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聯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轉換指定交易日批註條款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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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www.allianz.com.tw；免費服務(申訴)電話：0800-007668；傳真：02-87895008；電子信箱(E-mail)：
0800007668@allianz.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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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批註條款之訂立及優先效力
本安聯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轉換指定交易日批註條
款（以下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件】所列之本公司
投資型保險（以下稱本契約）。
本批註條款需經要保人提出申請且經本公司同意後始生
效力。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
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
第二條 投資標的轉換指定交易日
要保人依本契約約定申請將指定轉出投資標的之投資標
的價值轉出至其他投資標的時，得於申請書事先指定轉換
日期及約定每次轉出金額，本公司於同意後應將各該指定
轉換日期皆視為本公司收到申請書之日期，並依本契約之
投資標的轉換約定辦理。要保人於申請書約定之轉出投資
標的以本契約之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全權委託帳
戶及貨幣帳戶(或停泊帳戶)為限。
前項實際轉出金額約定如下：
一、 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及全權委託帳戶：本公司
於各指定轉換日期按要保人約定每次轉出金額，除以
約定轉出投資標的於各該指定轉換日期前最近之投
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轉出單位數後，再乘以約定轉出
投資標的依本契約之投資標的轉換約定計算該投資
標的單位淨值之金額。
二、 貨幣帳戶(或停泊帳戶)：為約定每次轉出金額。
第一項約定轉出投資標的於各該指定轉換日期若有其他
交易尚未完成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無法確認
轉出投資標的價值者，該次轉換將不執行，該次後之其他
指定轉換日期仍依約定執行轉換交易。
第一項約定轉出投資標的於各該指定轉換日期前最近之
投資標的價值若不足約定轉出之金額時，本公司改以該投
資標的價值為實際轉出金額。
要保人依第一項提出申請時將依本契約約定收取投資標
的轉入費用、轉換費用、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或平台申購
手續費，若本契約收取轉換費用且同一次申請有指定一個
以上之轉換日期時，本公司視為一次轉換次數計收轉換費
用。若轉入之投資標的收取投資標的轉入費用、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或平台申購手續費時，將依本契約約定辦理。
第三條 匯率計算
要保人依第二條提出申請並依本契約之投資標的轉換約
定辦理，若其匯率適用日非營業日時，將適用次一營業日
之匯率。
前項所稱營業日係指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共同之營業
日。
第四條 本批註條款之不再適用
本契約或本批註條款有下列各款情形者，本批註條款不再
適用：
一、 本批註條款第二條約定轉出之投資標的已無投資標
的價值時。
二、 本批註條款第二條約定轉入之投資標的已依本契約
約定關閉、終止或暫時終止時。
三、 要保人申請停止適用本批註條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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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安聯人壽運轉乾坤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運轉乾坤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添十遞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時來運轉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福利雙鑫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農來發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幸福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雙雙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雙雙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大發利市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大發利市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大發利市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大發利市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集利 88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集利 88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安聯人壽富貴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富貴雙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安聯人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104)/安聯人
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109)
八十九、
安聯人壽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安
聯人壽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9)
九十、
安聯人壽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保險(104)
九十一、
安聯人壽超優勢變額年金保險(104)
九十二、
安聯人壽國際優勢外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九十三、
安聯人壽元大環球金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九十四、
安聯人壽豐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104)/安聯
人壽豐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109)
九十五、
安聯人壽富貴長紅變額年金保險(104)
九十六、
安聯人壽盛利精選變額萬能壽險(104)
九十七、
安聯人壽盛利精選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九十八、
安聯人壽吉利久久變額萬能壽險(104)/安聯
人壽吉利久久變額萬能壽險(109)
九十九、
安聯人壽滿福保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
安聯人壽如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零一、 安聯人壽享樂多變額萬能壽險(104)/安聯人
壽享樂多變額萬能壽險(109)
一百零二、 安聯人壽滿鑫保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零三、 安聯人壽鑫利多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零四、 安聯人壽智勝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零五、 安聯人壽幸福久久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零六、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零七、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零八、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零九、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一十、 安聯人壽至尊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一十一、 安聯人壽至尊贏家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一十二、 安聯人壽新滿福保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一十三、 安聯人壽吉星長紅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一十四、 安聯人壽新大富大貴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五、 安聯人壽新大富大貴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六、 安聯人壽新贏家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七、 安聯人壽新贏家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八、 安聯人壽民富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一十九、 安聯人壽新豐收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安聯人壽新豐收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109)
一百二十、 安聯人壽金鑽一○○外幣變額萬能(104)
一百二十一、 安聯人壽旗開得勝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二十二、 安聯人壽旗開致勝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二十三、 安聯人壽運轉乾坤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二十四、 安聯人壽運轉乾坤外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二十五、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二十六、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二十七、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
安聯人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
二、
安聯人壽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三、
安聯人壽新趨勢變額遞延年金保險
四、
安聯人壽超優勢變額年金保險
五、
安聯人壽國際優勢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六、
安聯人壽新優勢變額年金保險
七、
安聯人壽元大環球金融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八、
安聯人壽掌握先機變額年金保險
九、
安聯人壽點指成金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十、
安聯人壽國際觀變額年金保險
十一、 安聯人壽國際觀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十二、 安聯人壽金鑽精選變額萬能壽險
十三、 安聯人壽吉利高昇變額萬能壽險
十四、 安聯人壽利上精選變額萬能壽險
十五、 安聯人壽掌握趨勢變額萬能壽險
十六、 安聯人壽掌握趨勢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十七、 安聯人壽如意寶變額萬能壽險
十八、 安聯人壽卓越變額萬能壽險
十九、 安聯人壽吉利長紅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 安聯人壽超優勢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一、 安聯人壽豐富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二、 安聯人壽精選優勢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三、 安聯人壽富貴長紅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四、 安聯人壽盛利精選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五、 安聯人壽盛利精選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六、 安聯人壽吉利久久變額萬能壽險
二十七、 安聯人壽享利多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八、 安聯人壽享利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九、 安聯人壽年年發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 安聯人壽滿福保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一、 安聯人壽薪欣向榮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二、 安聯人壽金鑽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三、 安聯人壽如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四、 安聯人壽享樂多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五、 安聯人壽滿鑫保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六、 安聯人壽鑫利多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七、 安聯人壽智勝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八、 安聯人壽幸福久久變額萬能壽險
三十九、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一、 安聯人壽富貴雙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二、 安聯人壽富貴雙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三、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四、 安聯人壽富貴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五、 安聯人壽新富貴雙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六、 安聯人壽新富貴雙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七、 安聯人壽新富貴雙星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八、 安聯人壽新富貴雙星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九、 安聯人壽至尊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 安聯人壽至尊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一、 安聯人壽新滿福保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二、 安聯人壽吉星長紅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三、 安聯人壽大富大貴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四、 安聯人壽大富大貴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五、 安聯人壽贏家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六、 安聯人壽贏家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七、 安聯人壽新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八、 安聯人壽新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九、 安聯人壽民利雙收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
六十、 安聯人壽民富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
六十一、 安聯人壽新豐收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二、 安聯人壽金鑽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三、 安聯人壽旗開得勝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四、 安聯人壽旗開致勝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五、 安聯人壽運轉乾坤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六、 安聯人壽運轉乾坤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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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八、 安聯人壽事事如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二十九、 安聯人壽添十遞利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三十、 安聯人壽時來運轉變額萬能壽險(104)/安聯
人壽時來運轉變額萬能壽險(109)
一百三十一、 安聯人壽福利雙鑫變額年金保險(104)
一百三十二、 安聯人壽幸福滿滿變額萬能壽險(104)
一百三十三、 安聯人壽大吉大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四、 安聯人壽大吉大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五、 安聯人壽集利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六、 安聯人壽集利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七、 安聯人壽多福多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八、 安聯人壽多福多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九、 安聯人壽豐利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 安聯人壽豐利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一、 安聯人壽豐利豐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二、 安聯人壽豐利豐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三、 安聯人壽遠滿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四、 安聯人壽遠滿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五、 安聯人壽遠滿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六、 安聯人壽遠滿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七、 安聯人壽超世紀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八、 安聯人壽多福多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九、 安聯人壽多福多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 安聯人壽富貴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一、 安聯人壽富貴雙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二、 安聯人壽雙雙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三、 安聯人壽雙雙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四、 安聯人壽雙雙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五、 安聯人壽雙雙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六、 安聯人壽金采可期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七、 安聯人壽金采可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八、 安聯人壽點十成金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九、 安聯人壽集利 88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 安聯人壽遠滿華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一、 安聯人壽遠滿華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二、 安聯人壽遠滿華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六十三、 安聯人壽遠滿華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六十四、 安聯人壽富利年年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五、 安聯人壽厚利讚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六、 安聯人壽厚利讚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七、 安聯人壽六六大順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八、 安聯人壽六六大順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九、 安聯人壽六六大順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 安聯人壽六六大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一、 安聯人壽福祿双喜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二、 安聯人壽六福臨門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三、 安聯人壽六福臨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四、 安聯人壽六福臨門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五、 安聯人壽六福臨門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七十六、 安聯人壽新至尊贏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七、 安聯人壽新至尊贏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八、 安聯人壽厚利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七十九、 安聯人壽厚利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八十、 安聯人壽厚利發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八十一、 安聯人壽厚利發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八十二、 安聯人壽富貴長勝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八十三、 安聯人壽富貴長勝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八十四、 安聯人壽活利優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八十五、 安聯人壽活利優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八十六、 安聯人壽活利優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八十七、 安聯人壽活利優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八十八、 安聯人壽好利 GO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八十九、 安聯人壽好利 GO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九十、 安聯人壽好利 GO 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九十一、 安聯人壽好利 GO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九十二、 安聯人壽富貴大亨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九十三、 安聯人壽富貴大亨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九十四、 安聯人壽富貴大亨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九十五、 安聯人壽富貴大亨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九十六、 安聯人壽厚利星旺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九十七、 安聯人壽厚利星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九十八、 安聯人壽滙聚天王變額萬能壽險/安聯人壽
滙聚天王變額萬能壽險(109)
一百九十九、 安聯人壽滙聚天王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安聯
人壽滙聚天王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9)
二百、
安聯人壽豐盈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零一、 安聯人壽豐盈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零二、 安聯人壽六福旺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零三、 安聯人壽六福旺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零四、 安聯人壽大豐收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零五、 安聯人壽大豐收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零六、 安聯人壽大豐收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零七、 安聯人壽大豐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零八、 安聯人壽豪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零九、 安聯人壽豪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一十、 安聯人壽吉利亨通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一十一、 安聯人壽吉利亨通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一十二、 安聯人壽豐利年年變額萬能壽險/安聯人壽
豐利年年變額萬能壽險(109)
二百一十三、 安聯人壽豐利年年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安聯
人壽豐利年年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9)
二百一十四、 安聯人壽吉星報喜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一十五、 安聯人壽吉星報喜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一十六、 安聯人壽吉星報喜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一十七、 安聯人壽吉星報喜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一十八、 安聯人壽非常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一十九、 安聯人壽非常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二十、 安聯人壽豐采世紀變額萬能壽險/安聯人壽
豐采世紀變額萬能壽險(109)
二百二十一、 安聯人壽豐采世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安聯
人壽豐采世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9)
二百二十二、 安聯人壽豐沛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二十三、 安聯人壽豐沛人生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二十四、 安聯人壽豐沛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二十五、 安聯人壽豐沛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二十六、 安聯人壽大贏家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二十七、 安聯人壽大贏家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二十八、 安聯人壽大贏家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二十九、 安聯人壽大贏家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三十、 安聯人壽吉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三十一、 安聯人壽吉星高照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二百三十二、 安聯人壽吉星高照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三十三、 安聯人壽吉星高照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三十四、 安聯人壽吉利亨通變額年金保險
二百三十五、 安聯人壽吉利亨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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