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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附加費用率 

本公司各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係根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採個別商品揭露該商品與其代

表年齡之最高與最低費用率。包含個人集體投保彙繳保件、高保額保件之計算方式或原則。 

 現行銷售商品預定附加費用率一覽表： 

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南山人壽溢帆風順終

身保險 
HWPA 6.50%~11.23% 6.75%~9.26% 7.75%~10.12% 8.70%~10.81% 

南山人壽溢路陪伴長

期照顧健康保險(含集 

體投保彙繳保件) 

HTLTC 9.95%~35.99% 
9.95%~33.81% 

(15 歲) 
12.20%~35.48% 22.46%~35.42% 

南山人壽溢心守護終

身醫療保險(含集體投

保彙繳保件) 

10/20/30 

HPHI 
11.56%~28.21% 13.83%~27.90% 17.27%~28.04% 21.06%~26.54% 

南山人壽防疫保健現

金回饋附加條款 
PHCB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美年盛利美

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 保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3BUE 6.97%~11.68% 9.72%~11.61% 7.29%~8.90% 8.81%~10.73% 

南山人壽鑫富美利美

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

險(甲型) 

AUISA 3.00% 3.00% 3.00% 3.00% 

南山人壽卡滿溢美元

重大傷病終身保險(含

集體投保彙繳保件) 

10/20UCIC 10.65%~33.58% 24.87%~31.09% 16.77%~21.67% 
17.57%~22.80% 

(60 歲) 

南山人壽添美利美元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甲型) 

SUISA 2.75%~2.90% 2.75%~2.90% 2.75%~2.90% 2.75%~2.90% 

南山人壽美滿多福 2

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
AHUPL2 7.43%~12.14% 9.99%~12.10% 8.46%~10.45% 8.1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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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壽險(定期給付型)(含

高保額保件) 

南山人壽佳美樂美元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BHUPL2 6.56%~13.58% 11.19%~13.54% 8.95%~11.59% 8.68%~11.40% 

南山人壽法定傳染病

等待期間排除批註條

款 2(適用附表商品) 

CDAWP2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佳美福美元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BUPL3 9.62%~28.00% 20.69%~28.00% 10.21%~17.19% 12.79%~14.71% 

南山人壽佳美滿美元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BUPL2 8.60%~24.20% 17.08%~21.74% 13.59%~16.67% 12.94%~15.07% 

南山人壽活力洋溢 2

重大疾病終身保險(含

集體投保彙繳保件) 

HPDD 11.50%~57.15% 36.00%~51.29% 21.82%~28.67% 
11.50%~22.73% 

(55 歲) 

南山人壽安心滿溢醫

療終身保險 
MPHI 11.20%~23.41% 

13.30%~23.41% 

(46 歲) 

12.63%~20.75% 

(55 歲) 

11.20%~18.27%  

(60 歲) 

南山人壽威利年年還

本終身保險(定期給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6AFTE 4.12%~5.34% 4.38%~4.88% 4.29%~4.87% 4.85%~5.34% 

南山人壽金滿溢還本

終身保險 (定期給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6BFTE 4.16%~5.34% 4.37%~4.87% 4.31%~4.87% 4.86%~5.34% 

南山人壽健康滿溢醫

療終身保險 
YPHI 13.40%~35.44% 21.89%~34.96% 16.35%~22.06% 

13.40%~23.40%  

(45 歲) 

南山人壽美利添鑫美

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4AUE 6.77%~12.03% 9.46%~10.69% 7.45%~8.54% 9.0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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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身 保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南山人壽多利雙享利

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

險(定期給付型)(含高

保額保件) 

4ATE 6.08%~8.46% 7.46%~8.44% 6.47%~7.61% 6.74%~8.11% 

南山人壽實體癌第四

期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附加條款 

SCT 37.00% 
37.00% 

(30 歲) 
37.00% 37.00% 

南山人壽長青術長期

照顧終身保險 
OLTC 13.47%~23.95% 

18.50%~23.95% 

(15 歲) 
18.36%~20.76% 

13.47%~14.00% 

(60 歲) 

南山人壽福愛 2 小額

終身壽險 
MPL2 3.31%~10.00% 9.42%~10.00% 9.46%~9.88% 8.35%~9.36% 

南山人壽卡滿溢重大

傷病終身保險(含集體

投保彙繳保件) 

10/20CIC 13.84%~30.54% 22.90%~29.36% 20.01%~23.12% 
13.84%~18.94% 

(60 歲) 

南山人壽美樂鑽美元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SBUL 3.37%~6.30% 3.69%~4.40% 3.74%~4.31% 3.73%~4.48% 

南山人壽實現幸福部

分負擔住院醫療健康

保險附約 

1HSCO 23.57%~47.54% 39.98%~42.99% 39.98%~42.99% 39.99%~46.00% 

南山人壽照亮幸福長

期照顧保險 
1LTC 11.30%~71.43% 

43.19%~70.50% 

(15 歲) 
38.54%~68.38% 14.31%~25.19%  

南山人壽卡滿溢幸福

重大傷病保險附約 
1CIC 15.54%~77.78% 30.71%~54.55% 25.12%~47.92% 15.54%~23.83% 

南山人壽手握幸福手

術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1SIR 14.83%~43.66% 34.40%~34.48% 21.30%~31.00% 34.53%~36.14% 

南山人壽日溢幸福住

院日額健康保險 
1HI 10.50%~54.44% 16.93%~17.25% 32.36%~35.63% 32.24%~36.46% 

南山人壽樂活滿點醫 TPHI3 10.53%~30.08% 27.41%~29.37% 14.35%~17.10% 10.53%~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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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療終身保險 (60 歲)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定

期壽險 
BTL2 20.41%~32.00% 

22.48%~32.00% 

(20 歲) 
24.06%~32.00% 24.93%~32.00%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減

額定期壽險 
RTL2 20.00%~32.00% 

20.84%~32.00% 

(20 歲) 
22.19%~32.00% 24.87%~32.00%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

圍內受益人指定批註

條款(B) 

DCTEB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威利多利率

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4BTE 6.09%~8.39% 
7.12%~8.17% 

(16 歲) 
6.47%~7.61% 6.74%~8.11% 

南山人壽威利美美元

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

保險(定期給付型)(含

高保額保件) 

4BUE 6.77%~12.03% 
8.72%~9.82% 

(16 歲) 
7.55%~8.54% 9.07%~10.76% 

南山人壽添美鑽美元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SUL 3.78%~6.52% 
3.79%~4.25% 

(16 歲) 
4.15%~4.50% 4.14%~4.58% 

南山人壽美利鑫晴美

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

身 壽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2AUL 5.31%~7.24% 5.87%~7.05% 

 (16 歲) 
5.56%~6.84% 5.86%~6.99% 

南山人壽集美鑫美元

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

壽險(定期給付型)(含

高保額保件) 

2BUL 5.31%~7.24% 6.02%~7.05% 

 (16 歲) 
5.71%~6.84% 5.86%~6.99% 

南山人壽珍美利發美

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

身 壽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6AUL 5.97%~9.98% 6.46%~8.52% 6.49%~8.69% 7.1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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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南山人壽美利珍鑫美

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 保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2AUE 7.02%~10.98% 9.72%~10.50% 8.03%~8.55% 8.55%~9.17% 

南山人壽美年威利美

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 保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2BUE 7.02%~9.83% 9.25%~9.83% 

 (16 歲) 
8.03%~8.55% 8.64%~9.17% 

南山人壽威利金鑽美

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4BUE2 7.67%~11.71% 9.65%~11.05% 

 (16 歲) 
8.03%~8.15% 9.61%~9.80% 

南山人壽美利雙鑫美

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 保 險 ( 定 期 給 付

型)(含高保額保件) 

6AUE 6.25%~9.16% 6.69%~9.11% 6.50%~8.68% 6.66%~8.57% 

南山人壽珍利發利率

變動型增額終身保險

(定期給付型)(含高保

額保件) 

6ATL 5.94%~9.55% 
6.54%~8.52% 

(16 歲) 6.45%~8.56% 6.87%~9.25% 

南山人壽鑫利美美元

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

保險(定期給付型)(含

高保額保件) 

6BUE 6.25%~9.06% 
7.06%~8.96% 

(16 歲) 
6.63%~8.68% 6.66%~8.57% 

南山人壽幸福滿屋定

期壽險 
BML2 20.84%~32.00% 

21.96%~32.00% 

(20歲) 
23.60%~32.00% 24.93%~32.00% 

南山人壽幸福滿屋減

額定期壽險 
RML2 20.25%~32.00% 

20.25%~32.00% 

(20歲) 
23.00%~32.00% 24.85%~32.00%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

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

處分權批註條款(2) 

DCTE21 無 無 無 無 



  

資料日期：2021/3/27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6 

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

圍內受益人指定批註

條款(2) 

DCTE22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憶起幸福終

身保險(含集體投保彙

繳保件) 

10/20DMAL 16.62%~25.40% 
21.40%~25.40% 

(15 歲) 
19.94%~24.31% 

16.62%~19.47% 

(60 歲) 

南山人壽法定傳染病

排除等待期間批註條

款(適用附表商品) 

CDWP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法定傳染病

等待期間排除批註條

款(適用附表商品) 

CDAWP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骨得康護短

期照顧終身保險(含集

體投保彙繳保件) 

10/20STCA 7.56%~58.18% 30.00%~55.26% 17.64%~30.00% 10.83%~30.00% 

南山人壽優樂康護短

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

(含集體投保彙繳保

件) 

10/20STCB 12.28%~31.24% 17.44%~31.24% 13.43%~24.87% 23.56%~30.37% 

南山人壽珍愛寶倍醫

療終身保險 
EPHI 9.75%~42.89% 36.00%~40.78% 16.43%~20.00% 9.75%~15.00% 

南山人壽 Hold 康雙享

醫療終身保險 
PPHI 11.24%~18.51% 17.50%~17.94% 16.98%~17.98% 11.81%~13.54% 

南山人壽活力洋溢特

定重大傷病定期健康

保險(含集體投保彙繳

保件) 

10TSDD 19.54%~33.49% 
27.35%~30.00% 

(20 歲) 
25.14%~33.01% 22.39%~29.03% 

南山人壽 Hold 助糖定

期醫療保險 
TDH 25.64%~35.79% 

25.70%~32.09% 

(35 歲) 

27.07%~31.79% 

(50 歲) 

32.94%~35.79% 

(60 歲) 

南山人壽全方位長期

照顧終身保險 
SLTC 9.30%~30.40% 

15.65%~30.40% 

(15 歲) 
12.17%~22.97% 12.70%~16.72% 

南山人壽全心守護定 TCHI 30.00%~30.00% 30.00%~30.00% 30.00%~30.00% 3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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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期醫療健康保險 (40 歲) (50 歲) 

南山人壽新康順 2 終

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 ) 

(含高保額保件及集體

投保彙繳保件) 

10/20NNPL2 8.57%~32.80% 21.43%~32.80% 16.30%~30.00% 8.57%~30.00% 

南山人壽樂享健康終

身健康保險附約(含集

體投保彙繳保件) 

SDLR 10.77%~22.83% 14.09%~17.95% 15.84%~19.55% 19.72%~22.83% 

南山人壽全心守護醫

療終身保險 (繳費 10

年) 

10PCHI 12.08%~24.84% 15.61%~23.99% 12.53%~20.19% 
16.83%~23.18% 

(60 歲) 

南山人壽樂健康祥定

期健康保險(含集體投

保彙繳保件) 

10TDD 1.31%~72.15% 
34.26%~69.00% 

(20 歲) 
28.59%~69.62% 19.09%~56.20% 

南山人壽新網路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 
NETA 6.41%~13.39% 13.39% 6.41% 6.41% 

南山人壽新網路投保

傷害醫療費用給付附

加條款 

NEMR 11.50% 11.50% 11.50% 11.50% 

南山人壽新網路投保

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

康保險附加條款 

NEOHS 23.65% 23.65% 23.65% 23.65% 

南山人壽安家 2 定期

健康保險附約 
PDR2 9.10%~16.00% 9.10%~15.79% 15.14%~15.76% 15.73%~15.79% 

南山人壽青年護照長

期照顧定期健康保險

(含集體投保彙繳保

件) 

10TLTC 12.25%~31.98% 
20.41%~25.00% 

(15 歲) 
20.49%~27.59% 

12.25%~24.81% 

(60 歲) 

南山人壽美滿康順 2

美元終身壽險(定期給

付型 )(含高保額保件

及集體投保彙繳保件) 

NUPL2 11.89%~38.57% 27.09% ~ 34.96% 18.18% ~ 26.40% 15.15% ~ 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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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南山人壽吉業長青美

元團體利率變動型年

金保險(甲型) 

GCUISARP 2.70%~2.90% 2.70%~2.90% 2.70%~2.90% 2.70%~2.90% 

南山人壽吉運年年美

元團體利率變動型年

金保險(甲型) 

GEUISARP 2.70%~2.90% 2.70%~2.90% 2.70%~2.90% 2.70%~2.90% 

南山人壽全心守護醫

療終身保險(含集體投

保彙繳保件) 

20PCHI 9.66%~19.56% 14.30%~19.42% 10.49%~14.79% 
12.75%~18.36% 

(50 歲) 

南山人壽美好康祥 B

型美元終身保險(繳費

6 年期、20 年期) 

URSDB 6.09%~56.25% 33.34%~56.25% 20.00%~29.17% 9.31%~19.00% 

南山人壽美好康祥 A

型美元終身保險(繳費

6 年期、20 年期) 

URSDA 7.70%~60.00% 36.00%~60.00% 25.00%~33.34% 15.56%~15.79% 

南山人壽超醫靠自負

額住院醫療健康保險

附約 

HSD 19.02%~58.22% 53.03%~58.22% 19.02%~49.77% 19.62%~33.28% 

南山人壽真獻情 2 手

術醫療定期健康保險

附約 

TSIR2 8.91%~23.83% 12.84%~13.83% 19.24%~19.70% 20.65%~21.53% 

南山人壽好安心手術

醫療終身保險(含集體

投保彙繳保件) 

NPSI 7.95%~36.00% 16.44%~36.00% 21.31%~35.48% 19.25%~30.29% 

南山人壽新傷害保險

附約 
NAI 30.00% 

30.00% 

(15 歲) 
30.00% 30.00%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

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 
NPBB 35.20%~57.00% 57.00% 46.00% 44.70%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

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

附約 

NPBBR 35.40%~61.70% 61.70% 44.90% 51.10% 

南山人壽好醫靠住院 NHS 8.97%~58.95% 50.77%~58.95% 8.97%~44.62% 21.38%~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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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重大疾病終

身健康保險附約 (乙

型 )(含集體投保彙繳

保件) 

ZDDR 17.48%~23.97% 20.43%~22.99% 20.84%~23.34% 22.04%~23.68% 

南山人壽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年金給付方

式附加條款 

AP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美元利率變

動型年金保險年金給

付方式附加條款 

UAP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月給付型生

存還本保險金批註條

款 

MCP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滿期保險金

分期給付 (定期給付

型)批註條款 

MSO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新活力康祥

定期健康保險 
NTDD 9.59%~53.85% 

24.40%~53.85% 

(15 歲) 

9.59%~30.77% 

(30 歲) 

10.69%~29.42% 

(40 歲) 

南山人壽美年金采美

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

險(甲型)【OIU】 

OUISA 3.50%~3.60% 3.50%~3.60% 3.50%~3.60% 3.50%~3.60% 

南山人壽美利長青美

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

險(甲型) 

CUISARP 0.90% 0.90% 0.90% 0.90% 

南山人壽享利長青美

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

險(甲型) 

EUISARP 1.20%~1.90% 1.20%~1.90% 1.20%~1.90% 1.20%~1.90% 

南山人壽圓滿人生長

期照顧終身保險(含集

體投保彙繳保件) 

30RLTC 10.80%~32.85% 
25.78%~32.85% 

(15 歲) 
20.07%~26.40% 

10.80%~18.53% 

(50 歲) 

南山人壽外幣保險商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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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品保險單借款批註條

款 

南山人壽增值回饋分

享金給付 3 批註條款 
CB3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保險金分期

給付 (定期給付型 )批

註條款 

FTSO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生命末期提

前給付附加條款 
TIB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保險金額增

加批註條款 
GIO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週年紅利分

期提前給付批註條款 
QD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債權債務範

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

處分權批註條款(A) 

DCTEA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網路投保一

年期定期壽險 
E1TL 9.11%~58.34% 

55.72%~58.34% 

(20 歲) 
10.59%~38.89% 

15.32%~25.31% 

(60 歲) 

南山人壽優活定期壽

險 
N(S)JTL 7.64%~45.30% 

31.97%~45.30% 

(20 歲) 
7.87%~40.16% 13.25%~20.62% 

南山人壽不分紅一年

期定期壽險附約 
N1TR 4.00%~55.00% 

45.00%~52.00% 

(15 歲) 
8.00%~31.00% 

4.00%~16.00% 

(60 歲)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

壽險 
NTL 15.20%~71.43% 

53.00%~71.43% 

(15 歲) 
20.67%~51.19% 

20.57%~38.76% 

(60 歲)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

壽險附約 
NTR 12.00%~58.34% 

25.00%~58.34% 

(15 歲) 
14.93%~42.23% 

14.29%~25.89% 

(60 歲) 

南山人壽新生兒先天

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

排除等待期間批註條

款 

NBWP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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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險附約刪除指定醫師

費批註條款 

【批註於 101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生效

且自 101 年 7 月 1 日

（含）起續保之「南山

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

約」】 

南山人壽愛家保要保

人豁免保險費附約 
WOP 25.00%~27.00% 

27.00% 

(14 歲) 
26.21%~27.00% 26.83%~27.00% 

南山人壽好 EASY 終身

醫療健康保險(含集體

投保彙繳保件) 

SPHI 7.20%~29.60% 23.83%~29.46% 15.65%~25.42% 7.20%~24.39% 

南山人壽護您久久終

身防癌健康保險(3)(含

集體投保彙繳保件) 
CAB 20.48%~35.80% 27.69%~31.86% 20.51%~31.91% 20.54%~30.92% 

南山人壽護您久久癌

症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附約(3)(含集體投保彙

繳保件) 

CAR 21.62%~24.00% 21.62%~24.00% 21.64%~24.00% 21.65%~24.00% 

南山人壽住院費用給

付保險附約 
HIR 18.80%~26.80% 19.30%~21.20% 19.20%~21.00% 19.00%~20.70% 

南山人壽住院費用給

付保險附約居家療養

附加條款 

HR 19.00%~26.80% 20.00%~21.10% 19.20%~21.00% 19.10%~20.50% 

南山人壽附約延續附

加條款 
RC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集體投保型

微型傷害保險 
MPA2 7.50% 

7.50% 

(15 歲) 
7.50% 7.50% 

南山人壽一年期微型

傷害保險 
MPA 14.00% 

14.00% 

(15 歲) 
14.00% 

14.00% 

(60 歲) 

南山人壽新傷害醫療 IAMN/ 29.83%~32.63% 29.83%~30.40% 29.83%~30.40% 29.83%~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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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保險金附加條款 AMN 

南山人壽長青傷害保

險 
SIPA 31.00% 

31.00% 

(56 歲) 

31.00% 

(60 歲) 

31.00% 

(65 歲) 

南山人壽新人身意外

傷害保險 

(南山人壽個人傷害保

險醫療保險金附加條

款－限額給付) 

IPA 27.00%~36.00% 27.00% 36.00% 36.00% 

南山人壽新人身意外

傷害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傷害醫療保

險金附加條款) 

PAR 36.50%~47.80% 36.50% 47.80% 47.80% 

南山人壽意外傷害保

險家庭型批註條款 

(批註於「南山人壽新

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及

「南山人壽新人身意

外傷害保險附約」) 

無 14.80%~35.80% 14.80%~35.80% 14.80%~35.80% 14.80%~35.80% 

南山人壽傷害保險附

約 
AI 19.90% 

19.90% 

(15 歲) 

19.90% 

(35 歲) 

19.90% 

(65 歲) 

南山人壽意外傷害醫

療日額給付附加條款 

IDHI/ 

DHI 
20.00% 20.00% 20.00% 20.00% 

南山人壽骨動青春傷

害補償附加條款 

Student 

Package 
無 

無 

(0 歲) 

無 

(12 歲) 

無 

(23 歲) 

南山人壽海外暢遊保

險 
WOTA  44.86%~ 45.99% 

44.86%~ 45.99% 

(15 歲) 
44.86%~ 45.99% 44.86%~ 45.99% 

南山人壽美滿人生長

期照顧終身保險(含集

體投保彙繳保件) 

10RLTC/ 

20RLTC 
4.12%~28.70% 

16.53%~28.70% 

(15 歲) 
12.17%~23.83% 9.50%~15.42% 

南山人壽寵愛佳人婦

女終身保險(2) 
LCA 25.00%~28.00% 

25.00%~28.00% 

(20 歲) 
25.00%~28.00% 

25.00%~28.00% 

(43 歲) 

南山人壽新康順終身 20NNPL 15.00%~44.65% 15.00%~42.68% 15.00%~31.96% 15.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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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 

文名稱 

商品英 

文名稱 
本商品 

代表年齡 

5 歲 

(或最低年齡) 
35 歲 

65 歲 

(或最高年齡) 

保險 (60 歲) 

南山人壽增值回饋分

享金給付 2 批註條款 
CB2 無 無 無 無 

南山人壽網路投保旅

行平安保險 
ETA 6.41% 

6.41% 

(20 歲) 
6.41% 6.41% 

南山人壽網路投保傷

害醫療費用給付附加

條款 

EMR 11.50% 
11.50% 

(20 歲) 
11.50% 11.50% 

南山人壽旅行平安保

險 

(南山人壽傷害醫療費

用給付附加條款) 

TA 11.50%~34.00% 11.50%~34.00% 11.50%~31.10% 11.50%~31.10% 

南山人壽海外突發疾

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

條款 

OHS 8.00%~25.00% 8.00%~25.00% 8.00%~25.00% 8.00%~25.00% 

註1. 上述預定附加費用率均採至小數點以下 2 位表示。 

註2. 若該商品無上述年齡, 則以最低投保年齡/中間值年齡/最高投保年齡取代，並於預定附加費用率數值下方以

括號方式加註該商品之代表年齡。 

註3. 南山人壽吉業長青美元團體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與南山人壽吉運年年美元團體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

(甲型)每次所繳保險費之扣除比例以 2.9%為上限，本公司得於評估實際費用後調整此保費費用並於三個月

前通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但對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有利之費用調降，不在此限。 

一年期團體保險商品中文險種名稱 附加費用率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附加條款-甲型 

南山人壽學生團體保險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住院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乙型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第一次罹患癌症疾病暨住院手術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學生團體保險意外身故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學生團體保險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批註條款-甲型 

南山人壽學生團體保險-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學生團體保險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批註條款-丙型 

南山人壽學生團體保險特定意外身故保險金批註條款-乙型 

南山人壽領袖群倫學生團體保險住院醫療保險金批註條款 

被保險人數 50 人

以上(含)之團體：

由契約雙方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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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團體保險商品中文險種名稱 附加費用率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癌症住院手術保險金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癌症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特定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附約-甲型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海外住院日額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日額津貼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門診醫療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醫院各項雜費保險金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領袖群倫學生團體保險 

南山人壽領袖群倫學生團體保險-骨折未住院津貼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領袖群倫學生團體保險-骨折未住院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領袖群倫學生團體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金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總限額團體健康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壽險-甲型 

南山人壽全心平安學生團體保險-甲型 

南山人壽全心平安學生團體保險綜合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特定病房補償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法定傳染病住院補償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旅行平安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門診日額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109學年度托嬰中心辦理兒童團體保險 

南山人壽新醫療給付團體健康保險-乙型 

南山人壽新住院日額給付團體健康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癌症醫療健康保險附約-甲型 

南山人壽團體重大疾病健康保險(乙型)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住院日額給付保險附約-甲型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住院醫療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急診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長期照顧團體健康保險 

南山人壽新團體傷害保險傷害醫療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住院關懷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不保事項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除外責任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門診給付團體健康保險附加條款-乙型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身故傷害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手術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門診手術保險金批註條款 

1. 被保險人數 50

人以上(含)之

團體：由契約雙

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 10

人以上(含)~50

人以下之團

體：3%~28%。 

3. 被保險人數 10

人以下之團

體：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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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團體保險商品中文險種名稱 附加費用率 

南山人壽商務旅行團體保險 

南山人壽醫療門診給付團體健康保險附加條款-甲型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保險-甲型 

南山人壽新醫療給付團體健康保險-甲型 

南山人壽新醫療給付團體健康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骨折未住院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第一次罹患癌症疾病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健康保險放射線治療保險金暨化學治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壽險 

南山人壽消費借貸團體定期壽險 

南山人壽團體重大疾病定期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新重大疾病健康保險(甲型)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保險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保險生育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保險門診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保險住院賠償給付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癌症醫療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癌症醫療保險門診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住院日額給付團體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住院日額給付團體保險附約居家療養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南山人壽學童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南山人壽學童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契約傷害醫療保險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消費借貸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意外傷害失能給付團體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特定交通傷害團體保險附約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一年定期意外傷害保險附約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約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意外傷害失能給付團體保險附約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消費借貸團體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微型傷害保險 1. 被保險人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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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團體保險商品中文險種名稱 附加費用率 

人以上之團

體：由契約雙方

洽訂。 

2. 被保險人數未
達 50 人之團

體：18%。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丁型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退休人員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健康保險更約權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經驗分紅批註條款-甲型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甲型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乙型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丙型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特定意外雙倍給付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保險住院關懷補償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醫療給付團體保險住院費用增額補償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傷害門診日額津貼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意外一至六級傷害失能補償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航空意外傷害保險金附加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成員父母批註條款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指定及變更批註條款 

無 

註：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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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壽險集體投保彙繳保件計算方式或原則： 

個人人壽保險集體投保彙繳保件，係指集合同一團體內所屬員工或成員及其家屬五人以上，經

契約當事人同意，採用同一收費地址或同一金融機構繳費或同一繳費管道之個人保件。上揭團

體係指： 

1. 有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2. 依法成立之合作社、協會、職業工會、聯合團體、或聯盟所組成之團體。 

3. 債權、債務人團體。 

4. 依規定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依勞動基準法、勞工

退休金條例規定參加退休金計劃之團體。 

5. 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所組成之團體。 

6. 凡非以上所列而具有法人資格或依法設立登記有案之團體。 

商品中文名稱 
商品英文

名稱 

保費調整比率 

集體彙繳人

數 5~9 人 

集體彙繳人

數 10~29 人 

集體彙繳人

數 30 人(含)

以上 

南山人壽溢路陪伴長期照顧健康保險 

10HTLTC 2% 2% 4% 

20HTLTC 2% 2% 4% 

30HTLTC 2% 2% 4% 

南山人壽溢心守護終身醫療保險 
10/20/30 

HPHI 
2% 2% 2% 

南山人壽卡滿溢美元重大傷病終身保險 10/20UCIC 2% 2% 2% 

南山人壽活力洋溢2重大疾病終身保險 HPDD 2% 2% 2% 

南山人壽卡滿溢重大傷病終身保險 10/20CIC 2% 2% 2% 

南山人壽憶起幸福終身保險 10/20DMAL 2% 2% 2% 

南山人壽骨得康護短期照顧終身保險 10/20STCA 2% 2% 2% 

南山人壽優樂康護短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 10/20STCB 2% 2% 2% 

南山人壽活力洋溢特定重大傷病定期健康保險 10TSDD 2% 2% 2% 

南山人壽新康順2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20NNPL2 2% 3% 3% 

南山人壽樂享健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SDLR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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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文名稱 
商品英文

名稱 

保費調整比率 

集體彙繳人

數 5~9 人 

集體彙繳人

數 10~29 人 

集體彙繳人

數 30 人(含)

以上 

南山人壽樂健康祥定期健康保險 10TDD 2% 2% 2% 

南山人壽青年護照長期照顧定期健康保險 10TLTC 2% 2% 2% 

南山人壽美滿康順2美元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NUPL2 2% 3% 3% 

南山人壽全心守護醫療終身保險 20PCHI 2% 2% 2% 

南山人壽好安心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NPSI 2% 2% 2% 

南山人壽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乙型) ZDDR 2% 2% 2% 

南山人壽圓滿人生長期照顧終身保險 30RLTC 2% 2% 4% 

南山人壽美滿人生長期照顧終身保險 
10RLTC 2% 2% 4% 

20RLTC 2% 2% 4% 

南山人壽好 EASY 終身醫療健康保險 
10SPHI 2% 2% 4% 

20SPHI 2% 2% 4% 

南山人壽護您久久終身防癌健康保險(3) CAB  2% 3% 3% 

南山人壽護您久久癌症醫療終身健康保險附約(3)  CAR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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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保額保件計算方式或原則： 

商品中文名稱 
商品英文

名稱 
投保金額 

保費調

整比率 

南山人壽美年盛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

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3BUE 

基本保額<1.8 萬美元 0% 

1.8萬美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美滿多福2美元利率變動型終

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AHUPL2 

基本保額<10萬美元 0% 

10萬美元<=基本保額<25萬美元 1.0% 

25萬美元<=基本保額 1.5% 

南山人壽佳美樂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 
BHUPL2 

基本保額<10萬美元 0% 

10萬美元<=基本保額<25萬美元 1.0% 

25萬美元<=基本保額 1.5% 

南山人壽佳美福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 
BUPL3 

基本保額<10萬美元 0% 

10萬美元<=基本保額<50萬美元 1% 

50萬美元<=基本保額 2% 

南山人壽佳美滿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 
BUPL2 

基本保額<10萬美元 0% 

10 萬美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威利年年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

付型) 
6AFTE 

基本保額<80 萬元 0% 

80 萬元<=基本保額 0.5% 

南山人壽金滿溢還本終身保險(定期給付

型) 
6BFTE 

基本保額<60 萬元 0% 

60 萬元<=基本保額 0.5% 

南山人壽美利添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

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4AUE 

基本保額<1.3 萬美元 0% 

1.3 萬美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多利雙享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

保險(定期給付型) 
4ATE 

基本保額<33 萬元 0% 

33萬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美樂鑽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 
SBUL 

基本保額<7萬美元 0% 

7 萬美元<=基本保額<15 萬美元 0.3% 

15 萬美元<=基本保額 0.5% 

南山人壽威利多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

險(定期給付型) 
4BTE 

基本保額<33 萬元 0% 

33 萬元<=基本保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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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文名稱 
商品英文

名稱 
投保金額 

保費調

整比率 

南山人壽威利美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4BUE 

基本保額<1.3 萬美元 0% 

1.3萬美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添美鑽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

險(定期給付型) 
SUL 

基本保額<7萬美元 0% 

7 萬美元<=基本保額 0.3% 

南山人壽美利鑫晴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

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2AUL 

基本保額<3萬美元 0% 

3 萬美元<=基本保額<5 萬美元 0.5% 

5 萬美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集美鑫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終

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2BUL 

基本保額<3萬美元 0% 

3 萬美元<=基本保額<5 萬美元 0.5% 

5 萬美元<=基本保額 1% 

南山人壽珍美利發美元利率變動型增額

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6AUL 

基本保額<1.3 萬美元 0% 

1.3萬美元<=基本保額<2.6萬美元 0.5% 

2.6萬美元<=基本保額<6.5萬美元 1% 

6.5萬美元<=基本保額 2% 

南山人壽美利珍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

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2AUE 

基本保額<2萬美元 0% 

2 萬美元<=基本保額 0.5% 

南山人壽美年威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

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2BUE 

基本保額<2萬美元 0% 

2 萬美元<=基本保額 0.5% 

南山人壽美利雙鑫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

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6AUE 

基本保額<1.5 萬美元 0% 

1.5萬美元<=基本保額<6.0萬美元 1% 

6.0萬美元<=基本保額 2% 

南山人壽珍利發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保

險(定期給付型) 
6ATL 

基本保額<16 萬元 0% 

16 萬元<=基本保額<32 萬元 1% 

32 萬元<=基本保額 2% 

南山人壽鑫利美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

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6BUE 

基本保額<1.5 萬美元 0% 

1.5萬美元<=基本保額<6.0萬美元 1% 

6.0萬美元<=基本保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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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文名稱 
商品英文

名稱 
投保金額 

保費調

整比率 

200萬元<=基本保額<400萬元 1% 

400萬元<=基本保額 2% 

南山人壽新康順2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10/20NNPL2 

保險金額<100萬元 0% 

100萬元<=保險金額<300萬元 2% 

300萬元<=保險金額 4% 

南山人壽美滿康順2美元終身壽險(定期

給付型) 
NUPL2 

保險金額<3萬美元 0% 

3 萬美元<=保險金額<10 萬美元 2% 

10 萬美元<=保險金額 3.5% 

利率變動型年金計算方式或原則： 

商品中文名稱 
商品英文

名稱 
保險費 

附加 

費用率 

南山人壽添美利美元利率變動型年金保

險(甲型) 
SUISA 

基本保費<10萬美元 2.90% 

10 萬美元<=基本保費 2.75% 

南山人壽吉業長青美元團體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甲型) 
GCUISARP 

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10 萬美元 2.90% 

10 萬美元<=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 2.70% 

南山人壽吉運年年美元團體利率變動型

年金保險(甲型) 
GEUISARP 

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10 萬美元 2.90% 

10 萬美元<=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 2.70% 

南山人壽美年金采美元利率變動型年金

保險(甲型)【OIU】 
OUISA 

基本保費<20 萬美元 3.60% 

20 萬美元<=基本保費 3.50% 

南山人壽享利長青美元利率變動型年金

保險(甲型) 
EUISARP 

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5,000 美元 1.90% 

5,000 美元<=基本保費或增額保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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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型商品： 

南山人壽鑫富保變額壽險(BVLRP)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目標保險費：自所繳之目標保險費扣除 

保險費年度 

保險費年度對應之 

目標保險費繳費方式及繳交次數 

收取比例 

年  繳 半 年 繳 季   繳 月  繳 
基本 保 額小 於

300 萬元 

基本保額大於或

等於 300 萬元 

第一保險費年度 第 1 次 第 1、2 次 第 1 至 4 次 第 1 至 12 次 18% 17.5% 

第二保險費年度 第 2 次 第 3、4 次 第 5 至 8 次 第 13 至 24 次 13% 12.5% 

第三保險費年度 第 3 次 第 5、6 次 第 9 至 12 次 第 25 至 36 次 7% 6.5% 

第四保險費年度 第 4 次 第 7、8 次 第 13 至 16 次 第 37 至 48 次 6% 5.5% 

第五保險費年度 第 5 次 第 9、10 次 第 17 至 20 次 第 49 至 60 次 6% 5.5% 

第六保險費年度 第 6 次 第 11、12 次 第 21 至 24 次 第 61 至 72 次 6% 5.5%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目標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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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超額保險費： 

每次繳交超額保險費 

自所繳之超額保險費扣除超額保險費之 2.5%。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超額保險費之保費費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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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每月新臺幣一百元。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保單管理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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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險成本 
各保險年齡及性別之標準體保險成本費率表詳如附表五。 

保險成本費率原則上將隨著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的增長而逐年提高。 

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投資標的手續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共同基金：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委託投資帳戶：已反應在投資標的淨值中，請詳南山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

資標的批註條款(三)。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投資標的經理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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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資料日期：2021/3/27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23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次新臺幣五百元。 

每一保單年度得免費申請轉換六次，總計超過六次之免費申請轉換次數時，

應支付轉換費用。但僅申請轉出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之轉換不計入

次數，亦不收取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得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而本公司前開書面

通知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不溯及既往。 

6.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辦理部分提領時，可享有同一保單年度內四次免費部分提領之權利；超過四

次的部分，本公司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額中扣除新臺幣 1,000 元之部分提

領費用。倘要保人僅申請提領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不計入部分提領

次數，亦不收取部分提領費用。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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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費用 無。 

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註：各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要保人得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提供之商品說明書

查詢。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UBVA)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單位：美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目標保險費 

自所繳之目標保險費扣除 

目標保險費 收取比例 

目標保險費＜6 萬 6 仟美元 滿期金客戶註 1 2.7% 

有效契約客戶註 2 2.8% 

非上述滿期金及有效契

約客戶 

3.0% 

目標保險費≧6 萬 6 仟美元 2.7% 
 

2.超額保險費 

自所繳之超額保險費扣除 

超額保險費 收取比例 

超額保險費＜6 萬 6 仟美元 滿期金客戶註 1 2.7% 

有效契約客戶註 2 2.8% 

非上述滿期金及有效契

約客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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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保險費≧6 萬 6 仟美元 2.7% 
 

二、保險相關費用 

保單管理費 無。 

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投資標的手續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共同基金：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委託投資帳戶：已反應在投資標的淨值中，請詳南山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

批註條款(二)。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投資標的經理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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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次 15 美元。 

每一保單年度得免費申請轉換六次，總計超過六次之免費申請轉換次數時，應支

付轉換費用。但僅申請轉出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的之轉換不計入次數，

亦不收取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得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而本公司前開書面通知

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不溯及既往。 

6.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為本公司給付解約金時所扣除之費用，按下列公式計算： 

「契約終止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泊標的價值」×「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第 7年及以後 

解約費用率 6% 5% 4% 3% 2% 1% 0% 
 

2.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率非為零之保單年度： 

「部分提領金額扣除配息停泊標的提領金額」×「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2)解約費用率為零之保單年度： 

辦理部分提領時，可享有同一保單年度內四次免費部分提領之權利；超過四次的

部分，本公司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額中扣除 30 美元之部分提領費用。倘要保人

僅申請提領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不計入部分提領次數，亦不收取部分提

領費用。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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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費用 

匯款費用(詳細請參考第三十三條) 

本契約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費用負擔對象如下： 

匯款 項目 
匯出銀行 

手續費 

國外中間行 

手續費 

匯入銀行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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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匯款時 

1. 因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而給付年金及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2. 因第三條退還保險費時。 

3. 因要保人終止本契約而本公司償付解約金。 

4. 因第二十條第二項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

領費用後之餘額。 

5. 本公司支付保險單借款。 

本公司 本公司 
要保人或受

益人 

6. 因第十一條以現金給付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予要保人。 

7. 因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提前給付年金時。 要保人或受

益人 

要保人或受益

人 

要保人或受

益人 

8. 因投保年齡錯誤，且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而退還保

險費及其利息或給付年金及其利息。 

9.因要保人行使契約撤銷權所致保險費之退還。 
本公司 本公司 本公司 

要保人

匯款時 

10.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11.要保人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 要保人 要保人 本公司 

 

註1. 滿期金客戶係指本契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受理日符合本公司規定有滿期保險金給付之契約之被

保險人。 

註2. 有效契約客戶係指本契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受理日為本公司其他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主約(不含

一年期主約及團險)之被保險人且其契約效力為有效。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註：各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要保人得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提供之商品說明書

查詢。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變額年金保險(BVA)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目標保險費 

自所繳之目標保險費扣除 

目標保險費 收取比例 

目標保險費＜200 萬元 滿期金客戶註 1 2.7% 

有效契約客戶註 2 2.8% 

非上述滿期金及有效契

約客戶 

3.0% 

目標保險費≧200 萬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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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額保險費 

自所繳之超額保險費扣除 

超額保險費 收取比例 

超額保險費＜200 萬元 滿期金客戶註 1 2.7% 

有效契約客戶註 2 2.8% 

非上述滿期金及有效契

約客戶 

3.0% 

超額保險費≧200 萬元 2.7% 
 

二、保險相關費用 

保單管理費 無。 

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投資標的手續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共同基金：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委託投資帳戶：已反應在投資標的淨值中，請詳南山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

批註條款(一)。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投資標的經理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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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次新臺幣五百元。 

每一保單年度得免費申請轉換六次，總計超過六次之免費申請轉換次數時，應支

付轉換費用。但僅申請轉出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之轉換不計入次數，亦

不收取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得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而本公司前開書面通知

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不溯及既往。 

6.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為本公司給付解約金時所扣除之費用，按下列公式計算： 

「契約終止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泊標的價值」×「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第 7年及以後 

解約費用率 6% 5% 4% 3% 2% 1% 0% 
 

2.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率非為零之保單年度： 

「部分提領金額扣除配息停泊標的提領金額」×「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2)解約費用率為零之保單年度： 

辦理部分提領時，可享有同一保單年度內四次免費部分提領之權利；超過四次的

部分，本公司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額中扣除新臺幣 1,000 元之部分提領費用。

倘要保人僅申請提領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不計入部分提領次數，亦不收

取部分提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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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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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費用 無。 

註1. 滿期金客戶係指本契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受理日符合本公司規定有滿期保險金給付之契約之被

保險人。 

註2. 有效契約客戶係指本契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受理日為本公司其他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主約(不含

一年期主約及團險)之被保險人且其契約效力為有效。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註：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要保人得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提供之商

品說明書查詢。 

南山人壽伴我一生躉繳變額壽險(AWMSP)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目標保險費：自所繳之目標保險費扣除 

目標保險費 收取比例 

目標保險費＜500 萬元 5% 

500 萬元≦目標保險費＜1000

萬元 
4% 

1000 萬元≦目標保險費 3% 

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超額保險費：自所繳之超額保險費扣除，每次超額保險費之保費費用收取比例最高以不超過目標保險

費之保費費用收取比例為限。 

超額保險費 收取比例 

超額保險費＜500 萬元 5% 

500 萬元≦超額保險費＜1000

萬元 
4% 

1000 萬元≦超額保險費 3% 

  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每月新臺幣三 ０元，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保險成本 
各保險年齡及性別之標準體保險成本費率表詳如附表五。 

保險成本費率原則上將隨著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的增長而逐年提高。 

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投資標的手續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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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次新臺幣五百元，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每一保單年度得免費申請轉換十二次，總計超過十二次之免費申請轉換次

數時，應支付轉換費用。本公司得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並以書面通知

要保人，而本公司前開書面通知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不溯及既往。 

6.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無 

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註：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要保人得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提供之商

品說明書查詢。 

南山人壽致富一生變額壽險(AWM2RP)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1.目標保險費：自所繳之目標保險費扣除 

保險費年度 

保險費年度對應之 

目標保險費繳費方式及繳交次數 

收取比例 

年  繳 半 年 繳 季   繳 月  繳 
基本 保 額小 於

500 萬 

基本保額大於或

等於500萬 

第一保險費年度 第 1 次 第 1、2 次 第 1 至 4 次 第 1 至 12 次 60% 58.5% 

第二保險費年度 第 2 次 第 3、4 次 第 5 至 8 次 第 13 至 24 次 40% 38.5% 

第三保險費年度 第 3 次 第 5、6 次 第 9 至 12 次 第 25 至 36 次 35% 33.5% 

第四保險費年度 第 4 次 第 7、8 次 第 13 至 16 次 第 37 至 48 次 10% 8.5% 

第五保險費年度 第 5 次 第 9、10 次 第 17 至 20 次 第 49 至 60 次 5% 3.5% 

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超額保險費： 

每次繳交超額保險費 
自所繳之超額保險費扣除超額保險費之 5%，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

書面通知要保人。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理費 每月新臺幣一百元，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2.保險成本 
各保險年齡及性別之標準體保險成本費率表詳如附表五。 

保險成本費率原則上將隨著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的增長而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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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相關費用 

1.申購投資標的手續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次新臺幣五百元，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每一保單年度得免費申請轉換十二次（目標保險費與超額保險費帳戶之申

請轉換次數應累計），總計超過十二次之免費申請轉換次數時，應支付轉

換費用。本公司得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而本公

司前開書面通知放寬免費申請轉換次數不溯及既往。 

6.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無 

2.部分提領費用 無 

五、其他費用 無 

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註：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要保人得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提供之商

品說明書查詢。 

南山人壽厚生變額年金保險(IVA)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繳交目標保險費或超額保險費時，扣除目標保險費或超額保險費之 2％作

為保費費用，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二、保單管理費 自本契約生效日起，依本契約第九條約定，按月並按保單帳戶價值之一定

比例扣除相當於每月保單帳戶價值的 0.05％之投資標的單位以作為每月保

單管理費，且本項費用收取下限為新臺幣 45 元，上限為新臺幣 150 元，惟

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ETF 申購手續費 

(1)購買：依要保人決定之投資組合購買之投資標的，按要保人當時所繳交

之保險費乘以購買該投資標的之配置比例，以前開金額之 1％作為 ETF

申購手續費。 

(2)投資標的轉換：依要保人轉換之投資組合購買轉入之投資標的，按要保

人轉出金額乘以轉入投資標的之配置比例，以前開金額之 1％作為 ETF

申購手續費。 

本項「ETF 申購手續費」之適用，以本契約購買（轉入）之投資標的為國外

交易所買賣之指數股票型基金為限，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或

其它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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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標的經理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依本契約第十四條約定為投資標的之轉換所

收取之費用。於同一保單年度累計要保人分別自目標保險費帳戶及超額保

險費帳戶辦理投資標的之轉換次數，總計得免費轉換投資標的十二次，超

過十二次時，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之轉換費用。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

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6.其他費用(詳列費用項目)  

ETF 管理費用 

自本契約生效日起，依要保人所決定之投資組合中投資標的為國外交易所

買賣之指數股票型基金，並依本契約第九條約定按月扣除與 ETF 管理費用

價值相當之投資標的單位，每月為該投資標的價值的 0.1％，惟本公司保有

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項「ETF 管理費用」僅適用於投資標的為國外交易所買賣之指數股票型基

金。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第 7 年及以後 

解約費用率 8% 7% 6% 5% 4% 2% 0% 

解約費用按申請契約終止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解約費用率計算之，惟本公

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註1：如果被保險人符合本契約條款所約定之重度重大疾病、失能或生命末

期情形者，本公司於計付解約金時將不扣除解約費用。 

2.部分提領費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第 7 年及以後 

部分提領費用

率 

8% 7% 6% 5% 4% 2% 0% 

部分提領費用按申請部分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以部分提領費用率計算之

，惟本公司保有變動之權利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註1：如贖回之金額在投資標的保單帳戶價值的百分之十（含）範圍內，得

免扣除解約費用，但每一保單年度僅限一次。 

註2：如果被保險人符合本契約條款所約定之重度重大疾病、失能或生命末

期情形者，本公司於計付部分提領之金額時將不扣除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詳列費用項目) 

保險成本 

依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

保額計算，並依本契約第九條約定按月扣除與保險成本價值相當之投資標

的單位。(本公司收取之各保險年齡每月保險成本如附表三。) 

保險成本費率原則上將隨著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的增長而逐年提高。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註：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要保人得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提供之商

品說明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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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豐沛一生(躉繳)變額壽險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本批註條款本公司無收取任何費用，惟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費用如下： 

於計算非結構型債
券投資標的淨值時
已先扣除之費用
(由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 

保管費 
依非結構型債券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不另外收取。 

經理費 
依非結構型債券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不另外收取。 

投資人服務費 
依非結構型債券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不另外收取。 

註：各非結構型債券之保管費、經理費、投資人服務費及其實際金額，以當時非結構型債券公開說明書/投資人

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倘有其他相關營運管理費用或法定費用，則依當時非結構型債券

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惟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保有變更之權利，亦

保有得不予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扣除而額外收取該費用之權利，其實際金額及其收取情形以當時非結構型

債券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 

南山人壽豐沛一生(躉繳)變額壽險可分配收益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下述所收取之費用均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本批註條款本公司無收取任何費用，惟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費用如下： 

於計算本批註條款
附表三所列非結構
型債券投資標的淨
值時已先扣除之費
用（由投資標的所
屬公司收取） 

保管費 

依本批註條款附表三所列非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

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

先扣除，不另外收取。 

經理費 

依本批註條款附表三所列非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

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

先扣除，不另外收取。 

投資人服務費 

依本批註條款附表三所列非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

須知或其他相關規定，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

先扣除，不另外收取。 

註：本批註條款附表三所列各非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之保管費、經理費、投資人服務費及其實際金額，以當時非

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倘有其他相關營運管理

費用或法定費用，則依當時非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

為準，惟各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保有變更之權利，亦保有得不予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扣除而額外收取該費用

之權利，其實際金額及其收取情形以當時非結構型債券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

屬公司通知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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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商品中文名稱 預定附加費用率 
南山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三) 無 

南山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二) 無 

南山人壽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一) 無 

南山人壽投資標的自動平衡批註條款 無 

南山人壽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無 

南山人壽變額壽險投資標的自動平衡批註條款 無 

南山人壽變額年金保險投資標的自動平衡批註條款 無 

南山人壽收益分配投資標的異動批註條款 無 

註：適用於所有投保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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