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壽雙盈雙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ANV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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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契約在費率計算時，給付成本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被保險人身故或致成本契約附表一所列
完全失能程度之一，依本契約約定而契約終止時，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本商品經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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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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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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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106.08.04 中壽商一字第 10608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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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特色
● 分期繳費能減輕您的保費負擔，讓您輕鬆投保、終身有保障。
● 宣告利率機制靈活反應市場利率，每年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回饋保戶，穩健累積財富，
同時滿足您人身保障及儲蓄需求。
●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自由選，滿足不同資金運用需求。
● 額外提供海外意外身故及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障。

承保範圍
1、「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身故時下列二者之較大者給付「身故保險
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保單價值準備金」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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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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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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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依保單條款約定辦理。
2、「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診斷確定致成完全失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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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僅按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下列二者之較大者
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不再給付保單條款第十四條其他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保單價值準備金」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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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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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應按「保險金額」之二十倍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4、「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或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八十一歲之保單
週年日起，無「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海外停留保障期間內，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的海外意
外傷害事故，自海外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身故者，本公司除給付「身
故保險金」外，另按身故當時之「保險金額」之一倍給付「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本契
約效力即行終止。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身故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身故與該海外意
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
「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約定辦理。
5、「 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或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八十一歲之保單
週年日起，無「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海外停留保障期間內，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的海外交
通運輸意外傷害事故，自海外交通運輸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身故者，
本公司除給付「身故保險金」及「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外，另按身故當時之「保險金額」
之二倍給付「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超過一百八十日
身故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身故與該海外交通運輸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
者，不在此限。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
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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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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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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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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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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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4】繳費期間：
係指保險單上所記載的繳費年限。
【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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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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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7】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係指被保險人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時之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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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四捨五入)。
【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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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9】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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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本公司將改以下列方式處理，不適用前述「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
險金」之約定：
一、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未滿十五足歲身故：本公司將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
計利息）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二、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身故：本公司將按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
息）給付「身故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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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改按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
力即行終止，不適用前述「完全失能保險金」之約定。
前述所繳保險費，除保單條款第二十七條另有約定外，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
額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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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加計利息，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以百分之一點七五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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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給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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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
「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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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0】海外停留保障期間：
係指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自被保險人每次經中華民國管理入出境之政府單位查
驗證照離境後，至同一單位查驗證照入境止之期間；每次「海外停留保障期間」
最高日數以出境日起算十五日為限。
【註11】海外意外傷害事故：
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海外停留保障期間內，發生之意外傷害事
故。
【註12】大眾運輸工具：
係指領有政府合法營業執（牌）照，向不特定人開放而非由乘客承租且以大眾
運輸為目的，其營運時間及路線須經相關政府機關核可之交通工具。
【註13】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
係指在水路、陸路或航空運行之大眾運輸工具。
【註14】乘客：
係指搭乘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之人，但不包括駕駛該大眾運輸工具之駕駛員或
服務於該大眾運輸工具之人員。
【註15】搭乘：
係指自被保險人以乘客身分進入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至完全離開為止之間的
行為。
【註16】海外交通運輸意外傷害事故：
係指被保險人在搭乘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時發生之海外意外傷害事故。

投保規則
1、繳費期間：四年期。
2、繳費方法：分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等四種。
3、保險期間：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止）。

預定附加費用率
本商品
6.53% ~ 7.54%

代表年齡
5歲

35 歲

65 歲

6.53% ~ 6.55%

6.54%

6.8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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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責任(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及「完全失能
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
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失能。
保單條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四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本公司按保
單條款第十四條的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因保單條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
「完
全失能保險金」者，本契約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依照約定給付保單價值準備金予
應得之人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因保單條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原因致死者，本公司依保單條款
第十四條約定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除外責任(二)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身故時，本公司不負給付「海外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
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非以乘客身分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客機者。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保單紅利之計算及相關說明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與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計算及相關說明
1、增值回饋分享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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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五）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
金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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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百分之一點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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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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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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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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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六保單年度期間，要保人得選擇抵繳應繳保險費或以繳清保險
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1）抵繳應繳保險費。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二十七條約定向本公司申請辦理
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則本公司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辦理。
（2）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本公司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之每一保單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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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辦理。
（二）第七保單年度起，要保人得依前款第二目或本款所列方式擇一給付︰
（1）現金給付︰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本公司應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本契約
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該保單年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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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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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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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主動一併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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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儲存生息︰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各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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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主動一併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本公司於給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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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意外身故
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海外交通運輸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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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第八項、第十條之約定終止或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
時，則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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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條約定向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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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儲存生息方式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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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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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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
司應退還或給付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儲存生息方式累計之增值
回饋分享金。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每一保單週年日前後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本公司變更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一項給付方式或給付週期。前述變更以該保單週
年日為生效日，本公司依變更後之方式及週期給付其後之增值回饋分享金。要保人
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限
期選擇，逾期不選擇者，增值回饋分享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辦理。
本公司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應將增值回饋分享金之金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依保單條款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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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利率：
係指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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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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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保單週月日：
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起每隔一月的相當日期，如該月無相當日期，則以該月最
後一日為保單週月日。
【註3】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
係指依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當時之保險金額，計算該保單年度期末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值。
《範例說明》以35歲男性投保本商品4年期，保額10萬元為例，其各年度累計增加保險金額詳
下表：
（假設各年度宣告利率均為2.88%，且前十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
係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保單年度(末)
1
2
3
4
5
10

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
宣告利率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預估值）

2.88%
2.88%
2.88%
2.88%
2.88%
2.88%

223
756
1,597
2,745
3,906
9,910

※上表「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假設宣告利率2.88%且未來各年度宣告利率均不變之情形下
所計算得出，並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其數值僅供參考，不
代表未來實際數值；實際宣告利率依本公司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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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價值準備金暨解約金計算公式及其金額列表
t

CVx t Vx n Kt

其中，
x=
t=
n=
CVx=
t
V=
t x

投保年齡
保單年度
繳費年期
解約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

nKt 詳下表：
保單年度末(t)
繳費期間(n)

四年期

1

2

3

4

5

6

7+

75%

75%

75%

99%

99%

99%

100%

以 35 歲男性，4 年期繳費為例（單位：元/每萬元保額）
保單年度(末)

保單價值準備金

解約金

1

10,923

8,192

2

26,476

19,857

3

42,300

31,725

4

58,404

57,820

5

59,421

58,827

6

60,457

59,852

7

61,515

61,515

8

62,591

62,591

9

63,686

63,686

10

64,799

64,799

15

70,669

70,669

20

77,069

77,069

30

91,663

91,663

40

109,022

109,022

50
60
70

129,668
154,224
183,413

129,668
154,224
183,413

【註】上表各項金額不包含「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相關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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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額繳清保險及展期定期保險
【減額繳清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數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
，其基本保險金額如保險單。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
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
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計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回
饋分享金後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保單條款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情形，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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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則本公司改以「躉繳保
險費(並加計利息)」給付，給付對象適用保單條款第十四條及第三十二條。
前述所稱「躉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係指以辦理「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借款本息或墊繳保
險費本息及本公司所收取之營業費用後的淨額為基礎，加計百分之一點七五年利率，依據年
複利方式自辦理減額繳清保險生效日起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利息。
前述營業費用以辦理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展期定期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且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
（含）以後，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數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
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
，其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之「保險金額」扣除保險
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保險單，
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數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
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本契約繳費期間屆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保險單。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後，本公司僅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計算之保險金
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及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繳清生存保險」給付該保險金額，並無其他給付項目且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一條
約定。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加計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回饋分享金後扣除欠繳保險
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前述營業費用以辦理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ANVIPL】-9/10-

成本分析
保戶於各保單年度解約金總領取金額與所繳保費間之關係：
CVm   End t (1  i) mt

 GPt (1  i) mt 1

m=1,2,3,4,5,10,15,20

【說明】：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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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08%）
CVm＝第 m 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Endt = 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GPt ＝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以男女性 4 年期為範例
性別
年齡

5
54%
65%
69%
94%
95%
99%
102%
106%

1
2
3
4
5
10
15
20

保單
年度

男性
35
54%
65%
69%
94%
95%
99%
102%
106%

65
51%
64%
68%
93%
94%
98%
101%
105%

5
54%
65%
69%
94%
95%
99%
102%
106%

女性
35
54%
65%
69%
94%
95%
99%
102%
106%

65
52%
64%
69%
94%
94%
98%
102%
105%

退費範例
以0歲男性，起保日106/08/04為例：
【假設】轉帳費率調整：1%，年繳表訂保險費：1,000 元，實繳保險費：990 元
保單年度

保單週年日

累積實繳保險費

1
2
3
4

107/08/04
108/08/04
109/08/04
110/08/04

990 元
1,980 元
2,970 元
3,960 元

【註】依條款約定，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 16 歲之保單週年日
前身故者，按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給付。計算利息所使用之利率依各
商品有所不同。詳細內容請參照商品之保單條款。前述所繳保險費，係以保
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
《範例說明》假設起保日為 106/08/04，則退還所繳保費（並加計利息）計算如下：（計息所
使用之利率：1.75%）

 (1  1.75%) 4  1

 (1  1.75%) ＝4,178 元
身故日 110/08/04：1,000× 
1.75%



※※

本網頁內容僅供商品說明，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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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