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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投資型壽險目標保險費訂定差

異之影響 

投資型壽險附加費用的收取，是根據保戶繳入的保險費，被歸類

於那一種保險費項目而定，各種不同保險費項目對應所需扣除的附加

費用率相差非常的大，與消費者的權益有絕對重大關係，在購買保險

時一定要弄清楚。 

壽險公司在設計投資型壽險時，因各種保險費項目的預設功能不同，

做不同的定義是有其必要性。但各保險費項目對應的附加費用率合適與否，卻

有值得討論之處。如客戶簽約時，會依不小於公司規定的最低目標保險

費，自訂每期繳交的保險費。而超過最低目標保險費的金額，歸類於

「目標保險費」項目或者「額外保險費」項目，對所需扣除的附加費用率

差別很大。使保戶的權益與業務員的佣金有非常大的影響。一般目標保

險費的佣金是額外保費佣金的十數倍以上，讓客戶自訂的保險費可以

全都歸類於「目標保險費」，使業務員在幫保戶規劃繳費方式時有很

大的操作空間。 

本章主要先釐清目前市場上各種不同保險費項目對應的附加費用

率，並探討依各公司「目標保險費」的規定，保戶選擇訂定繳交最高

目標保險費與最低目標保險費兩種情況下，保單價值與身故保障給付

的差異。 

3.1 不同保險費項目與附加費用率之關係 

投資型壽險的保險費項目除前文提及之「目標保險費」與「額外

保險費」兩大部分，實際上現行銷售的投資型壽險契約條款內，尚有

各種不同定義的保險費項目，如最低保險費、定期保險費、計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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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等。有時同一種功能的保險費項目，在不同公司的條款內使用不同

的名詞，而條款中使用相同名詞的保險費項目，各公司定義也不一定

相同，讓消費者非常的困擾。 

雖然契約條款內有很多保險費項目，所幸目前銷售中的商品，其

對應的附加費用率只有很高與很低兩類。消費者只要搞清楚，所繳的

保險費有多少是被扣高的費用率，多少是屬於低的費用率，在比較商

品時就會簡單多了。下表係整理各公司「不同名詞的保險費項目與附

加費用率之關係」。 

表三   保險費項目與附加費用率關係表  

公司別 收取較高附加費用率的 
保險費項目 

收取較低附加費用率的 
保險費項目 

A  定期保險費 彈性保險費 

B  保險費 增額保險費 

C  基本保費 增額保費 

D  計畫保費 增額保費 

M  目標保險費 額外保險費 

N 最低保險費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O  基本保險費 增額保險費 

P 最低保險費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註 ： M公司「定期保險費」為目標保險費與額外保險費組合。 

如上表，雖然各公司對於保險費項目使用名稱各有不同，但對保

戶而言，這些保險費項目對應之附加費用率才是須關心的。為使後續

的分析能清楚的描述比較，故對高額附加費用率的保險費項目，統一

稱之為「目標保險費」，至於扣除低附加費用率的保險費項目，則以

「額外保險費」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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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目標保險費與保險金額之關係 

3.2.1目標保險費與保險金額的相關性 

一般投資型壽險，目標保險費與保險金額的相關性可分為二大

類，第一類保單（以下稱投資型壽險 I）「目標保險費」條款： 

本契約所稱「目標保險費」係指依據保險金額、被保險人年齡、

性別、預定利率、預定死亡率、預定附加費用率及繳費年期等所

決定之保險費。 

其保險金額與目標保險費屬於一對一關係，即根據投保的保額對應所

需繳交之目標保險費是唯一的，與傳統型壽險每萬元保額對應固定的

保險費率表是相同的方式。 

第二類保單（以下稱投資型壽險 II）「目標保險費」條款： 

本契約所稱「目標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投保當時自訂每年預計

繳交之保險費，此目標保險費不得低於本公司規定之最低目標保

險費。 

其保險金額與目標保險費屬一對多關係，保戶根據自訂的「目標保險

費」依各家公司規定的「保額倍數表」中保額上限與下限的倍數範圍

內選擇要投保之保險金額。對保戶而言，「保額倍數」另一層意義，

是購買相同的保額時，其所自訂繳交目標保險費有很大的彈性，保戶

在一定的限制1下可以自行選擇訂定較高或較低的目標保險費。 

                                              
1 通常壽險公司會再規定最低目標保險費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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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壽險 II的目標保險費可以依保戶的規劃自行訂定，看似較

有彈性，但因保險費項目相對費用收取不同的關係，影響保戶的權益

是很大的。在購買相同保額，繳交一樣的保費情況下，選擇訂定愈低

目標保險費，差額以額外保險費繳入，初期保戶繳交之附加費用也就

愈少。但業務人員因佣金關係，通常會促使保戶規劃訂定較高的目標

保險費，極易產生很大的糾紛。大部分公司會在目標保險費費用收取

上，訂定 5或 6 年以後不再收取，增加繳費方式的變化，只是這種設

計方式需在較特定的情況下，才能彌補客戶採用較高目標保險費所損

失的現金價值。不過也創造了業務人員多一些解釋的空間。 

3.2.2保額倍數表 

表 3.1 各表係依公司別排序之「保額倍數表與目標保險費上下限

表」。主要是根據各公司投資型壽險 II，規定的「保額倍數表」做適

度的整理，同時轉換為「目標保險費上下限表」供參考。可觀察到有

些公司有訂定目標保險費收取倍數上限，部分公司則無上限的設定。

每萬元保險金額規定要繳交的最低目標保險費高低2，各公司相差也很

大。 

「保額倍數表」設計的原意是讓保戶在規劃購買壽險商品時，根

據當時的預算與所需要的壽險保障去購買合適的保險金額。未來因責

任加重或減輕而調整保障時，只要在「保額倍數表」的限制下，目標

保費是不需要調整的。所以不會增加保戶原先規劃保費預算的負擔，

是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只是將「保額倍數表」轉換為對應保險費上下

限時，若對應的保險費全部定義為收取高附加費用之「目標保險費」，

將使「保額倍數表」的特性，變成業務員與保戶權益拉鋸的工具。 

有一點是必須特別留意，若保戶選擇訂定最低目標保險費去購買

                                              
2 基本上保額越高，需要從保價金帳戶扣除的死亡成本就越多。目標保險費雖是為了支付壽險保障所準備，

但保價金來源尚有額外保費等，所以目標保險費大小與保額不一定要有絕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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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壽險 II，即是已使用了「保額倍數表」的最高上限，未來若想

提高保險金額，部分公司3會限制，使保戶無法藉由提高目標保險費來

增加保險金額。對保戶來講重新再買一張保單，也是可以達到增加保

險金額的效果。而且投資型壽險的死亡成本是逐年按死亡率計算的，

在繳給壽險公司的費用上並不會增加。至於體況問題，不管保戶是在

原保單增加保額或是另購買新的保單，都一樣要面臨壽險公司核保的

要求。 

3.3目標保險費訂定差異之影響 

表 3.2 與表 3.3 各表為「目標保險費上限與下限保單價值差異比較

表」，係依「公司別」按各公司目標保險費上限的規定，將選擇「目

標保險費訂定最高」與「目標保險費訂定最低並將差額繳入額外保險

費」的兩種情況做分析，比較保戶選擇不同情況時「期末保單價值」

與「期末身故給付」的差異。 

比較表上方有上限與下限倍數的設定4，左邊為兩種情況共同之基

本資料，中間與右邊分別為「最高情況」與「最低情況」的數值。分

析設定的條件為：15、35、55歲男性保戶，購買保額 250萬，在相同
繳費期間，繳交一樣的保險費。 

3.3.1假設繳費 20 年，投資報酬率 3% 

表 3.2 設定繳費期間 20 年，投資報酬率為 3%。觀察各表「附加
費用」欄前幾年的數字，「目標保險費訂定最高情況」所繳交的附加

                                              
3 經電訪僅 D公司可以提高目標保費的方式，來加保保險金額，其餘公司不提供。 

4 C、D、P公司，因沒有訂定目標保險費倍數上限，表 3.2-C、3.2-D、3.2-P設定最高目標保險費為最低目標
保險費的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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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比「目標保險費訂定最低情況」多出許多。從「期末保單價值」

欄與「期末身故給付」欄的數字，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最低情況」比

「最高情況」好許多。「保單價值差異金額」欄，即是兩種情況下「保

單價值」的差距，其代表保戶權益的差別。事實上「保單價值差異金

額」就是「附加費用」的差額加計投資報酬率累積所產生的。 

A、B、C、D、O、P公司目標保險費的費用率於第 5、6或 7 年降

為零不再收取，從表 3.2- A、3.2- B、3.2- C、3.2- D 各表可以看出當
目標保險費對應的附加費用不用被收取時，「最低情況」的「額外保

險費」對應的附加費用仍需被收取，所以原先差距越來越大的「保單

價值差異金額」數值開始縮小，但 O、P 公司因差異的金額所產生的

利息已經超過「額外保險費」對應的附加費用，所以數值並無縮小現

象。各公司 20 年後保費不再繳交，其「保單價值差異金額」則繼續變

大。 

表 3.2 各表同時分析 15 歲、35 歲、55 歲的情形，其結果也都相

同。但表 3.2-A各表與表 3.2-O2、O3的「保單價值」欄或「期末身故

給付」欄的數字產生負值5，表示購買該商品的保戶繳費 20 年所累積

之保單價值還不夠支付保障所需之成本，因為 A、O 公司之投資型壽
險 II屬於乙型商品，危險保額較高。同屬乙型商品的 B、C公司因為
設定繳交較高倍數的保費，所以沒有產生負值的現象。 

小結 

在上述假設下購買相同保障，保戶訂定愈低的目標保費，被收取

的附加費用就愈少，累積的保單價值就較多，身故給付也比較高。建

議保戶購買此類型之商品選擇訂定「目標保險費最低的情況」，將上

下限差額部分再以額外保險費繳交。 

                                              
5 各公司之保額倍數表，年齡較小的倍數規定較寬， O公司 15歲規定高達 8.5倍，所以表 3.2-O1沒產生負
值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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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假設繳費終身，投資報酬率 3% 

表 3.3是將表 3.2的繳費期間拉長至終身，投資報酬率維持 3%。
觀察表 3.3-M、3.3-N各表，可以發現繳費長短並沒有影響結果，原因
是 M、N公司後續年度的目標保險費與額外保費費用率都相同。觀察

表 3.3-O、3.3-P 各表，因目標保險費費用率不需繳交時，「保單價值

差異金額」所產生的利息已經超過「額外保險費」對應的附加費用，

結果同樣也不受影響。 

觀察表 3.3 A、B、C、D公司相對應的各報表，當目標保險費對應
的附加費用不用再繳交時，「保單價值差異金額」欄數值開始縮小，

其中表 3.3-A1保費持續繳交至 65 年度；表 3.3- B1,B2保費繳交至第
59 年度；表 3.3- C1繳交至第 66 年度而表 3.3- D1至第 81 年度後，「保

單價值差異金額」就會開始產生負值，表示「目標保險費訂定最高情

況」終於對保戶開始有較好的效果。 

小結 

由上述的觀察，繳費至終身的改變，雖然讓 A、B、C、D公司有
部分反轉的現象，但條件是在假設投資報酬率只有 3%，持續繳交保
費至少 65 年或 59 年或 66 年或 81 年的情況時才會發生。而且保戶在

反轉年度之前不管是保價金的權益或是身故給付，都還是「最低情況」

較有利。至於 M、N、O、P公司，繳費至終身的改變，完全不影響其

結果。整體而言，保戶訂定愈低的目標保費，被收取的附加費用就愈

少，累積的保單價值就較多，身故給付也比較高的結論是可接受的。 

3.3.3 不同投資報酬率的影響 

如同表 3.3-O、3.3-P 各表所顯示，若當「保單價值差異金額」因

投資報酬率所產生的利息超過應需多付的附加費用時，即使持續繳費

至終身，並不會對結論有所改變。由表 3.3 數字可簡易的估算，A、B、
C、D公司之商品，投資報酬率應升至多少時，「保單價值差異金額」

所產生的利息會超過需多付的附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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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表 3.3-A1 第 6 保單年度末「保單價值差異金額」為 88,373
元與第 7保單年度附加費用為 3,125元，所以只要投資報酬率由 3%升
至 3.54%(=3125/88373)以上，投資報酬率所產生的利息就會超過需多

付的附加費用。 

檢視表 3.3-B1 第 6 保單年度末「保單價值差異金額」為 622,825
元與第 7 保單年度附加費用為 22,917 元，所以只要投資報酬率由 3%
升至 3.68%(=22917/622825) 以上即可。同理可推表 3.3-C1、3.3-D1
投 資 報 酬 率 分 別 由 3% 升 至 3.52%(=7500/212843) 以 上 與
3.26%(=10800/331199) 以上時，投資報酬率所產生的利息就會超過需

多付的附加費用。 

小結 

由上述簡易的計算，說明即使保戶選擇 A、B、C、D公司的商品，
持續繳費至終身，若投資報酬率略高於上述各數值時，原先的結論依

然是不變。即保戶訂定愈低的目標保費，被收取的附加費用就愈少，

累積的保單價值就較多，身故給付也比較高。 

本節綜合結論 

綜而論之，在上述假設下購買投資型壽險，保戶選擇訂定愈低的

目標保費，被收取的附加費用就愈少，累積的保單價值就較多，身故

給付也比較高了。建議保戶購買此類型之商品選擇訂定「目標保險費

最低的情況」，將上下限差額部分再以額外保險費繳交，可獲取擁有

最大保單價值與較高身故保障之權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