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型保險匯率參考機構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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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12899、傳真電話：02-6636-3457、電子信箱(E-mail)：group_assurance_tw_parislife@tw.cardif.com。
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查閱本公司網址：https://life.cardif.com.tw/，或洽免費申訴電話 0800-012899 或至本公司查詢。

備查文號：民國 103 年 02 月 13 日 巴黎(103)壽字第 02012 號
備查文號：民國 107 年 12 月 01 日 巴黎(107)壽字第 12002 號

批註條款之訂立及優先效力
第一條
本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投資型保險匯率參考機構批註條款(以下稱本批註
條款)，適用於【附件】所列之本公司商品（以下稱本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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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率參考機構之調整及作業方式
第二條
若本契約之匯率參考機構非第一商業銀行者，則調整為第一商業銀行，
原本契約之匯率參考機構不再適用。
若遇電腦系統故障或不可抗力之情況導致匯率參考機構無法提供本契
約各作業之即期匯率時, 本公司得採用前一資產評價日收盤價格。
【附件】
一、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富變額壽險
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首屈一指變額年金保險
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瞭若指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真正棒變額年金保險
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真正棒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六、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恆富變額壽險
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星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富足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九、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利富變額壽險
十、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滿億變額壽險
十一、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富甲天下外幣變額壽險
十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富麗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十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操勝券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十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操勝券變額壽險
十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操勝券外幣變額壽險
十六、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一級棒變額年金保險
十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級棒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十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十九、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達人變額壽險
二十、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二十一、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二十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高手變額年金保險
二十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高手變額壽險
二十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高手外幣變額壽險
二十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高手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二十六、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旗艦 100 變額壽險
二十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旗艦 100 變額壽險(一)
二十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靈活 100 變額壽險
二十九、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富達人變額壽險
三十、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富達人外幣變額壽險
三十一、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富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三十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致富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 100 變額壽險
三十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 100 外幣變額壽險
三十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三十六、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頂尖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三十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值 100 變額壽險

三十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期開得勝變額壽險
三十九、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得意人生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得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一、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星賺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四十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星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一)
四十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人百分百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超人百分百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四十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利富變額壽險
四十六、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變額年金保險
四十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四十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四十九、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穩賺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貫變額年金保險
五十一、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貫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五十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財富滿貫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新期開得勝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致動 100 變額年金保險
五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五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致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致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五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金賺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動態 100 變額年金保險
六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動態 100 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六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動態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動態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雙享變額年金保險
六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雙享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六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雙享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雙享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零極限變額萬能壽險
六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零極限變額年金保險
七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華世紀變額年金保險
七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華世紀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七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華世紀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華世紀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全勝時代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金賺 100 變額年金保險
七十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民 100 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七十八、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全民 100 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七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滿富貴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滿富貴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滿富貴變額年金保險
八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滿富貴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八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四季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四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四季變額年金保險
八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四季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八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八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 100 變額年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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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 100 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九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華雙喜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華雙喜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富利雙贏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富利雙贏變額年金保險
九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金賺 100 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九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金賺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決勝天下人民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九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決勝天下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九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優利聯年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優利聯年變額年金保險
一百零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利達外幣變額年金保險（乙型）
一百零二、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滿載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三、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滿載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滿載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零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幸福滿載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零六、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優利聯年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零七、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優利聯年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富利 88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零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富利 88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富利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富利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一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威利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尊爵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一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尊爵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一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尊爵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一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尊爵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氣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氣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二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元氣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耀動 100 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二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耀動 100 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二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耀動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二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豐利達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二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金采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金采雙收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全勝時代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全勝時代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三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三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得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利多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三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利多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三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利多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四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利多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財富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財富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四十四、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財富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五、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期滿得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超級達人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四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超級達人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四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四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超級達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滿滿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五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滿滿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四、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五、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六、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享利變額年金保險
一百五十七、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享利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五十八、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享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五十九、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享利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享利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六十一、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享利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二、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得利人民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一百六十三、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保得利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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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好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滿福 100 變額年金保險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滿福 100 變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滿福 100 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成彰變額年金保險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成彰變額萬能壽險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法商法國巴黎人壽好利成彰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