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附錄 

【附錄一】壽險投資型保單統計表 73 

【附錄二】美國投資型商品保費收入 75 

【附錄三】投資型商品資訊揭露 77 

【附錄四】關於人身保險新型產品資訊披露有關問題的通知 86 

【附錄五】個人投資連結保險精算規定 88 

【附錄六】銀行、保險公司、保險代理人或保險經紀人合作推廣或共

同行銷契約書範本 92 

【附錄七】人壽保險業保險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自律規範 93 

【附錄八】訂定「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

低比率規範」 96 



73 

【附錄一】壽險投資型保單統計表 

公司\商品 變額壽險 變額萬能壽險 變額年金 投資連結 利變型年金 備註說明

中央 1     1     
台壽   1 1       
*保誠 8           
國泰 3   2 2     
中國   1         
*南山 9 2 3 3     
新光 3   1 2     
國華   1 1       
富邦   4         
三商 1 4         
幸福   1         
興農   1         
遠雄   1         
宏泰   1         
*統一安聯   11 1   7   
保德信   1         
全球   2         
*大都會   2   2     
國際紐約   2 1       
ING 安泰 1           
康健   1         
中泰   1         
宏利   2         
瑞泰 1 3         
*法國巴黎人壽 3           
合計 30 42 10 10 7   
總計 99   
*外幣計價的商品 

法國巴黎人壽：原為法商佳迪福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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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各壽險公司現行銷售的投資型保單數統計改以派餅圗呈現佔率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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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壽險公會網站 投資型商品專區 截至 2007 年 4 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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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美國投資型商品保費收入 

 
件數：千件  

保費：百萬  

變額壽險 萬能壽險 變額萬能壽險 項目 
年度 件數 保費總額 件數 保費總額 件數 保費總額

1978 178 7,356 1,185 92,499 - - 
1984 223 9,279 2,551 204,583 - - 
1985 186 8,833 3,545 289,926 101 6,807 
1986 200 11,061 3,949 301,951 259 20,736 
1987 205 14,661 3,726 273,148 410 37,198 
1988 124 9,025 3,508 269,811 343 37,430 
1989 74 6,498 3,437 275,207 320 35,933 
1990 58 5,927 3,058 261,446 345 37,919 
1991 74 7,476 2,659 248,284 329 40,057 
1992 96 9,708 2,434 225,681 402 53,056 
1993 117 13,504 2,499 252,564 563 73,103 
1994 93 13,639 2,776 295,499 553 81,996 
1995 73 9,959 2,361 244,924 497 83,630 
1996 73 12,186 2,009 204,248 578 114,171 
1997 83 15,180 2,025 177,836 922 220,423 
1998 67 14,838 1,790 175,785 1,031 272,470 
1999 140 22,602 1,249 147,975 1,043 243,461 

資料來源 Life Insurance Fact Book, 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 2000 
 

以美國銷售投資型保險統計數字來看，前十年萬能壽險的銷售都是遙遙領

先，直到 1997 年，變額萬能壽險的銷售才開始領先萬能壽險，直到現在，變額

萬能壽險保險費總額仍領先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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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投資型保險年度銷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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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投資型商品資訊揭露 

投資型保險資訊揭露應遵循事項 
 

一、為強化保險業對攸關保戶權益事項之充分揭露，落實對消費者權益之保障，

依據投資型保險投資管理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遵循事項，以利保

險業遵循。 
二、保險業辦理投資型保險商品之資訊揭露，應遵守下列基本原則： 

（一） 保險商品資訊揭露應本於最大誠信原則，並應遵守保險法、公平交

易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令規定。 
（二） 任何揭露之資訊或資料均必須為最新且正確，所有陳述或圖表均應

公平表達，並不得有引人錯誤、隱瞞之情事。 
（三） 銷售文件之用語應以中文表達、力求白話，必要時得附註英文；涉

及專有名詞時，並須加註解釋。 
（四） 所有銷售文件必須編印頁碼，俾便消費者確認是否缺頁及是否已接

收完整訊息。 
三、本遵循事項所稱銷售文件，係指下列文件： 

（一） 保險商品說明書（必須提供消費者參閱）。 
（二） 保險商品簡介。 
（三） 建議書。 

四、保險商品說明書應揭露事項： 
（一） 封面：應載明商品名稱及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公司（處）名稱、說

明書發行年月。 
（二） 封裡內頁：應記載「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

險業務員登錄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

品測驗合格證」等相關文字。 
（三） 保險公司（處）基本資料（應記載於說明書封底）： 

應載明公司（處）名稱、公司（處）地址、網址或電子郵件信箱、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 
（四） 保險計畫之詳細說明（應記載於說明書第一頁）包括： 

１、 相關投資標的之簡介（含投資標的管理機構名稱、地址）及被

選定為投資標的之理由。若保險契約載有保險公司（處）有權

中途增加或減少投資標的之條款，應具體說明公司（處）選擇

新投資標的之標準。 

２、 保險費交付原則（例如：最低保險費、附約保險費交付方式）、

限制及不交付之效果。 

３、 保險給付項目（例如：死亡給付、殘廢給付、滿期給付、年金

給付）及條件（例如：年金給付條件），並以不同投資報酬率舉

例及圖表說明，且應註明所舉範例已扣除相關費用，並說明其

費用假設基礎。投資報酬之描述、舉例，應說明投資報酬之計

算基礎（例如：採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扣除各項前置費用後之餘



78 

額為基礎），並依下列原則辦理： 

（１） 具投資收益保證者：依年保證報酬率及合理

之預期投資報酬率舉例，並不得以累積終值方式舉例。如

係屬有條件之保證，則保證與條件應併列陳述，字體顏色

大小均應相同，另應於明顯處加列警告提示，其內容須涵

蓋所有影響該項保證之適用範圍或有效性之重大事項，及

違反之效果。 

（２） 無投資收益保證者：由公司（處）參考投資

標的之過去投資績效表現，以不高於年報酬率百分之九

（含）範圍內，列舉三種不同數值之投資報酬率作為舉例

之基準，如有發生投資虧損之可能性，則應至少包含一種

絕對值相對較大之相對負值投資報酬率供保戶參考（例

如：8%、2%、-8%），並應參照「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從事廣告及營業

促銷活動行為規範」相關規定辦理。 

４、 保險商品如有解約費用，應註明所舉範例之保單帳戶餘額係指

尚未扣除解約費用之金額，要保人申領解約金時須自該保單帳

戶餘額中另扣除解約費用，並應揭露解約費用率。 
（五） 投資風險警語之揭露： 

１、 應於說明書封裡以顯著方式及字體刊印下列文字： 

（１）本商品所連結之一切投資標的，其發行或管理機構以往之投

資績效不保證未來之投資收益，除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處）不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

說明書。 

（２）連結具投資收益保證之投資標的者，另應刊印「○○○○（投

資標的名稱）須持有至到期日時，始可享有該投資標的發

行或保證機構所提供之保證，要保人如有中途轉出、贖回

或提前解約，均不在其保證範圍，要保人應承擔一切投資

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

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３）本說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匿或不實，應由本公司（處）

及負責人與其他在說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２、 應於說明書第一頁記載以下重要特性陳述： 

（１）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

露應遵循事項」辦理，可幫助您瞭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

切合您的需要。 

（２） 採約定定期繳費投資型保險商品應記載： 

Ａ、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若一旦早期解約，您可領回之

解約金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Ｂ、只有在您確定可進行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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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來其他一切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

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度。 

（３） 採彈性繳費投資型保險商品應記載： 

Ａ、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金額及投資報酬，

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約或已給付金額來

決定。 

Ｂ、若一旦早期解約，您可領回之解約金有可能小於已繳之

保險費。 

（４） 採躉繳繳費投資型保險商品應記載： 

Ａ、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金額及投資報酬，

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約或已給付金額來

決定。 

Ｂ、除解約金不可能小於已繳保險費者外，均應記載：「若一

旦早期解約，您可領回之解約金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

費」。 
（六） 費用之揭露： 

１、 費用應分項表列，並應包括要保人所有之應付費用，包括前

置費用、保單相關費用、投資相關費用、後置費用及其他費

用等。上述各種費用應以表列方式摘要列出計畫所收取之所

有費用，以便要保人得以迅速瞭解整個費用項目及內容〈詳

參附表一及附表二〉。如果費用得變動，應揭露費用變動依

據及費用上限。 
２、 第一保單年度前置費用達基本（或目標）保險費 50%以上

者，應舉例說明該費用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 
３、 費用改變之通知期限由保險公司（處）訂明，並至少應於三

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若屬對保戶有利之費用調降，則不在

此限。 
（七） 投資標的之揭露：應記載與保險計畫有關之各項投資標的基本資

料、配置比例、投資目標及其投資風險，項目如下： 
１、 如投資標的為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憑證或共同信託基金

受益證券者，應遵照證券主管機關或信託業法主管機關對於

基金揭露事項之規範，並至少應包含下列事項： 
（１） 擬投資之基金名稱，及其在保險計畫中所占之相對比

例，或要保人得自行指定或變更其配置比例之範圍。 
（２） 基金種類（股票型、債券型、平衡型、貨幣型、保本

型或組合型）及其投資目標。 
（３） 基金型態（開放式或封閉式）。 
（４） 基金投資國外地區者，應註明「投資海外」及其地理

分布。 
（５） 基金核准發行總面額及目前資產規模。 
（６） 基金經理人簡介。 
（７） 投資風險之揭露（例如：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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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易市場流動性不足之風險、外匯

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及其他投資風險等）。 
（８） 基金最近三年、二年及一年（或成立至今）之投資績

效與風險係數。 
（９）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信託業之名稱。 
（１０） 國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憑證，另應參照證券主管

機關針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理境外基金之投資推介

顧問業務所訂之「投資人須知編製範例」內容妥為揭

露。 
（１１） 其他說明事項。 

２、 如投資標的為指數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憑證（Exchange 
Traded Funds, ETFs）者，除參照前款規定辦理外，並應揭露其

追蹤標的指數及掛牌交易所名稱。 
３、 如投資標的為結構型債券（Structured Note）者，至少應包含下

列事項： 
（１） 擬投資之結構型債券名稱、評等，及其在保險計畫中所占

之相對比例，或要保人得自行指定或變更其配置比例之範

圍。 
（２） 發行機構（Issuer）、保證機構（Guarantor）名稱及其信用

評等；上述發行或保證機構未來如有遭評等機構調降信用

評等情事，並應主動將相關事實公告保戶週知。 
（３） 發行量（Issue Volume）。 
（４） 連動標的資產（Underlying Asset，例如：指數或個股名稱

等），及其相對權重。 
（５） 發行日（Issue Date）及到期日（Maturity Date）。 
（６） 觀察日（Observation Dates）。 
（７） 計價幣別（Currency）。 
（８） 滿期贖回公式（Cash Settlement Amount）（含最低保證報酬

率（Minimum Redemption Amount）及參與率（Participation 
Factor））及提前贖回之條件。 

（９） 次級市場或報價機構名稱。 
（１０） 投資風險之揭露（例如：信用風險、市場價格風險、

法律風險、匯兌風險等）。 
（１１） 發行機構或保證機構無法履行清償責任時之處理方

式。 
（１２） 其他說明事項。 

４、 如投資標的為金融債券或公司債者，至少應包含下列事項： 
（１） 擬投資之金融債券或公司債名稱、評等，及其在保險計畫

中所占之相對比例，或要保人得自行指定或變更其配置比

例之範圍。 
（２） 發行機構名稱及其信用評等；發行機構未來如有遭評等機

構調降信用評等情事，並應主動將相關事實公告保戶週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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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發行日（Issue Date）及到期日（Maturity Date）。 
（４） 債券面額（Face Value）。 
（５） 票面利率（Coupon Rate）。 
（６） 計價幣別（Currency）。 
（７） 次級市場或報價機構名稱。 
（８） 投資風險之揭露（例如：信用風險、市場價格風險、法律

風險、匯兌風險等）。 
（９） 發行機構無法履行清償責任時之處理方式。 
（１０） 其他說明事項。 

５、 如投資標的為公債、庫券、儲蓄券或銀行定期存款存單者，參照

金融債券應揭露項目辦理。 
６、 如投資標的為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或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

證券者，至少應包含下列事項： 
（１） 擬投資之受益證券名稱，及其在保險計畫中所占之相對比

例，或要保人得自行指定或變更其配置比例之範圍。 
（２） 信託契約存續期間。 
（３） 基金型態（封閉型或開放型）。 
（４） 受益證券發行總金額。 
（５） 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６） 受託機構、不動產管理機構及專業估價機構等參與者之名

稱、地址、信用評等及其義務與責任之說明。 
（７） 經營與管理人員簡介。 
（８） 運用基金之基本方針、範圍及投資策略或信託財產管理及

處分方法。 
（９） 收益分配項目、時間及給付方式。 
（１０） 為處理信託事務所為借入款項及費用負擔之相關事

項。 
（１１） 受益證券信用評等。 
（１２） 投資風險之揭露（例如：信用風險、市場價格風險、

法律風險、匯兌風險等）。 
（１３） 無法履行清償責任時之處理方式。 
（１４） 其他說明事項。 

７、 如投資標的為資產基礎證券者，至少應包含下列事項： 
（１） 擬投資之受益證券名稱，及其在保險計畫中所占之相對比

例，或要保人得自行指定或變更其配置比例之範圍。 
（２） 特殊目的信託契約之存續期間。 
（３） 受益證券發行總金額。 
（４） 創始機構之名稱、地址。 
（５） 受託機構及其他參與服務機構之名稱、地址、信用評等及

其義務與責任之說明。 
（６） 經營與管理人員簡介。 
（７） 信託財產之種類、名稱、數量、價額、平均收益率、期限

及信託時期。 
（８） 運用基金之基本方針、範圍及投資策略或信託財產管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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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方法。 
（９） 信託財產本金或其所生利益、孳息及其他收益分配之方法。 
（１０） 為處理特殊目的信託事務所為借入款項及費用負擔之

相關事項。 
（１１） 受益證券信用評等。 
（１２） 投資風險之揭露（例如：信用風險、市場價格風險、

法律風險、匯兌風險等）。 
（１３） 無法履行清償責任時之處理方式。 
（１４） 其他說明事項。 

８、 如投資標的為不動產抵押債權證券者，參照資產基礎證券應揭露

項目辦理。 
（八） 保單價值之通知： 

１、 保險公司（處）應依保險契約約定時間，主動以要保人選擇之方

式將保單帳戶價值等相關重要事項通知送達要保人，除要保書另

有約定外，每季應至少一次。 
２、 平時應提供保戶查詢之管道，其方式由公司（處）載明並揭露。 

（九） 要保人行使契約撤銷權之期限（應記載於說明書第一頁，係指自保

單送達之翌日起算十日內）。 
（十） 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例如：停效、復效之條件、保單借款利率之

決定方式、費用結構、投資標的轉換、保單分紅、解約費用等）及

其附件、附表。 
（十一） 本公司（處）及負責人簽章及其簽章之年月日。 

五、保險商品簡介應揭露事項： 
（一） 商品簡介應記載：「本商品所連結之一切投資標的，其發行或管理機

構以往之投資績效不保證未來之投資收益，除保險契約另有約定

外，本公司（處）不負投資盈虧之責」。 
（二） 商品簡介內容不得為誇大或虛偽之宣傳，應與商品核准之有關資料

相符，如有關保戶權益事項，應以明顯字體載明其影響，以免引起

誤解。 
（三） 前述記載內容並不得與說明書內容有所牴觸。 

六、要保書應揭露事項： 
（一） 應顯著標示有關契約撤銷權行使期限之規定及投資風險警語。 
（二） 應加列詢問事項：「保險業招攬人員是否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

提供保單條款、說明書供本人參閱」。 
（三） 保險公司（處）須告知保戶之重要事項〈例如：保單價值之計算、

投資風險、保單借款之條件、契約各項費用等〉應依商品特性以表

列方式敘明，表末並請要保人親筆簽名。 
七、解約金申請書應揭露提示要保人：「提前或部分解約將可能蒙受損失」等相

關文字及說明。 
八、保單價值定期報告應揭露事項： 

（一） 每季應揭露事項： 
１、 投資組合現況。 
２、 期初單位數及單位價值。 
３、 本期單位數異動情形〈含異動日期及異動當時之單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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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期末單位數及單位價值。 
５、 本期收受之保險費金額。 
６、 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銷售費用、管理費用、死亡費

用、附約保費）。 
７、 期末之死亡保險金額、淨現金解約價值。 
８、 期末之保單借款本息。 

（二） 每年應揭露事項：除應按前項所列項目揭露年度彙總資料外，應附

帶報告與保險計畫有關之各投資標的財務報表、淨投資報酬率、報

告日之投資明細、收費明細、投資目標或限制之改變及經理人異動

之詳情。 
（三） 揭露方式：應依保險契約約定或要保人所指定之方式，採書面或電

子郵遞方式辦理。 
九、其他應遵循事項： 

（一） 保險業及其招攬人員於銷售過程所扮演角色及責任之說明： 

１、 保險業招攬人員須經保險公司（處）授權使用其銷售

文件，保險公司（處）並須確認上述招攬人員所使用之銷售文件

不致誤導消費者。 

２、 投資型商品透過保險業招攬人員行銷時，保險公司

（處）須避免因此衍生不正確表述之情形。 

３、 保險招攬人員如為保險代理人或保險經紀人時，銷售

文件須將保險公司（處）與該招攬人員之角色關係做一簡要描

述，並表明商品係由保險公司（處）所發行。 
（二） 所有文件中有關警示、提示要保人注意之文字及說明，其字體大小

應至少與其他部分相同，並以鮮明字體印刷。 
（三） 保險招攬人員行銷過程如有提供保戶建議書等文書之需要，其等文

書內容〈含軟體〉應事先經商品所屬保險公司（處）核可（一份於

承保後附於要保書），並不得與保單條款、說明書及商品簡介內容牴

觸或誤導消費者，否則保險公司（處）應依法負責。建議書並應請

保戶詳閱後簽名確認已瞭解。 
（四） 保險經紀人、保險代理人、保險業務員均不得印發任何自製商品文

宣及廣告。 
（五） 應記載因應稅法修正之相關警語：「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

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金額」。 
（六） 投資型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金保障之範圍及條件，應於各式

銷售文件中顯著標明，俾使保戶充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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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保險公司（處）收取之相關費用表（單位：新台幣

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 費 標 準 及 費 用 上 限 

一、前置費用： 
（一）基本（或目標）保費費用 

第一年度：  

續年度：  

（二）額外投資保費費用 

第一年度：  

續年度：  

二、保險相關費用  

（一）保單管理費（註一）  

（二）保險成本（保險費用、保障成本）

（註二） 

 

三、投資相關費用 (以購買基金為例)（註三） 

（一）申購基金手續費  

（二）基金經理費  

（三）基金保管費  

（四）基金贖回費用  

（五）基金轉換費用  

（六）其他費用  

四、後置費用 

（一）解約費用  

（二）部分提領費用  

五、其他費用（詳列費用項目）  

註一：須說明如何收取，例如每月二百元或每年保單價值之○‧一％等。 
註二：不論是採用自然保費或平準保費，皆須註明每年的保險成本。例如採用自

然保費時，則需說明每年收取之保險成本原則上逐年增加（保險成本詳見

附件   ）。 
註三：如果投資標的非為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或海外共同基金時，請自行修改相關

項目後再填寫。若投資相關費用是由投資機構收取，則填寫「投資機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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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附表二：投資型年金保險商品保險公司（處）收取之相關費用表（單位：新台幣

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 費 標 準 及 費 用 上 限 

一、前置費用（或稱附加費用）  
二、保險相關費用 (例如保單管理

費、保險成本)（註一） 
 

三、投資相關費用 (以購買基金為例)（註二） 
（一）購買基金手續費  
（二）基金經理費  
（三）基金保管費  
（四）基金贖回費用  
（五）基金轉換費用  
（六）其他費用  
四、後置費用 
（一）解約費用  
（二）部分提領費用  
五、其他費用（詳列費用項目）  

註一：保險相關費用例如保單管理費、保險成本，填寫方法同投資型人壽保險商

品。若只有前置費用(或稱附加費用)，而無保險相關費用項目，則此項可

以不填。 
註二：如果投資標的非為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或海外共同基金時，請自行修改相關

項目後再填寫。若投資相關費用是由投資機構收取，則填寫「投資機構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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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關於人身保險新型產品資訊披露有關問題的通知 

 
中國保監會（保監發［2002］77 號）二 OO 二年七月十二日 
 

各保監辦，各壽險公司：  
為規範各壽險公司人身保險新型產品的資訊披露行為，現就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關於人身保險新型產品演示利率 

演示利率是公司人身保險新型產品對應資產的未來年投資收益率假設。 
保險公司應根據過去的經驗保守的確定人身保險新型產品演示利率。對於

分紅保險，暫定高、中、低三個演示利率分別不得高於 6%、5%、4%，現

金紅利累積年利率不得高於 3%；對於投資連結保險，暫定高、中、低三

個演示利率分別不得高於 7%、5%、3%，並在利益演示下，顯著位置用比

正文大一號的黑體字說明“該演示純粹是描述性的，不能理解為對未來的預

期，實際投資收益可能出現負值”。 
在利益演示中，不能出現任何演示利率等比例性指標。 

 
二、關於人身保險新型產品資訊披露材料備案 

（一）各公司向保監會備案產品資訊披露材料同時,上報資訊披露材料的磁

片文字檔案。 
（二）經中國保監會備案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說明書、保險利益測算書將

在保監會內部網上公佈，供各保監辦辦理備案手續時參照。對未經

中國保監會備案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說明書、保險利益測算書，保

監辦不予備案（對已經在保監辦備案的，應要求保險公司重新辦理

備案手續）。 
（三）保險公司精算責任人、法律責任人應切實按《人身保險新型產品資

訊披露管理暫行辦法》的要求履行職責，對沒有認真履行職責的，

我會將根據有關規定處理。 
 
三、關於人身保險新型產品資訊披露材料的使用 

（一）人身保險新型產品說明書、保險利益測算書應由保險公司總公司或

授權的分公司統一印製。 
（二）對於 2002 年 5 月 1 日後備案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保險公司應在營

業場所提供產品說明書，供消費者查閱。  
（三）各公司要切實加強產品資訊披露材料的管理工作，對人身保險新型

產品資訊披露材料進行認真清理，對不符合有關規定的在 2002 年 8
月 15 日前銷毀。未經中國保監會和保監辦備案的產品說明書、保險

利益測算書立即停止使用。對使用未經備案的資訊披露材料的，我

會將根據有關規定對公司及相關責任人進行處理。  
 
四、關於電話回訪和投訴 

（一） 保險公司應根據自身代理人的素質和管理情況，建立客戶回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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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回訪內容應包括：是否認真閱讀產品說明書和保單利益測算

書、是否正確理解保險責任、是否正確理解自身承擔的風險、是

否瞭解猶豫期內自己的權利、是否知道退保扣費情況等，確保消

費者正確瞭解自身權益和承擔風險等情況。對於客戶投訴較多，

處理不及時，市場反映強烈的保險公司分支機搆，保監辦可以要

求其就新簽發的人身保險新型產品的保單在猶豫期內對投保人

進行 100%的電話回訪。  
（二） 保險公司應認真處理客戶投訴，保險公司和分支機搆一把手應對客

戶投訴處理工作給予高度重視。對保監會或保監辦批轉的投訴材

料應積極處理，並在 1 個月內將處理情況向批轉機構報告。  
五、銷售投資連結保險產品的保險公司，必須建立投資連結保險

財務核保制度，並報保監會和保監辦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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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個人投資連結保險精算規定 

 
個人投資連結保險精算規定 

 
第一部分  適用範圍 

 
一、本規定適用於個人投資連結保險。 

 
第二部分  基本原則 

 
二、投資連結保險產品及投資帳戶均不得保證最低投資回報率。 
三、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風險保額應大於零。 
四、投資連結保險產品應當保證各項費用收取的最高水準。若不保證，應

在合同條款中約定變更收費水平的方法。 
 

第三部分  費用的收取 
 

五、投資連結保險產品僅可收取以下費用： 
（一）初始費用，即保險費進入個人投資帳戶之前所扣除的費用。 
（二）買入賣出差價，即投保人買入和賣出投資單位的價格之間的差價。 
（三）風險保險費，即保單風險保額的保障成本。風險保險費應當通過扣

除投資帳戶單位數的方式收取，其計算方法為風險保額乘以預定風險發生率的一

定百分比，該百分比不得大於 100％。其中,預定死亡率應當採用中國人壽保險業

經驗生命表所提供的資料。 
保險公司可以收取風險保險費附加費用，但應當通過扣除投資帳戶單位數

的方式收取，並不得超過風險保險費的 30%。 
（四）保單管理費，即為維持保險合同有效向投保人收取的服務管理費

用。該項費用在首年度與續年度可以不同。 
（五）資產管理費，按帳戶資產淨值的一定比例收取。該比例每年不得超

過 2%。 
（六）手續費，保險公司可在提供帳戶轉換等服務時收取，用以支付相關

的管理費用。 
（七） 退保費用，即在保單中途退保或部分領取時收取的費用，用以彌補

尚未攤銷的保單獲取成本。退保費用的收取不得高於投保人持有單

位價值或者部分領取部分對應的單位價值的以下比例，以下年份均

指保單年度： 
年度 比例 

第一年 10% 

第二年 8% 

第三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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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年 4% 

第五年 2% 

第六年及以後 0 
六、對於期交保費的投資連結保險，保險公司可以設定最低基本保費和最

高基本保費。 
一個保單年度的最低基本保費不得高於人民幣 3000 元，最高基本保費不

得高於人民幣 5000 元。投保人可以選定在最低基本保費和和最高基本保費之間

的任一金額為基本保費，保險公司不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投保人根據本條規定選擇

基本保費的權利。 
保費期交金額高於基本保費的部分，為額外保費。 
七、基本保費的初始費用和買入賣出差價之和，不得超過《人壽保險預定

附加費用率規定》規定的 20 年期死亡保險附加費用率的上限。 
額外保費的初始費用和買入賣出差價之和，不得超過 10%。 
八、躉交保費的初始費用和買入賣出差價之和，不得超過 10%。 
九、保險公司對同一投保人、同一被保險人銷售有多張投資連結保險保單

的，所有有效期交保單的基本保費之和不得高於投保人首次按照本規定選定的基

本保費。 
 

第四部分  投資帳戶評估與投資單位定價 
 

十、投資單位定價應當在各投保人之間保持公平，即在任何投資單位的交

易中，不參與交易的投保人其利益不受影響； 
十一、評估投資帳戶時，應包括投資帳戶內的所有資產及負債。當投資帳

戶有未實現資本利得時，應扣除未實現資本利得的營業稅。對於處於擴張階段的

投資帳戶，預提稅金應為預期稅金的折現值。對於處於收縮階段的投資帳戶，預

提稅金為不折現的預期稅金。 
十二、投資帳戶評估及投資單位的買入價和賣出價 

在評估投資帳戶價值時,必須首先確定投資帳戶處於擴張階段還是收

縮階段。從長期趨勢來看，投資單位的申購數量大於投資單位的贖回

數量時,該投資帳戶處於擴張階段；反之, 當投資單位的申購數量小於

投資單位的贖回數量時，該投資帳戶處於收縮階段。 
投資帳戶價值和投資單位的價格計算如下表所示: 

 
 處於擴展階段的帳戶 處於收縮階段的帳戶 

總資產 以帳戶資產買入價（即市場主體

賣出價）計算的所有投資資產的

價值,並加上假設在帳戶評估日

買入所有投資資產時將發生的

交易費用和稅金 
現金資產 

應收已賣出資產收入 
應收已公佈的紅利收入 

以帳戶資產賣出價（即市場主體

買入價）計算的所有投資資產的

價值,並減去假設在帳戶評估日

賣出所有投資資產時將發生的

交易費用和稅金 
現金資產 

應收已賣出資產收入 
應收已公佈的紅利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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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提利息收入 
其他資產 

預提利息收入 
其他資產 

總負債 應付已買入資產款項 
應付稅金 

應付資產管理費 
其他負債 

應付已買入資產款項 
應付稅金 

應付資產管理費 
其他負債 

帳戶價值（NAV） 帳戶價值= 總資產-總負債 帳戶價值= 總資產-總負債 

現存投資單位 N N 

投資單位價值 
（P） 

P = NAV / N P = NAV / N 
 

投資單位賣出價

（Pb ） 
 

Pb = P 

投資單位買入價

(P0 ) 
 

P0 = P ×(1+買賣差價) 

 
投資單位的買入價和賣出價是對投保人而言，其中買入價是客戶保費

進入投資帳戶的那部分資金折算為投資單位時所用的價格。賣出價是

客戶因部分領取,退保或滿期給付等原因退出投資帳戶時,將投資帳戶

中的投資單位兌現為現金時所使用的價格。 
保險公司應以合理的人民幣貨幣單位表示投資單位的買入價和賣出

價。最小單位應至少保留人民幣元小數點後四位。處於擴張階段的帳

戶，其單位價格應向上舍入；處於收縮階段的帳戶，其單位價格應向

下舍入。 
保險公司採用帳戶資產買入價或者賣出價作為基礎評估投資帳戶價值

確有困難的，經保監會批准，也可以採用其他合理的市場價格作為評

估的基礎。 
十三、保險公司應至少每週對投資帳戶中的資產價值評估一次。對投保人

買入賣出投資單位的要求，保險公司應使用下一個資產評估日的單位價格，否

則，需報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保監會＂）批准。 
十四、對於每個投資帳戶，投資帳戶資產價值不得低於該投資帳戶所對應

的單位準備金金額。當投資帳戶資產價值高於對應的單位準備金金額時，其超出

部分不得高於投資帳戶資產價值的 2％和人民幣 500 萬元中的大者。 
 

第五部分  責任準備金 
 

十五、責任準備金可由單位準備金及非單位準備金兩部分構成。 
（一）單位準備金等於準備金評估日的個人投資帳戶價值。個人投資

帳戶價值使用投資單位賣出價計算。 
（二）為確保將來對個人投資帳戶之外的理賠、營業費用等支出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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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支付能力，公司精算責任人應遵循一般被普遍認可的精算原則決

定是否提取非單位準備金及其提取方法。 
提取方法可以參照下述現金流折現的方式計算非單位準備金，具體步

驟如下： 
1、預期在將來的每個時間段內，個人投資帳戶以外的現金流； 
2、若預期的淨現金流在將來的某些時間點為負值，則從最遠的負值點

（n）往回，按如下遞推公式計算： 
)(11 nnn CFPVV −− −= 。 

))()(,0max( 11 +−−+−−− −= tntntntntn CFPVVPVV  
其中： 

（1） tV 為 t 時刻的責任準備金,t=0,1…,n-1 

（2） tCF 為[t-1,t]時間段內的淨現金流,t=1,2…,n 

（3） )(tPV 為相應項目在 t 時刻的精算現值。 
在上述現金流折現的方法中，選取精算假設時應遵循普遍認可的精算

原則，其中折現使用的利率應以保險公司預計回報率為基礎，但不得

高於 5％。 
十六、責任準備金的其他要求 

（一）責任準備金應逐單進行計算。但是，若保險公司精算責任人認

為將具有相似特徵的保單分組進行計算的結果與逐單計算的結果無實

質性差別，經保監會批准後，也可採用分組方法計算。 
（三） 責任準備金不得低於責任準備金評估日的保單現金價值。 
 



92 

 

【附錄六】銀行、保險公司、保險代理人或保險經紀人合作推廣或共

同行銷契約書範本 

行政院金管會 94 年 11 月 11 日金管保三字第 09400145170 號函准備查

第八條 費用及佣金支付 

對於甲、丙方所招攬並經乙方承保之保險契約，乙方應依佣金率表支付甲方佣

金，其計算及支付方式另以書面約定。甲、丙方間報酬計算方式則由其另行訂

定，丙方不得直接向乙方請求招攬報酬。 

同一被保險人已生效之保險契約（含附約），如有無效、解約、減少保險金額、

減額繳清、展期、或契約撤銷等情事，且在上開情事發生後六個月內重新投保

者，甲方概不得支領初年度佣金，惟增加保費之部分，乙方仍依約定計算佣金。

（本項係選擇性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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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人壽保險業保險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自律規範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6 年 3月 19 日 
金管保三字第 09500222200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規範各壽險公司辦理保險契

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相關作業，以維護保戶合理權益，特訂定本自律規範。 
第二條 
    本自律規範所稱契約轉換，指要保人以現有保險契約，申請轉換為同一人壽

保險公司之其他保險契約。 
    本自律規範所稱繳費年期變更，指要保人以現有保險契約，申請變更為同一人

壽保險公司不同繳費年期之相同保險契約。 

第三條 

    各壽險公司應訂定保險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辦法，以作為保險契約轉

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作業之準據。 

前項辦法至少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申請時間及應檢附之文件。 

 二、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之條件及限制，惟不得牴觸保險契約條款之約

定。 

三、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時，如已有保單借款或保險費自動墊繳情形之

處理方式。 

四、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契約之投保始期及保險年齡之計算方式。 

五、保險契約經壽險公司同意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有關原契約及轉

換或變更後契約之權利義務。 

六、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不成立之情形，及其效果。 

七、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退補差額之計算方法。  

八、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要保人得否予以撤銷，及可撤銷時之權利行

使期間。 

第四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作業時，應遵守下列原則： 

一、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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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得主動或以不當行銷方式勸誘要保人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 

三、傳統型保險契約間互相轉換之年齡計算，除定期保險或其他對保戶較為有利

之情形外，應以原投保年齡為準。 

四、傳統型保險契約轉換為投資型保險契約，自原傳統保險契約轉出之金額，各

壽險公司不得洽要保人收取任何費用並不得就該金額發給業務員佣酬。 

傳統型保險契約間之轉換，各壽險公司亦不得發給業務員額外佣酬或其他

利益。 

五、傳統型保險契約轉換為投資型保險契約時，應給予要保人合理之契約撤銷權

行使期間（不得低於十天）。但要保人能證明保險業務員有未遵守相關法令

或各該壽險公司相關作業規定之不當行銷行為者，要保人得於轉換後○年

內（不得低於三年），撤銷轉換回復為原契約。 

六、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有違反保險法第六十四條告知義務規定

之情事者，有關原保險金額部分行使解除權之除斥期間，仍依原保險契約

之規定辦理。 

七、對於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所產生之申訴案件，應基於公平合理及兼

顧要保人權益之原則妥為處理。 

第五條 

    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之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應經要保人親自

簽署同意。 

    要保人如係申請傳統型保險契約轉換為投資型保險契約或傳統型保險契約間

之轉換或繳費年期之變更時，壽險公司應同時製作契約轉換前後之利益比較表

（利益比較表參考範例如附表）及相關權益說明書供要保人參考。 

第六條 

    各壽險公司如以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方式作為商品銷售之行銷方法，

且要保人因此同意投保時，則該保險契約之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應依投保當

時之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辦法辦理。 

    前項辦法如有修正，除已於事前通知要保人並經其簽署同意者外，要保人仍

得要求依投保當時之辦法辦理，但修正後之辦法有利於要保人者，不在此限。 

第七條 

    要保人對於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有疑義時，各壽險公司應主動予以說明。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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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壽險公司之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辦法，應依人身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

管理辦法相關規定予以揭露。 

第九條 

    各壽險公司應督促作業部門確實遵守本自律規範之相關規定，稽核部門並應

將辦理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執行情形列為年度查核重點項目。 

第十條 

    各壽險公司違反本自律規範，得經本會理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書面糾

正，或處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款，並呈報主管機關。 

    本會未依前項規定申報或處理者，主管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 

第十一條 

    本自律規範經本會理監事會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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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訂定「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

低比率規範」 

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率規範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11 日  

發文字號：金管保二字第 09602521571 號  

訂定「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率規範」，並自中

華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一日生效。  

附「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率規範」一份。 

           

一、為維持投資型保險商品最低之保險保障比重，藉以提高國人保險保障，並促

進國內投資型保險市場良性發展，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本規範生效日後所簽訂之投資型人壽保險契約。 

（二）本規範生效日後申請將其他保險契約轉換為投資型人壽保險契約者。 

三、本規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死亡給付：指投資型人壽保險契約約定之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金額。 

（二）保單帳戶價值：指投資型人壽保險契約所有連結投資標的之價值總

和，加計當時之預定投資保費金額。預定投資保費金額係指保險人已

將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扣除前置費用，但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的之金

額。 

（三）比率：指死亡給付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值。 

（四）到達年齡：指依被保險人之原始投保年齡，加上當時保單年度數，再

減去一後所計得之年齡。 

四、投資型人壽保險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比率，應於要保人投保及每次繳

交保險費時符合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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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險人之到達年齡在四十歲以下者，其比率不得低於百分之一百三

十。 

（二）被保險人之到達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其比率不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十五。 

（三）被保險人之到達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者，其比率不得低於百分之一百

零一。 

五、前條比率，於要保人投保及每次繳交保險費時重新計算各契約應符合之最低

比率，並依下列繳費別判定： 

（一）定期定額繳費保件：於保險人列印保險費繳費通知單時重新計算，其

含當次繳費後之比率，不得低於當時各該契約應符合之最低比率。 

（二）彈性繳費保件：於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費時重新計算，其含當次繳費

後之比率，不得低於當時各該契約應符合之最低比率。 

六、保險人應將投資型人壽保險契約不符合最低比率時之保險費繳交限制及處理

方式約定於契約條款，並應於招攬時妥為向要保人解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