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聯人壽新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連結政府公債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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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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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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人壽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安聯人壽國際
優勢外幣變額年金保險、安聯人壽超優勢變額年
金保險、安聯人壽卓越變額萬能壽險、安聯人壽
超優勢變額萬能壽險及安聯人壽新趨勢變額遞
延年金保險之商品：
1.第一期保險費餘額：指第一期保險費餘額投入
日。
2.其他保險費：指本契約條款約定之「保險費實
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估日」。
(二) 適用本契約為安聯人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
(104) 、 安 聯 人 壽 世 界 觀 外 幣 變 額 萬 能 壽 險
(104)、安聯人壽國際優勢外幣變額年金保險
(104)、安聯人壽超優勢變額年金保險(104)及安
聯人壽新趨勢變額遞延年金保險(104)之商品：
1.首次投資配置金額:指首次投資配置日，但若保
險費實際入帳日晚於該日者，則延至實際入帳
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2.不定期保險費：指不定期保險費實際入帳日及
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保險費日二者較晚發
生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三、資產評價日：係指本契約約定之資產評價日或資產
評估日。
第三條 投資標的之適用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本契約，其投資標的除依本契約約定
外，將新增「政府公債」（Government Bond，有關政府
公債之介紹請參閱【附件】）供要保人作為投資標的配
置的選擇。
要保人若選擇投資標的為政府公債者，其於該政府公債
銷售期間約定投入之金額需先分配至貨幣型帳戶，俟該
政府公債之約定投資日時，扣除政府公債申購手續費後
(如【附件】)再轉投入該政府公債。而本公司亦將於該政
府公債到期日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應於到期日
前通知本公司該到期金額之處理方式（如重新分配投資
標的或部分提領）；若要保人未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時，則
視同選擇分配至貨幣型帳戶。
第四條 投資標的之轉換
要保人申請投資標的轉換時，將無法選擇轉入本批註條
款適用之政府公債。（其說明如附件）
第五條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政府公債每資產評價日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參考彭
博資訊系統一般性報價（Bloomberg Generic）所公布之未
含息買賣價格之平均值換算本標的每單位之未含息淨值
後，再加上累計至當日未配發之應計配息計算而得。該
單位淨值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告之。
第六條 投資標的贖回及轉換價格適用日
（適用本契約為安聯人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104) /安
聯人壽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安聯人壽國際優
勢外幣變額年金保險(104) /安聯人壽超優勢變額年金保
險(104) /安聯人壽新趨勢變額遞延年金保險(104)之商品）
政府公債之投資標的贖回及轉換價格適用日，準用本契
約海外債券型基金之約定。
第七條 收益分配（配息）
本批註條款提供之政府公債如有收益分配時，本公司將
依本契約所持該政府公債價值之比例將該收益分配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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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批註條款之訂立及優先效力
本安聯人壽新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連結政府公債批註條
款（以下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下列之本公司投資型
保險（以下稱本契約）。
一、 安聯人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安聯人壽新卓越變額
萬能壽險(104)
二、 安聯人壽世界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安聯人壽世界觀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104)
三、 安聯人壽國際優勢外幣變額年金保險/安聯人壽國際
優勢外幣變額年金保險(104)
四、 安聯人壽超優勢變額年金保險/安聯人壽超優勢變額
年金保險(104)
五、 安聯人壽卓越變額萬能壽險
六、 安聯人壽超優勢變額萬能壽險
七、安聯人壽新趨勢變額遞延年金保險/安聯人壽新趨勢
變額遞延年金保險(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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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定義
本批註條款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貨幣型帳戶：係指按下列各款依序指定之投資標的：
(一) 與要保人選擇連結之政府公債相同幣別之停泊
帳戶。
(二) 與要保人選擇連結之政府公債相同幣別之貨幣
帳戶。
(三) 與要保人選擇連結之政府公債相同幣別之貨幣
型基金。若同時有多檔貨幣型基金，以本契約投
資標的彙整表排列在前之貨幣型基金為貨幣型
帳戶。
(四) 新臺幣停泊帳戶。
(五) 新臺幣貨幣帳戶。
(六) 美元停泊帳戶。
(七) 美元貨幣帳戶。
二、保費入帳日期：係指下列各款之日期：
(一) 適用本契約為安聯人壽新卓越變額萬能壽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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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九) 到期日：西元 2026 年 02 月 15 日（發行國家時
間）。
(十) 票面利率：每年 6%。
(十一) 配息日：自約定投資日起之後每年之 02/15、
08/15 直至 2026/2/15 (含)止（前述日期為發
行國家時間，若該日非發行國家營業日，則
順延至下一個營業日）。
(十二) 投資標的相關費用：
1. 政府公債申購手續費 0.3%。
2. 政府公債經理費
無。
3. 政府公債保管費
無。
每年為名目本金（每
單位面額×單位數）之
4. 政府公債管理費
0.3%，並自該標的之
收益分配（配息）中
扣除。
5. 政府公債贖回費用 無。
6. 政府公債轉換費用 同本契約約定。
7. 政府公債其它費用 無。
註：
1.有關投資標的之詳細內容、費用與風險請參閱「投
資標的說明書」。
2.本公司給付收益分配（配息）時，將先扣除本公
司收取之投資標的管理費後給付。

保人，但若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
之。政府公債之收益分配（配息），應先扣除本公司收
取之投資標的管理費（如【附件】）後給付。
前項分配之收益，要保人得選擇以現金給付或轉入貨幣
型帳戶。
要保人選擇現金給付時，應以匯入要保人帳戶為原則。但
若因要保人未提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或帳戶已結清
以致無法匯款時，該次收益分配將改以投入貨幣型帳戶
之方式處理。

【附件】政府公債說明
本批註條款所提供之政府公債，其內容依銷售期間彙整
如下，而其詳細資料請參閱銷售當時之投資標的說明書
或於本公司網站查詢。
本批註條款提供政府公債之約定投資日為保費入帳日期
之最後一天，為避免投資標的轉換交易報價時間不一造
成超過約定投資日而致無法投入，故不提供轉入之選擇。
一、投資標的代碼：USDGB00080
(一) 銷售期間：西元 2019 年 03 月 11 日至西元 2019
年 12 月 31 日。
(二) 約定投資日：為按保費入帳日期依下表對應之
日期，但若該日非資產評估日(或資產評價日)
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估日(或資產評價
日)。若保費入帳日在西元 2020 年 01 月 06 日
後時，本公司應通知要保人重新選擇投資標
的，要保人未重新選擇前，投資之金額將暫存
至「貨幣型帳戶」計息。
保費入帳日期
約定投資日
2019/03/11

~

2019/03/22

2019/03/22

2019/03/23

~

2019/04/08

2019/04/08

2019/04/09

~

2019/04/23

2019/04/23

2019/04/24

~

2019/05/06

2019/05/06

2019/05/07

~

2019/05/20

2019/05/20

2019/05/21

~

2019/06/05

2019/06/05

2019/06/06

~

2019/06/20

2019/06/20

2019/06/21

~

2019/07/05

2019/07/05

2019/07/06

~

2019/07/22

2019/07/22

2019/07/23

~

2019/08/05

2019/08/05

2019/08/06

~

2019/08/20

2019/08/20

2019/08/21

~

2019/09/05

2019/09/05

2019/09/06

~

2019/09/20

2019/09/20

2019/09/21

~

2019/10/07

2019/10/07

2019/10/08

~

2019/10/21

2019/10/21

2019/10/22

~

2019/11/05

2019/11/05

2019/11/06

~

2019/11/20

2019/11/20

2019/11/21

~

2019/12/05

2019/12/05

2019/12/06

~

2019/12/20

2019/12/20

2019/12/21
~ 2020/01/06
2020/01/06
(三) 債券名稱：美國政府公債 6%, 2026/02/15
(四) 發行國家：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五) 發行國家主權評等：Moody's / Aaa ; Fitch /
AAA。
(六) 計價幣別：美元 USD。
(七) 每單位面額：100 美元。
(八) 發行日：西元 1996 年 02 月 15 日（發行國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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