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UL商品

15 35 65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100萬(不含)以下：4.5%

100萬~500萬(不含)：4%

500萬(含)以上：3%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100萬(不含)以下：4.5%

100萬~500萬(不含)：4%

500萬(含)以上：3%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100萬(不含)以下：4.5%

100萬~500萬(不含)：4%

500萬(含)以上：3%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100萬(不含)以下：4.5%

100萬~500萬(不含)：4%

500萬(含)以上：3%

15 35 60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第1~15保險費年度：3.5%

第16保險費年度及以後：0%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第1~15保險費年度：3.5%

第16保險費年度及以後：0%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第1~15保險費年度：3.5%

第16保險費年度及以後：0%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5﹪

第4年：20﹪

第5年：1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

第1~15保險費年度：3.5%

第16保險費年度及以後：0%

15 35 65

目標保險費：

依保單條款約定的投保件數不同分別如

下:

投保1件：     投保2件：       投保3件以上

                                                  或為員工專

                                                  案件：

第1年：60﹪ 第1年：54﹪ 第1年：48﹪

第2年：40﹪ 第2年：36﹪ 第2年：32﹪

第3年：20﹪ 第3年：18﹪ 第3年：16﹪

第4年：20﹪ 第4年：18﹪ 第4年：16﹪

第5年：10﹪ 第5年：  9﹪ 第5年：  8﹪

第6年：  0﹪ 第6年：   0﹪ 第6年：  0﹪

目標保險費：

依保單條款約定的投保件數不同分別如

下:

投保1件：     投保2件：       投保3件以上

                                                  或為員工專

                                                  案件：

第1年：60﹪ 第1年：54﹪ 第1年：48﹪

第2年：40﹪ 第2年：36﹪ 第2年：32﹪

第3年：20﹪ 第3年：18﹪ 第3年：16﹪

第4年：20﹪ 第4年：18﹪ 第4年：16﹪

第5年：10﹪ 第5年：  9﹪ 第5年：  8﹪

第6年：  0﹪ 第6年：   0﹪ 第6年：  0﹪

目標保險費：

依保單條款約定的投保件數不同分別如

下:

投保1件：     投保2件：       投保3件以上

                                                  或為員工專

                                                  案件：

第1年：60﹪ 第1年：54﹪ 第1年：48﹪

第2年：40﹪ 第2年：36﹪ 第2年：32﹪

第3年：20﹪ 第3年：18﹪ 第3年：16﹪

第4年：20﹪ 第4年：18﹪ 第4年：16﹪

第5年：10﹪ 第5年：  9﹪ 第5年：  8﹪

第6年：  0﹪ 第6年：   0﹪ 第6年：  0﹪

目標保險費：

依保單條款約定的投保件數不同分別如

下:

投保1件：     投保2件：       投保3件以上

                                                  或為員工專

                                                  案件：

第1年：60﹪ 第1年：54﹪ 第1年：48﹪

第2年：40﹪ 第2年：36﹪ 第2年：32﹪

第3年：20﹪ 第3年：18﹪ 第3年：16﹪

第4年：20﹪ 第4年：18﹪ 第4年：16﹪

第5年：10﹪ 第5年：  9﹪ 第5年：  8﹪

第6年：  0﹪ 第6年：   0﹪ 第6年：  0﹪

15 35 60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0﹪

第4年：20﹪

第5年：2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3.5%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0﹪

第4年：20﹪

第5年：2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3.5%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0﹪

第4年：20﹪

第5年：2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3.5%

目標保險費：

第1年：55﹪

第2年：35﹪

第3年：20﹪

第4年：20﹪

第5年：20﹪

第6年： 0 ﹪

超額保險費：3.5%

◎VL商品

15 35 65

30萬(含)～未滿200萬：5%

200萬(含)以上：4.75%

30萬(含)～未滿200萬：5%

200萬(含)以上：4.75%

30萬(含)～未滿200萬：5%

200萬(含)以上：4.75%

30萬(含)～未滿200萬：5%

200萬(含)以上：4.75%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30萬(含)~50萬：2.5%

50萬(含)~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30萬(含)~50萬：2.5%

50萬(含)~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30萬(含)~50萬：2.5%

50萬(含)~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30萬(含)~50萬：2.5%

50萬(含)~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15 35 65

新臺幣15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5%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75%

新臺幣15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5%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75%

新臺幣15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5%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75%

新臺幣15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5%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75%

15 35 65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15 35 65
有效契約客戶:2.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3%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2.8%

有效契約客戶:2.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3%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2.8%

有效契約客戶:2.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3%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2.8%

有效契約客戶:2.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3%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2.8%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

15,000澳幣(含)~未滿40,000澳幣：保單

帳戶價值×0.35%

40,000澳幣(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3%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

15,000澳幣(含)~未滿40,000澳幣：保單

帳戶價值×0.35%

40,000澳幣(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3%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

15,000澳幣(含)~未滿40,000澳幣：保單

帳戶價值×0.35%

40,000澳幣(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3%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

15,000澳幣(含)~未滿40,000澳幣：保單

帳戶價值×0.35%

40,000澳幣(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3%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闔家愛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簡單愛變額萬能壽險

項目：預定附加費用率(投資型商品)

維護單位：投資型商品部
維護日期：民國111年03月03日

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9條第12款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卓越理財變額萬能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更新週期：不定期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享倍愛變額萬能壽險

國泰人壽真樂享人生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國泰人壽真富利多鑫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真金采絕倫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富利雙享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月月有利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月月澳利外幣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15 35 65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15 35 65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2%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0%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2%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0%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2%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0%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2%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4.0%

15 35 65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15,000美元(含)~未滿66,500美元：4.2%

66,500美元(含)以上者：4.0%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15,000美元(含)~未滿66,500美元：4.2%

66,500美元(含)以上者：4.0%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15,000美元(含)~未滿66,500美元：4.2%

66,500美元(含)以上者：4.0%

有效契約客戶:4.0%

非有效契約客戶:

15,000美元(含)~未滿66,500美元：4.2%

66,500美元(含)以上者：4.0%

15 35 45
第一次保險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

新臺幣6萬元(含)~未滿新臺幣30萬元

者:2.2%

新臺幣30萬元(含)以上者:2.0%

續期保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2.2%

第一次保險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

新臺幣6萬元(含)~未滿新臺幣30萬元

者:2.2%

新臺幣30萬元(含)以上者:2.0%

續期保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2.2%

第一次保險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

新臺幣6萬元(含)~未滿新臺幣30萬元

者:2.2%

新臺幣30萬元(含)以上者:2.0%

續期保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2.2%

第一次保險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

新臺幣6萬元(含)~未滿新臺幣30萬元

者:2.2%

新臺幣30萬元(含)以上者:2.0%

續期保費：

Hen 罩系列客戶:2.0%

非Hen 罩系列客戶:2.2%

15 35 65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15 35 65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20 35 59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保單帳戶價值×0.88%除以12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保單帳戶價值×0.88%除以12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保單帳戶價值×0.88%除以12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保單帳戶價值×0.88%除以12

15 35 65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15 35 65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500萬：保單帳戶價值×0.1%

保險費500萬(含)~1,000萬：保單帳戶價

值×0.09%

保險費1,000萬(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500萬：保單帳戶價值×0.1%

保險費500萬(含)~1,000萬：保單帳戶價

值×0.09%

保險費1,000萬(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500萬：保單帳戶價值×0.1%

保險費500萬(含)~1,000萬：保單帳戶價

值×0.09%

保險費1,000萬(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500萬：保單帳戶價值×0.1%

保險費500萬(含)~1,000萬：保單帳戶價

值×0.09%

保險費1,000萬(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15萬美元：保單帳戶價值×

0.1%

保險費15萬美元(含)~30萬美元：保單帳

戶價值×0.09%

保險費30萬美元(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15萬美元：保單帳戶價值×

0.1%

保險費15萬美元(含)~30萬美元：保單帳

戶價值×0.09%

保險費30萬美元(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15萬美元：保單帳戶價值×

0.1%

保險費15萬美元(含)~30萬美元：保單帳

戶價值×0.09%

保險費30萬美元(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

保險費未滿15萬美元：保單帳戶價值×

0.1%

保險費15萬美元(含)~30萬美元：保單帳

戶價值×0.09%

保險費30萬美元(含)以上：保單帳戶價值

×0.08%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 Hen 享好野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鑫利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豐沛變額萬能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穩利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穩利外幣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月享豐沛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月月有鑫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真樂享人生外幣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月月享福外幣變額壽險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得益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得益外幣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加鑫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加鑫外幣變額壽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險名

國泰人壽真月月享福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iSmart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真月月康利變額壽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VA商品

15 35 65

不收取 不收取 不收取 不收取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4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5~年：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30萬(含)~未達50萬：2.5%

50萬(含)~未達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30萬(含)~未達50萬：2.5%

50萬(含)~未達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30萬(含)~未達50萬：2.5%

50萬(含)~未達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30萬(含)~未達50萬：2.5%

50萬(含)~未達500萬：2%

500萬(含)以上：1.8%

15 35 65

未達2萬美元：2.5%

2萬(含)美元~15萬美元：2%

15萬(含)美元以上：1.8%

未達2萬美元：2.5%

2萬(含)美元~15萬美元：2%

15萬(含)美元以上：1.8%

未達2萬美元：2.5%

2萬(含)美元~15萬美元：2%

15萬(含)美元以上：1.8%

未達2萬美元：2.5%

2萬(含)美元~15萬美元：2%

15萬(含)美元以上：1.8%

15 35 65

未達15萬美元(不含):4%

15萬美元(含)以上者:3.8%

未達15萬美元(不含):4%

15萬美元(含)以上者:3.8%

未達15萬美元(不含):4%

15萬美元(含)以上者:3.8%

未達15萬美元(不含):4%

15萬美元(含)以上者:3.8%

15 35 65

未達新臺幣500萬元者:4.75%

新臺幣500萬元(含)以上者:4.5%

未達新臺幣500萬元者:4.75%

新臺幣500萬元(含)以上者:4.5%

未達新臺幣500萬元者:4.75%

新臺幣500萬元(含)以上者:4.5%

未達新臺幣500萬元者:4.75%

新臺幣500萬元(含)以上者:4.5%

15 35 65

未達澳幣15萬元者:4%

澳幣15萬元(含)以上者:3.8%

未達澳幣15萬元者:4%

澳幣15萬元(含)以上者:3.8%

未達澳幣15萬元者:4%

澳幣15萬元(含)以上者:3.8%

未達澳幣15萬元者:4%

澳幣15萬元(含)以上者:3.8%

15 35 65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50萬元

者:0.5%

新臺幣5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100萬元

者:0.3%

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者:0%

15 35 65

未達15萬美元者:4.75%

15萬美元(含)以上者:4.5%

未達15萬美元者:4.75%

15萬美元(含)以上者:4.5%

未達15萬美元者:4.75%

15萬美元(含)以上者:4.5%

未達15萬美元者:4.75%

15萬美元(含)以上者:4.5%

15 35 65
收付幣別為美元：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澳幣：

1.2萬澳幣(含)~未滿2萬澳幣者:0.5%

2萬澳幣(含)~未滿4萬澳幣者:0.3%

4萬澳幣(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美元：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澳幣：

1.2萬澳幣(含)~未滿2萬澳幣者:0.5%

2萬澳幣(含)~未滿4萬澳幣者:0.3%

4萬澳幣(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美元：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澳幣：

1.2萬澳幣(含)~未滿2萬澳幣者:0.5%

2萬澳幣(含)~未滿4萬澳幣者:0.3%

4萬澳幣(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美元：

1萬美元(含)~未滿2萬美元者:0.5%

2萬美元(含)~未滿3萬美元者:0.3%

3萬美元(含)以上者:0%

收付幣別為澳幣：

1.2萬澳幣(含)~未滿2萬澳幣者:0.5%

2萬澳幣(含)~未滿4萬澳幣者:0.3%

4萬澳幣(含)以上者:0%

15 35 65

未達人民幣90萬元：4%

人民幣90萬元(含)以上：3.8%

未達人民幣90萬元：4%

人民幣90萬元(含)以上：3.8%

未達人民幣90萬元：4%

人民幣90萬元(含)以上：3.8%

未達人民幣90萬元：4%

人民幣90萬元(含)以上：3.8%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樂享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國泰人壽新金還鑽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新澳利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樂享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新月月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國泰人壽新集富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新月月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新富利雙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3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未達50萬:5%

50萬(含)~未達500萬:4%

500萬(含)~未達1000萬元:3%

1000萬元(含)以上或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

條件者:2%

未達50萬:5%

50萬(含)~未達500萬:4%

500萬(含)~未達1000萬元:3%

1000萬元(含)以上或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

條件者:2%

未達50萬:5%

50萬(含)~未達500萬:4%

500萬(含)~未達1000萬元:3%

1000萬元(含)以上或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

條件者:2%

未達50萬:5%

50萬(含)~未達500萬:4%

500萬(含)~未達1000萬元:3%

1000萬元(含)以上或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

條件者:2%

15 35 65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有效契約客戶:3.8%

非有效契約客戶:

新臺幣30萬元(含)~未滿新臺幣200萬元

者:4.0%

新臺幣200萬元(含)以上者:3.8%

15 35 65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50萬(含)~未達200萬:2.8%

200萬(含)以上:2.6%

15 35 65

15,000美元(含)~未達66,500美元：2.8%

66,500美元(含)以上：2.6%

15,000美元(含)~未達66,500美元：2.8%

66,500美元(含)以上：2.6%

15,000美元(含)~未達66,500美元：2.8%

66,500美元(含)以上：2.6%

15,000美元(含)~未達66,500美元：2.8%

66,500美元(含)以上：2.6%

15 35 65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30萬元(含)~150萬元者:3%

150萬元(含)~300萬元者:2.85%

300萬元(含)~1,000萬元者:2.7%

1,000萬元(含)以上者:2.6%

15 35 65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萬美元(含)~5萬美元者:3%

5萬美元(含)~10萬美元者:2.85%

10萬美元(含)~33萬美元者:2.7%

33萬美元(含)以上者:2.6%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083%

第2~4年：保單帳戶價值×0.042%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4%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樂退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月月康利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得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月月康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有鑫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添利飛揚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月月得益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月享加鑫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加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月月有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月享鑫利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添利飛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2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4年：保單帳戶價值×0.08%

第5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20 35 50

1% 1% 1% 1%

◎附保證給付商品

45 5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45 5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2%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

第3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15 35 65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用率適用0%。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用率適用0%。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用率適用0%。

1%

註:符合本公司所定資格條件者，保費費

用率適用0%。

35 50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35 50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15 35 65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每月由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第1年：保單帳戶價值×0.15%

第2年：保單帳戶價值×0.10%

第3年：保單帳戶價值×0.05%

第4年及之後：保單帳戶價值×0%

◎結構型商品、普通公司債、保本型基金

15 35 65

5.0% 5.0% 5.0% 5.0%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豐沛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飛Young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飛Young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iFund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國泰人壽新世界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國泰人壽月享豐沛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真飛揚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國泰人壽鑫飛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Young飛揚變額年金保險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真Young飛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鑫飛揚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飛揚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一年期附約

20 35 65

0% 0% 0% 0%

◎附加條款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批註條款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變額萬能壽險附加永安保險費豁免健康保險附約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成長收益型）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險名

國泰人壽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加值給付附加條款

國泰人壽真月月康利變額壽險Walker附加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險名

國泰人壽澳利富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委託施羅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成長累積型）

國泰人壽母子基金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險名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一)

國泰人壽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給付及部分提領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富利多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新永安保險費豁免健康保險附約 (投資型保險商品專屬)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金還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結構型商品暨投資型外幣保險單借款批註條款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意外生活照護保險金傷害失能保險附加條款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評價日暨創世紀變額萬能壽險批註條款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享樂88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樂享人生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富利雙享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金采絕倫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20 35 59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20 35 50

0% 0% 0% 0%

15 35 65

0% 0% 0% 0%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十四）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iFund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十三）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樂悠樂利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十二）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iSmart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七）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十一）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八）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六）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月康利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險名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新卓越理財雙平台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五）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四）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二）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九）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新增貨幣型基金暨加值給付計算方式異動批註條款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險名
附加費用率(代表年齡)

附加費用率(本商品)

國泰人壽月享豐沛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