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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額繳清保險之規範 

 

1. 宏泰人壽美金旺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

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

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

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2. 宏泰人壽真心小額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

者為限。  

 

3. 宏泰人壽 e起真心小額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

者為限。  

 

4. 宏泰人壽泰好貸平準型定期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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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

小者為限。  

 

5. 宏泰人壽泰好貸遞減型定期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

小者為限。  

 

6. 宏泰人壽金豐利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

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7. 宏泰人壽定期壽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要保

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契約條

款第十六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8. 宏泰人壽定期壽險附約(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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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附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契約條

款第十七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9. 宏泰人壽 e起安心定期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10. 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要保

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契約條

款第十二條與第十四條之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及契約條款第十六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

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11. 宏泰人壽新重大疾病及嚴重特定傷病終身保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要保

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契約條

款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及契約條款第十七

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

為限。 

第一項情形，在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成契約條款附表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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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完全失能項目之一並經診斷確定者，契約條款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約定之所繳保險費並加計

利息改以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時之躉繳保險費計算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 

前項加計利息，係以躉繳保險費為基礎，自辦理減額繳清保險生效日起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或致

成契約條款附表三所列完全失能項目之一並經診斷確定日止，依契約條款第十五條第四項約定

之利率及計息方式計算。 

 

12. 宏泰人壽健康一生醫療型終身保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除第二十三條與第二十四條之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

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第一項情形，在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成附表二所列完全失

能項目之一並經診斷確定者，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約定之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改以辦理

「減額繳清保險」時之躉繳保險費計算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 

前項加計利息，係以躉繳保險費為基礎，自辦理減額繳清保險生效日起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或致

成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項目之一並經診斷確定日止，依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五項

約定之利率及計息方式計算。 

 

13. 宏泰人壽多多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

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

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

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14. 宏泰人壽金美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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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

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安心終身壽險(實物給付型)：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除不包含「安葬實物給付」外，其餘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

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

者為限。 

 

 宏泰人壽佳倍優醫療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保

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除保單條款第十九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同，但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

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第一項情形，在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者，保單條款第十七條約

定之所繳保險費改以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時之躉繳保險費計算退還所繳保險費。 

 

 宏泰人壽金鑫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

險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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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金富利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

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金添利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保單條款第十七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同，

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

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美利鑫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保單條款第十八條豁免保險費不適用外，其餘

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

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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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金優利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

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

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

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鑫利年年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保險單面頁。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

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美利傳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保險單面頁。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保單條款第十八條豁免保險費不適用外，

其餘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宏泰人壽美利增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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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

「減額繳清保險」，其「基本保險金額」如保險單面頁。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其保險範圍除第保單條款十八條豁免保險費不適用外，

其餘與原契約同，但「基本保險金額」以減額繳清保險金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

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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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定期保險之規範 

 

1. 宏泰人壽美金旺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

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

期定期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當年度保險金額」，以及依「保險金額」按年繳繳費方式計算之

保險費總額的一點零五倍(不含附加條件承保所加收之保險費)，二者金額取大者扣除保險單借

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保險單條款附

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零五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到達一百零五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

保險費，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保險單之展期

保險金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險單條款第十三條及第十六條之約定。 

 

2. 宏泰人壽真心小額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

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

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前項所稱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最近一期所繳保險費之保單年度數對應依保單條

款第二條約定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約定。  

 

3. 宏泰人壽 e起真心小額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

http://www.hontai.com.tw/09pages/htview.aspx?Uid=ABH05&Cid=05400&Pid=IP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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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

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前項所稱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最近一期所繳保險費之保單年度數對應依保單條

款第二條約定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五條之約定。  

 

4. 宏泰人壽金豐利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扣除

按「保險金額」依第十六條約定對應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額後，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

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

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一條、保單條款第十六條及保單條款

第十七條之約定。 

 

5. 宏泰人壽宏觀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

繳保險費，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

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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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6. 宏泰人壽新重大疾病及嚴重特定傷病終身保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且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

後，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

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

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但不得超過原契約的滿期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滿期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

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

保險」。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

為限。 

要保人申請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本契約契約條款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即不適用；保險

金之計算以展期定期保險金額為準，本契約契約條款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所約定以二者之較大

值給付保險金亦不適用。 

 

7. 宏泰人壽健康一生醫療型終身保險(不分紅保單)：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且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

後，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

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

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

原契約的滿期日。 

要保人依前項辦理「展期定期保險」後，本契約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即不適用。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滿期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

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

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8. 宏泰人壽多多福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

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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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

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

零五歲之「保單週年日」。 

前項所稱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最近一期所繳保險費之保單年度數對應依保險單

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到達一百零五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

保險費，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保險單之展期

保險金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險單條款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之約定。 

 

9. 宏泰人壽金美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扣除按

「保險金額」依第十八條約定對應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額後，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

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

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三條、保單條款第十八條及保單條款

第十九條之約定。 

 

10. 宏泰人壽佳倍優醫療終身保險：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後，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

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

「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金額為申請當時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

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

年齡到達一百零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13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

百零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

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

限。 

要保人申請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即不適用；

保險金之計算以展期定期保險金額為準。 

 

11. 宏泰人壽金鑫利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扣除

按「保險金額」依保單條款第十八條約定對應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額後，再扣除保險單借

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

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之約定。 

 

12. 宏泰人壽金富利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扣除

按「保險金額」依保單條款第十六條約定對應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額後，再扣除保險單借

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

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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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約定。 

 

13. 宏泰人壽金健康醫療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類保險的「減額繳清保險」，其「住

院日額」如附表。要保人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後，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其保險範圍除保單條款第二十六條不適用外，其餘與原契約同，但「住院日額」以減額繳清「住

院日額」為準。 

要保人選擇改為「減額繳清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住院日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其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

者為限。 

第一項情形，在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者，保單條款第二十四條

約定之所繳保險費改以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時之躉繳保險費計算。 

 

14. 宏泰人壽金添利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屆滿一百一十歲

之保單週年日。 

前項所稱申請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最近一期所繳保險費之保單年度數對應依保單條

款第二條約定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屆滿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

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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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宏泰人壽美利鑫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基本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

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屆滿一百一十歲之

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屆滿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

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之約定。 

 

16. 宏泰人壽金優利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扣除

按「保險金額」依保單條款第十六條約定對應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額後，再扣除保險單借

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附表，但不得

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屆滿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屆滿

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附表。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增值回饋分享金、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

費的情形，本公司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加上本公司應給付的增值回饋分享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

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約定。 

 

17. 宏泰人壽鑫利年年美元利率變動型還本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扣除

按「保險金額」依保單條款第十八條約定對應領取之「生存保險金」總額後，再扣除保險單借

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保險單面頁，

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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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

百一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

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保險單面頁。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以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之約定。 

 

18. 宏泰人壽美利傳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保險單面頁，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

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

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保險單面頁。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之約定。 

 

19. 宏泰人壽美利增富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

後的數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為「展期定期保險」，其展期定期保險

金額為申請當時「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後之餘額。要保人

不必再繼續繳保險費，其展延期間如保險單面頁，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

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 

如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

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原契約繳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保險單面頁。 

要保人選擇改為「展期定期保險」當時，倘有保險單借款或欠繳、墊繳保險費的情形，本公司

將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欠繳保險費或借款本息或墊繳保險費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淨額辦

理。 

本條營業費用以原「基本保險金額」之百分之一或原「基本保險金額」所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與解約金之差額，兩者較小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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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後，不適用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之約定。 

 

更新頻率：事實發生或內容異動之日起 30日內揭露 

維護單位：商品營運系統 

最新更新日期：2022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