

人。

若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金額低於新台幣(以下同)一仟元時，則依保

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至累積達一仟元（含）以上

之保單週年(月)日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

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週期，則依「年給付」方式辦

理。

d、 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

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

但要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一仟元（含）以上，或至被保險人身

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

併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中國人壽於給付「身故

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

險金」時，一併將當時已累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

人。但於要保人請求、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或本契約因保

單條款第七條第八項、保單條款第九條之約定終止或有保單條款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5.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採抵

繳應繳保險費方式。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豁免

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三十一條約定向中國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

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其增值回饋分享金則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

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

單週年日時，一次計算自該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其後保單年

度適用要保人所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6.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

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

所列七項之一者），中國人壽應退還或給付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

四款儲存生息方式累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

7. 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八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

金之責任。

註1：	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依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及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計算該保單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增值回饋分享金：

宣告利率：

★			係指中國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相當日之當月份宣告，用
以計算及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依據本契約所屬帳戶累
積資產的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當月份宣告利率將於每月第一個
營業日公告於中國人壽總公司保戶服務櫃台告示牌、全省分公司櫃台告
示牌及公司網站。

★			投保金額限制：

★			高保額費率折減： 單位：新臺幣/元

★			繳費年期及投保年齡限制：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8 0歲~70歲

12 0歲~68歲

20 0歲~60歲

繳費年期 保額 費率折減

8
20萬≦保額＜40萬 1% 

40萬≦保額 2%

12、20
30萬≦保額＜60萬 1% 

60萬≦保額 2%

繳費年期 投保限額
8年期 5萬~7,000萬

12年期 5萬~5,000萬

20年期 5萬~4,000萬

投保規則：

單位：新臺幣/元

★			繳費方式：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月繳第一次需繳兩個月）

★	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1%。
★	新契約首期應繳保險費全額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指定金融
機構帳戶自動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檢附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
者，享有首期保險費費率折減1%。
★符合集體彙繳件(5人以上)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1%。

★各項保險費折減合計上限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