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 台灣人壽擁有本簡報檔之智慧財產權，未經台灣人壽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重製、改作、傳輸、播送、發行其全部或部分之內容或為其他利用。

自主投資平台上

最安心的選擇

團體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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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自主投資平台上多元的投資標的

自主投

資平台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生命週期

型

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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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退休新思維

基金轉年金，退休領現金

維持退休生活品質，提供源源不絕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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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台灣人壽

金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B型)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06年6月20日台壽字第1062320106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
1.年金給付
2.返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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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投資平台上最安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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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架構說明

資料來源：2016/10/10華視

年金累積期間

被保險人
加保日

保單帳戶價值累積
(依宣告利率計算)

年金給付
開始日

年金給付方式可二擇一:

1.一次給付

2.分期給付(月/年)

 保證期間(10年、20年、30年)

 保證金額

年金生命表
終極年齡

➢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選擇於年金累積期間達6年後之特定日作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
得超過保險年齡達90歲之保單週年日。

➢ 每期給付年金金額是依據年金給付開始日當時預定利率及年金生命表計算。

年金給付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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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團體年金_三方關係示意圖

保險公司 (管理及運用)

公共帳戶

私校儲金會
(要保人)

私校教職員
(被保險人)

個人帳戶

未
歸
帳
戶

六年內退出

已
歸
帳
戶

1.每年(月)
領年金

2.一次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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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自主投資平台上最安心的選擇

新臺幣計價無匯兌風險

依宣告利率穩健累積資產

給付方式多元選擇，資金運用更靈活

免體健、免健告



第8頁共21頁
※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宣告利率

• 台灣人壽於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當月宣告並用以計算該年度各帳

戶價值之利率，該利率台灣人壽將參考台灣人壽此類商品可運用資金之

投資組合收益，扣除相關費用，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且不得低於

1.2%。

• 本契約宣告利率將於台灣人壽網站公告之，同一保單年度內均適用該保

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

宣告利率

台灣人壽網站：https://www.taiwanlife.com/investment-rate-interest-rate

私校儲金會年金保單週年日:每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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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附加費用及解約費用

相關費用表

附加
費用

所繳保費之1.15%，台灣人壽得於評估實際費用後調整此附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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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約
費用

公共帳戶解約費用為依解約之公共帳戶價值，乘上本契約所約定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
用率；個人帳戶解約費用則為依個人帳戶價值，乘上本契約所約定被保險人參加保險
年度(加保日起算)之解約費用率。各保單年度及參加保險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參加保險年度

1 2 3 4 5 6
7(含)

以後

解約費用率 2% 1.8% 1.5%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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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年金給付的開始日

•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選擇於年金累積期間達6年後之特定日作為年金給付開始

日，但不得超過保險年齡達90歲之保單週年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做給付開

始日的選擇時，台灣人壽以被保險人達70歲之保單週年日作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30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台

灣人壽變更年金給付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付開始日須在申請日30日之後，

且需符合前項給付日之約定。

• 台灣人壽應於被保險人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年金

給付內容。

年金給付的開始日

• 為「被保險人保險年齡90歲」

本專案約定預設年金給付開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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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年金金額的給付方式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投保時應與台灣人壽約定，選擇下列其中一種年金給付方式：

•一次給付：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仍生存，台灣人壽依保險單條款第八條約定方式計

算至年金給付開始日為止的已歸帳戶及自費帳戶價值（自費帳戶如有帳戶借款應扣除借款

本金及其應付利息）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本人，該被保險人部分之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年金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台灣人壽依保險單條款第十條計算之年

金金額於下列約定日期，按期給付予被保險人。

•年給付型：年金給付開始日及年金保單週年日。

•月給付型：年金給付開始日及年金保單週月日。

•若選擇月給付型，且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提領屆滿後身故者，其身故日至下一

個年金保單週年日前之未給付年金餘額，依本契約之預定利率計算其現值給付之。

年金金額給付

• 為「一次給付」

本專案約定預設年金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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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身故時作業方式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年金給付開始日前者：

•台灣人壽將返還該被保險人之個人帳戶價值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該被保險人

部分之契約效力即行終止。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年金給付開始日後者：

•如仍有未支領之年金餘額，台灣人壽依下列方式計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一次給付予身

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該被保險人部分之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保證期間：按本商品之預定利率以年複利折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後之現值給付。

•保證金額：按保證金額扣除已領取年金金額後之餘額給付。

返還個人帳戶價值

•在私校任職期間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身故時，依私校退撫條例第29條所規定之領受人暨

其順序、比率返還本人之個人帳戶價值予本人之法定繼承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身故時，

則依民法所規定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及順位給付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若非於私校任職期間身故時，則依民法所規定返還該本人之個人帳戶價值予本人之法定繼

承人。

本專案約定身故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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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宣告利率係指台灣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當月宣告並用以計算該年度各帳戶價值之利率，該利率台灣人壽將參考台灣人壽此類
商品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組合收益，扣除相關費用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之，且不得低於1.2%。本契約宣告利率將於台灣人壽網站公告之，同一保
單年度內均適用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

【庫存儲金投入】範例說明_保費100萬

55歲女性，將自主投資平台庫存儲金投入「台灣人壽金福企利率變動型團體年金保險(B型)」保險費100萬元，附加費用率1.15%，
若假設以宣告利率1.3%、1.55%及1.8%三種宣告利率，並假設每年宣告利率維持不變情況下，各年度帳戶價值計算結果如下：

每年
1.55
%

增值

費用率1.15%
宣告1.55%
帳戶價值
第一年就超過
投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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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庫存儲金投入】範例說明_保費100萬

1. 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36,000元(年給付型)或新臺幣3,000元(月給付型)時，台灣人壽改依其已歸帳戶及自費帳戶價值合計數(

自費帳戶如有帳戶借款應扣除借款本金及其應負利息)，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一次給付年金受益人，該被保險人部分之契約即行終止。
2. 年金金額之計算係以假設預定利率2%以及假設預定死亡率為第二回年金生命表的100%推估，此狀況可能因為年金給付開始當時之利率

環境及年金生命表修改而有不同之年金數值，僅供客戶參考，實際年金金額將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精算後通知要保人。

累積滿6年(保險年齡61歲)：一次給付年金1,084,067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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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庫存儲金投入】範例說明_保費100萬

1. 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36,000元(年給付型)或新臺幣3,000元(月給付型)時，台灣人壽改依其已歸帳戶及自費帳戶價值合計數(

自費帳戶如有帳戶借款應扣除借款本金及其應負利息)，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一次給付年金受益人，該被保險人部分之契約即行終止。
2. 年金金額之計算係以假設預定利率2%以及假設預定死亡率為第二回年金生命表的100%推估，此狀況可能因為年金給付開始當時之利率

環境及年金生命表修改而有不同之年金數值，僅供客戶參考，實際年金金額將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精算後通知要保人。

累積滿10年(保險年齡65歲)：一次給付年金1,152,858元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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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參加資格

年齡

• 年滿55歲至70歲之教職員

儲金

• 庫存儲金滿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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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加保作業流程

填寫「個資蒐集
同意書」且符合
資格

自行於線上專屬
平臺執行轉換

保單生效，進入
年金累積期

保險公司派專員
說明保單內容

確定投保並簽妥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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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退保作業流程

書面申請 檢核資格

台灣人壽受理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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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變更計畫(金額)作業流程

平台上申請 通知台灣人壽

受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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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變更資料作業流程

書面申請 通知台灣人壽

受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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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團體年金服務人員聯窗口

地區 服務人員 手機 E-mail

台北、基隆、宜蘭、花蓮
台東、桃園、新竹、苗栗

陳玟廷 0988-956-867 sarachen@taiwanlife.com

台中、彰化、雲林、南投 童雪雲 0938-941-122 tsc@taiwanlife.com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王聖芬 0919-190-135 rfk@taiwan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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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報檔非保險契約，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保單條款及台灣人壽核保及保全作業規定為準。

Q& A


	投影片 1: 自主投資平台上 最安心的選擇 團體年金保險
	投影片 2:                                        自主投資平台上多元的投資標的
	投影片 3:                                                           退休新思維
	投影片 4:                                      自主投資平台上最安心的選擇
	投影片 5: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架構說明
	投影片 6:                                         團體年金_三方關係示意圖
	投影片 7:                                         自主投資平台上最安心的選擇
	投影片 8:                                                           宣告利率
	投影片 9:                                               附加費用及解約費用
	投影片 10:                                                    年金給付的開始日
	投影片 11:                                                 年金金額的給付方式
	投影片 12:                                                      身故時作業方式
	投影片 13:                               【庫存儲金投入】範例說明_保費100萬
	投影片 14:                               【庫存儲金投入】範例說明_保費100萬
	投影片 15:                              【庫存儲金投入】範例說明_保費100萬
	投影片 16:                                                            參加資格
	投影片 17:                                                       加保作業流程
	投影片 18:                                                         退保作業流程
	投影片 19:                                               變更計畫(金額)作業流程
	投影片 20:                                                     變更資料作業流程
	投影片 21:                                            團體年金服務人員聯窗口
	投影片 22: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