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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萬能人壽保險並非證券，指數萬能人壽保險單並非對證券市場或指數的投資。指數帳戶利息部分取決於指數表現。指
數的過往表現並不能預示其未來表現。 

無法保證指數帳戶能夠獲得最低保證利率以上的超額指數利息。此外，同樣無法保證公司宣佈的基本利息帳戶利率高於最
低保證利率。

為當下家庭提 
供保障和為未 
來生活做準備 
之間的平衡。

本廣告中所提及的保單採用英文編寫。如本廣告與保單條款存在分歧或差異，則以英文版保
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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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MERICA  
FINANCIAL FOUNDATION IUL®

針對多元化生活的多用途人壽保險單
當您為家庭的未來做規劃時，必須要面面俱到。當您退休時，銀行中需有足夠的資金，讓您不至於入不敷出。但
要是您過早離世，還想要幫助您的家人在您離世後透過某些手段保持生活方式不受影響。 

Transamerica Financial Foundation IUL® (FFIUL) 正可滿足這一需求。

FFIUL 是一款真正靈活的產品，它提供的不僅僅是死亡保險金，還提供了積累現金的可能性。FFIUL 可減輕您的壓
力，因為您可以透過它幫助自己和家人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認識一下 DONNA

32 歲的時候，知道在未來某個時間需要購買壽險以獲得重要保障，但她當時不認為那時是為家庭購買壽險的適當
時機，而是覺得儲蓄更為合適，購買壽險可以再等等。

最重要的原因是，Donna 希望人壽保險方案既能提供可控性，又具有靈活性。

正因如此，她的保險專員才會向她推薦 FFIUL，因為它不同於傳統人壽保險。

FFIUL 提供的選擇不僅包括死亡保險金，還能跟上其家庭的需求變化，並具有現金價值增長潛力。

Donna 大可放心，因為她知道，只要保單價值足夠，她就能夠以免稅提款和貸款形式負擔子女的大學學費或貼補
自己退休期的收入。* 並且，當她離世時，仍然可以為家人留下一筆扣除了提款和貸款的死亡保險金。

*貸款、提款和死亡保險金提前支付將減少保單價值和死亡保險金。在保單並非也不會成為改良養老保險合同 (MEC) 的前提
下，1) 在不超過保單基值（一般指已付保費與提款之差）的情況下提款免稅；2) 在保單有效的情況下保單貸款免稅。如果 
保單退保或失效，保單貸款金額將視為保單分配，其應稅額將是上述貸款外加當時超過保單基值的其他保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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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UL 的工作方式
經典人壽保險保障具備保單價值增長潛力 

如果您意外離世，您能否為親人留下些什麼，或者是否會令他們陷入難以收支相抵和支付帳單的困境？

雖然為生活的不可預測性進行規劃是一項挑戰，但 FFIUL 可以提供幫助。

當您離世時，FFIUL 提供的死亡保險金可以幫助您的家人彌補收入損失，協助償還抵押貸款、子女保育、教 
育費用 — 或者為您的子女或孫輩留下一筆遺產。

您的家庭在失去主要經濟支柱後多久會受到衝擊？

LIMRA，「2016 年保險晴雨表調查」，2016 年 4 月

的家庭會在一年或不到一 
年的時間內受到衝擊*59%

的家庭會在六個月或不到六 
個月的時間內受到衝擊*51%

一星期 一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不知道需要多久

15% 23% 25%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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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價值增長潛力

FFIUL 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能夠增加現金價值。

當您繳費時，我們會根據您的指示將淨保費1 分配到指數帳戶或基本利息帳戶。這些帳戶方案在賺取利息時可延
稅，從而增加保單的現金價值。2

當保單價值足夠時，您還可以選擇以提款形式提取，或以貸款形式進行借貸。

免稅取出現金值有助於貼補退休收入，建立自己的事業，或幫助支付子女的學生貸款。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 
使用這些資金，但如果保單在貸款尚未結清時失效，可能會導致稅務問題。 

費用持續上漲

1淨保費等於支付的總保費與適用保費支出費用之差。
2將從保單中扣除每月減除費用和指數帳戶月費，以負擔保費、每 
月保單費用、每單位費用以及任何附加險或次級評級費用。
3保證取決於保險公司的賠付能力。

關鍵特色

試圖打理自己的資金並為家庭的未來作出規劃時，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稅務、通脹和市場波動不過是眾多 
令人應接不暇問題中的幾個。

但 FFIUL 針對您和您的家庭提供了四個關鍵特色，可以幫助簡化這一過程：

• 免稅死亡保險金保障。
• 透過指數帳戶方案實現的保單價值增加潛力。
• 最低保證利率（或稱「保底」利率）透過保證來提供保障。3

• 稅收優惠，包括免稅貸款和提款、任何收入的延稅以及帳戶方案之間的免稅轉帳。

2016 年價格 0.47 美元 33,480 美元 372,900 美元

1986 年價格 0.22 美元 14,630 美元 111,900 美元

美國郵政局 2016 年 5 月資料。大學學費：美國大學委員會 2016 年度大學學費定價趨勢中的四年
制私立大學平均學雜費資料。房價：https://www.census.gov/construction/nrs/historical_data/index.html，已
售住宅的中位數和平均售價

郵票 大學學費 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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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您的 
現金價值
 
您可以選擇採用現金增加策略，將淨保費分配到多個帳戶方案，以獲得按不 
同利率賺取利息的機會。可從下列帳戶類型中選擇： 

• S&P 500® 指數帳戶。
• 全球指數帳戶。
• 基本利息帳戶。

 
FFIUL 讓您有機會透過額外指數利息（最低保證利率之上的收入）
增加保單價值，這些記入保單的利息部分取決於以下主要股指的
變動。雖然在帳戶方案之間轉移保單價值的時機受到限制，但由
於轉帳免稅，因此可防止收入受到稅收侵蝕作用的影響。

我們非常願意為您詳細介紹不同的帳戶方案，並幫助找到適合您
的策略。

 
指數說明

S&P 500 指數是 S&P Dow Jones Indices LLC（簡稱「SPDJI」）的產品，已由該公司授權使用。Standard & Poor’s®、S&P® 和 S&P 500® 是 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 LLC（簡稱「S&P」）的注冊商標；Dow Jones® 是 Dow Jones Trademark Holdings LLC（簡稱「Dow Jones」）的注冊商標；這
些商標已授權供 SPDJI 使用，並由該公司出於某些目的進行了分授權。本保單並非由 SPDJI、Dow Jones、S&P 及其各自附屬機構贊
助、背書、銷售或推廣，並且上述任何一方均未就購買本產品的可取性做出任何表示，對 S&P 500 指數的任何錯誤、遺漏或中
斷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EURO STOXX 50®（指數商標）是瑞士蘇黎世 STOXX Limited（簡稱「STOXX」）、Deutsche Börse Group 或其許可方的智慧財產權（包括注冊
商標），依照許可使用。STOXX、Deutsche Börse Group 或其許可方、研究合作夥伴或資料提供商既未贊助亦未推廣、分發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支援本固定指數壽險產品（簡稱「授權產品」），亦未籠統或明確地就 EURO STOXX 50® 或其資料中的任何錯誤、遺漏或
中斷提供任何保證，並概不承擔任何責任（無論是由於疏忽還是其他原因）。

請閱讀 Transamerica Financial Foundation IUL 保單中有關保單相關恒生指數的完整免責聲明。

S&P 500® 指數 追蹤美國經濟主流行業的 500 家美國大盤股票。

EURO STOXX  
50® 指數

由來自歐洲主要藍籌公司的 50 家大盤股組成。

恒生指數 香港公認的股票市場表現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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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指數帳戶
定義的段

• 段是帳戶方案的組成部分，它們是淨保費和/或保單價值轉移的分配對象。
• 最多可以有 12 個段，每個段始於每月保單日期。
• 每個段持續 12 個月（段期）。
• 帳戶方案的值是其段值以及任何待應用於該段的金額之和。
• 在每月保單日期之外的日期收到的淨保費將按 S&P 500® 指數帳戶和全球指數帳戶的最低指數帳戶利率計

息，直至它們分配至下一段。分配至基本利息帳戶的淨保費將始終按現行基本利息帳戶利率計息。

指數帳戶段計算

在每個指數帳戶段期結束時，Transamerica 確定是否為剛結束的段期計入任何額外指數利息（最低保證利率以 
上的收入）。在段期結束時計入的額外指數利息金額取決於段期期初指數帳戶的值、段期期間的保單活動和費
用、在整個段期計入的最低利息、適用封頂額以及適用指數的變動。

段結束日期 
的指數值

=÷- 段開始日期 
的指數值

段開始日期 
的指數值 指數變動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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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帳戶方案
全球指數帳戶
在全球指數帳戶中，額外指數利息部分取決於 S&P 500®、EURO STOXX 50® 和
恒生指數的加權平均變動，不包括股息收入。

為計算加權平均值，我們對以下對象應用了下列係數：

全球指數帳戶和 S&P 500® 指數帳戶可記入的額外利息取決於指數變動。請注意，儘管記入指數帳戶方
案的利息可能受股票指數的影響，但指數萬能人壽保險單並非股票市場或指數投資，也不直接參與
任何股票或投資。

基本利息帳戶按公司宣佈的利率記入利息。

全球和 S&P 500® 指數帳戶均可能按高於基本利息帳戶的利率記入利息，但有封頂額。

封頂額是指您的指數帳戶記入利息時依據的最大指數變動百分比。

每月減除額和指數帳戶月費以及貸款或提款等保單所有人交易將減少記入保單的額外指數利息金
額。如果您在某個段期進行了提款或貸款，則不對該金額記入額外指數利息。額外指數利息只在段
期結束時記入。在段期確定的任何保單價值（包括死亡保險金或退保現金值）都將只依據截至活動
日期記入的最低保證利率。

S&P 500® 指數帳戶
S&P 500® 指數帳戶可記入的額外指數利息部分取決於 S&P 500® 指數變動，不
包括股息收入。

100%
S&P 500® 指數
變動百分比

50%
S&P 500® 或 EURO 
STOXX 50® 變動百分
比，以較高者為準

30%
S&P 500® 或 EURO 
STOXX 50® 變動百分
比，以較低者為準

20%
恒生指數變動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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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開始創建價值 
保底的巨大益處
指數變動可以是正變動或負變動。不過，FFIUL 可以為您提供一份保障，因為您知道，永遠不會按照低於最低保
證利率（或保底利率）的利率為您記入利息。

保底利率可以保護您的現金價值，並有助於確保所有三個帳戶方案始終都會記入利息。

避免損失與實現收益同樣重要
以下這個例子有助於說明損失的影響以及收回的代價。

例如，10% 的損失需要 11% 的收益才能收回。

20% 的損失需要 25% 的收益才能收回，依此類推...

收益

損失

需要 +25%  
的收益

需要 +11%  
的收益

需要 +43%  
的收益

需要 +67%  
的收益

需要 +100%  
的收益

-10% 的收益

-20% 的收益

-40% 的收益

-30% 的收益

-50%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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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保底和現行封頂
封頂是指 Transamerica 在計算將向指數帳戶記入多少額外指數利息時使用的最高利率。它可以在每個段期結束時
增加或減少，但永遠不能低於基本利息帳戶的現行利率。

保底
保底是指保險公司保證的最低利率。您可以獲得保障，因為您知道帳戶記入利息的利率永遠不會低於保底利率。

0.75% 0.75%

2.00%

13.75%

15.00%

封頂
保底

全球指數 
帳戶 (GIA)

S&P 500®  
指數帳戶 (IA)

基本利息帳戶 
(BIA)

每年在每個段期結束時記入 
的任何額外指數利息

每年在每個段期結束時記入
的任何額外指數利息

公司宣佈永遠不會低於 
2.00% 的年度利率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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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提款和死亡保險金提前支付將減少保單價值和死亡保險金。在保單並非也不會成為改良養老保險合同 (MEC) 的前提 
下，1) 在不超過保單基值（一般指已付保費與提款之差）的情況下提款免稅；2) 在保單有效的情況下保單貸款免稅。如果 
保單退保或失效，保單貸款金額將視為保單分配，其應稅額將是上述貸款外加當時超過保單基值的其他保單分配。

本保單在人壽保險單中絕無僅有。保單的主要用途是提供死亡保險金。它並非短期儲蓄工具，也不是滿足短期保險需求的 
理想之選。它設計用於滿足長期需求，您只應在自己的經濟能力能夠長期保證其有效性時購買。

稅收優惠
TRANSAMERICA FFIUL 提供重要的稅收優惠 
延稅收入

您的保單中任何以延稅方式累計利息的現金價值。這意味著您可以獲得更高的保單價值增加潛力。

免稅轉帳

保單內帳戶之間的轉帳免稅。免稅轉帳有助於防止您的收入受到現行稅收的影響。

免聯邦所得稅死亡保險金

人壽保險收益可讓您的受益人免除聯邦所得稅。

 
免稅使用保單價值
免稅提款和貸款

您可以方便地使用保單價值。如果保單價值足夠，您可以申請提款或貸款來滿足自己希望的任何目的。

想一想各種用途：您可以利用這些資金貼補自己的退休收入，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或者幫助應付意外開支。

使用方法

在免費嘗試期過後，您可以靈活地在任何給定時間進行免稅提款，上限為已向保單支付的保費額。

FFIUL 上的保單貸款利率一般低於銀行向類似貸款收取的利率。將按最低保證年利率 2% 為與保單貸款相等的 
金額記入利息。年利率的計息方式如下：

保單年度  
1-10

超過 11 年  
（按費用）

超過 11 年  
（按收益）

現行利率 2.75% 2.75% 2.00%

最高保證利率 3.00% 3.00% 2.25%



13

獲
得

收
益

 / 為
您

提
供

靈
活

性
和

控
制

權
     |     TRA

N
SA

M
ERIC

A

為您提供靈活性和控制權
不失效保證的保障
支付每月最低不失效保費可確保保單始終有效。不過，僅支付每月最低保費可能令您失去進一步增加保單價值的
機會。*

不失效期：

• 投保年齡 0 – 45 歲：20 年。
• 投保年齡 46 – 60 歲；直至 65 歲。
• 投保年齡 61 歲以上：5 年。

靈活的保費支付
FFIUL 允許靈活地支付保費，也就是說，您可以根據經濟需求的變化調整支付的保費金額（在限額內）。可以增
付、減付、跳付或完全止付保費。

當然，如果您沒有定期至少支付與現行每月最低不失效保費等額的保費，保單失效的風險會增加。

*不失效期過後，或如果不符合累積最低不失效月保費要求，則利率和/或保單費用波動可能要求支付更多保費，才能保持保
單有效。保證取決於公司的賠付能力。

如果您進行了現金提款或貸款、增加了面值金額，變更了死亡保險金方案，或添加或增加了附加險的金額，可能需要支付更
多保費，才能保持不失效保證的效力。如果不符合不失效保證的要求，並且退保現金值不足以滿足每月減除額和指數帳戶月
費的需要，將啟動一個寬限期，如不足額支付，保單將在寬限期結束時失效。聽任保單失效可能導致不利的稅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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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您的保險範圍
可選附加險為保單個性化提供了多元化方案

收入保障方案 (IPO)

IPO 讓您可以調整死亡保險金的結構，使其適應您的家庭
的短期和長期需求。選擇首付總額、可持續長達 25 年的
保證每月收益流、終付總額或三者的組合。1 

首付總額可用來負擔喪葬開支；月付可以幫助負擔每月帳
單或子女保育費用；終付總額可以貼補退休期的配偶。

慢性病附加險2

慢性病附加險可用於在死亡前提前支取保單的部分死亡 
保險金。必須由一名持照醫療保健從業者證實，投保人
至少無法執行六項日常生活活動（洗浴、自製、穿衣、進
食、如廁和轉移）中的兩項；或由於嚴重認知障礙，必須
進行實質性監管，才能防止投保人連續 90 天不遭受健康
和安全威脅。

重疾附加險2

重疾附加險可用於在死亡前提前支取保單的部分死亡保險
金。必須由一名醫師證明，投保人遭遇嚴重健康狀況，例
如心臟病發作、中風、癌症、末期腎衰竭、ALS、主要器
官移植、失明或特定潛在病症導致的癱瘓。

超額貸款保障附加險 (OPR) 3

OPR 可以幫助預防未償還貸款導致的保單失效。行使此
附加險可防止任何貸款課稅，同時仍可讓受益人獲得小
額死亡保險金。

保證可保性福利附加險

讓您無需額外承保便可按特定間隔擴大人壽保險覆 
蓋範圍。

基礎投保附加險

按定期保險費率為您提供附加定額定期保險保障。

子女福利附加險

為年齡在 15 天至 18 歲的子女提供固定費率的定期保 
險保障。

附加投保附加險

為多達五名家庭成員提供定額定期保險保障。

意外死亡保險金附加險

如果您的死亡是意外人身傷害所致，則支付附加險的 
面值金額。

絕症提前支付死亡保險金附加險4

如果您收到絕症診斷書，可以透過它在您在世時提取 
部分死亡保險金。

殘障豁免每月減除額附加險5

您殘障時豁免保單的每月減除額。

殘障豁免保費附加險6

如果您殘障，它會透過提供在保單中顯示為保單保費 
付款的附加險福利在殘障期內豁免每月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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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險和福利具有特定限制，可能招致額外費用，也不一定在所有管轄地區均提供。可透過添加某些附加險來限制 
基礎保單最大面值金額。關於各個附加險的條款和條件以及提供的保險範圍的詳細資訊，請諮詢您的保險專員。

 1IPO 支付的某些部分可以應稅收入形式向受益人報告。
2目前，當保單附帶慢性病和/或重疾附加險時，包括 BIR 在內的總面值金額不得超過 300 萬美元。增加額的幅度不允許造
成面值金額超過此限額。

3選擇行使 OPR 的行為不可撤銷。一旦行使附加險福利，保單附帶的所有其他附加險都將終止，不允許任何其他保單活
動。此外，將不允許其他貸款，但貸款利息將繼續累計。一旦行使了 OPR，即會根據投保人年齡按保單價值百分比收 
取一次性費用。

4絕症提前支付死亡保險金附加險資格的確定條件是：經醫師確定，一種由受傷或疾病導致的狀況將壽命縮短至不超過 
從醫師聲明之日算起的 12 個月。將按照此附加險下提前支取的保險金按比例減少保單的保險金和價值。按照此附加險 
支付的保險金一般免除聯邦所得稅，但在某些商業相關保單下，可能需要課稅。

5在每月減除額豁免期間，可能需要額外付款來保持保單的效力。例如，未償還貸款的貸款利息累計可能需要額外付 
款。指數帳戶月費並非每月減除額的一部分，不在此附加險覆蓋範圍內。

6在保費豁免保險金支付期間，可能需要額外付款來保持保單的效力。例如，增加每月減除額或降低保單價值可能需要額
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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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總

TRANSAMERICA FINANCIAL FOUNDATION IUL® 概覽
 

靈活的保費支付*

（所有人控制）

扣除

保費支出費用

淨保費分配選擇 

     *須遵從特定最低和最高額度要求。

    **貸款、提款和死亡保險金提前支付將減少保單價值和死亡保險金。貸款將收取利息。如果保單在貸款未償還時失效，可能導
致不利稅務問題，因此請針對您的具體情況諮詢您的稅務顧問並信賴其提供的建議。

  ***如果您退保，可能會收取退保費。退保費是一項針對每 1,000 美元初始面值金額和每筆附加面值金額的收費。保單的前 15 年以
及任何面值金額增加之日算起的 15 年收取退保費。退保費的計算依據是保單的面值金額以及投保人的投保年齡、性別和費率
等級。這些費用可能額度較大，因此應在退出合同前認真考慮。

1 2 3
 

保單價值

延稅累積 

扣除

•  指數帳戶月費。
每月減除額：

• 保險費用。
• 每單位費用。
• 每月保單費用。 
• 額外附加險費用。

 
 

分配

全球指數 
帳戶 (GIA)

S&P 500®  
指數 (IA)

基本利息 
帳戶 (BIA)

死亡保險金

死亡時支付免除聯邦所得稅的收益

利息 利息

 生前福利**

• 提款。
• 保單貸款。
• 絕症提前支付死亡 

保險金附加險。

提前退保***

可能收取退保費，並 
且任何收益都會課稅 



18

TRANSAMERICA FINANCIAL FOUNDATION IUL® 詳細資訊

投保年齡 0-85 歲（按最近一次生日計算）

承保分類

首選精英 – 非煙草 首選煙草
首選增強 – 非煙草 煙草
首選 – 非煙草 青少年
非煙草

面值金額段

第 1 段：25,000 - 99,999 美元
第 2 段：100,000 - 249,999 美元
第 3 段：250,000 - 499,999 美元
第 4 段：500,000 美元及以上

死亡保險金方案

等額 - 面值金額
遞增 - 面值金額外加保單價值
分級 - 70 歲及以下與遞增方案相同，71 至 95 歲與等額方案相同
這些金額可增加以符合 IRS 指導原則

保單價值 
沒有保證最低保單價值。如果保單價值不足以支付每月減除額、指數帳戶月費、退保費和/或 
任何未償還貸款以及累計貸款利息，保單可能會失效。保單價值由基本利息帳戶、S&P 500®  
指數帳戶、全球指數帳戶以及保單貸款準備金的價值組成。

退保現金價值 如果您退保，則保單的退保現金價值等於保單價值扣除任何適用退保費以及任何貸款餘額。  

退保費

費用：每 1,000 美元初始面值金額和每筆增加的面值金額的收費
收費期：保單的前 15 年以及任何面值金額增加之日算起的 15 年收取退保費。
收費依據：面值金額、投保人的投保年齡、性別和風險等級
這些費用可能額度較大，因此應在退出合同前認真考慮。退保費可能導致保單的退保現金值 
歸零。因此，此保單並不適合短期儲蓄或短期保險需求。對於退保時的部分年份，不對任何 
指數帳戶段記入額外指數利息。

保費支出費用（支付 
保費時收取）

現行：所有年份 4% 
保證：所有年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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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權變更現行費用和保險成本費率。公司收取的費用不得超過保證最高費用或費率。任何費用或費率變更均以我們對
未來成本因素的預期為依據。上述成本因素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死亡率、利息、續保率、支出、再保險成本以及州和聯邦
稅。任何保單費用增加、部分提款或貸款、未能支付計畫保費或不及預期的指數表現都可能 (a) 減少未來可獲得的提款或貸
款金額；(b) 在許多情況下，增加保單失效風險，減少死亡保險金收益，以及增加每月減除額的金額。 

每月減除額*
每月減除額包括保險費用、每月保單費用、每單位費用、附加險費用以及任何次級分級費率費用。 
每月減除額按照扣除減除額的每月保單日期基本利息帳戶、S&P 500® 指數帳戶和全球指數帳戶的價
值按比例從這些帳戶中扣除。在每個帳戶內，每月減除額按比例從每個帳戶內的所有段扣除。

保險成本費用*  保險成本費用因投保人的年齡、承保分類、性別以及保單的面值金額和持續時間而異。

每月保單費用*
現行：10 美元
保證上限：12 美元

每單位費用

基礎保單和附加投保人附加險 (AIR) 每千美元面值金額的費用。此費用因性別、煙草使用、投保人年
齡以及面值金額段而異。 
基礎：如果是現行費用，則在從投保以及任何面值金額增加之日算起的 10 年收取費用，費用在十年
期內遞減。
如果是保證費用，則在所有年份等額收費。
AIR：在從附加險投保日期以及任何附加險面值金額增加之日算起的 10 年對任何附加投保人附加險收
取此費用。

指數帳戶月費
指數帳戶價值的 0.06%（年率 0.72%）
在每月保單日期收取，一直收取至 120 歲，根據帳戶價值按比例收取，然後對每個帳戶內的所有段按
比例收取。

提款

最低額度：500 美元 
最高額度：退保現金價值減去 500 美元 
費用：須收取 25 美元提款費 
在段期結束前以提款形式從指數帳戶段提取的金額將不記入段期的額外指數利息。

貸款

最低額度：500 美元 
最高額度：保單價值減去貸款餘額，減去下一紀念日之前將會累計的貸款利息，再減去退保費或兩次
每月減除額之間較大者所得到的值
可用性：免費嘗試期結束後
在段期結束前以提款形式從指數帳戶段提取的金額將不記入段期的額外指數利息。



本宣傳冊並非旨在全面介紹該保單。有關保單條款的完整說明，請參閱您的保單、諒解聲明以及
個性化假設說明。 

取消權（免費嘗試期）：在您收到保單後的 10 天內，無論任何原因對保單不完全滿意，您都可以
取消保單並收到退款。某些州提供 20 天的免費嘗試期。

年度對帳單：額外指數利息只在指數帳戶段期結束時記入。收到第一份年度對帳單時，保單價值
可能看似較低。這是因為只有在保單日期當天或之前收到並分配到第一個指數帳戶段的淨保費才
能獲得任何額外指數利息。所有其他指數帳戶段在第一個保單年份結束您收到第一份年度對帳單
時已經按保證最低利率 0.75% 記入了利息。第一年指數帳戶段 2 至 12 可賺取的任何額外指數利息將
在第二保單年份記入，並將體現在您的第二份以及後續的年度對帳單上。

如果投保人在投保開始後的兩個保單年度內自殺，死亡保險金僅限於退還支付的保險費。

Transamerica Premier 及其代表不提供投資建議、稅務或法律意見。所提供的這些材料和概念僅供參 
考，不應視為投資建議、稅務或法律意見。您需要的任何投資、稅務或法律意見應基於您自身 
的特定情況，且應諮詢獨立的專業顧問。

人壽保險產品由 Transamerica Premier Life Insurance Company, Cedar Rapids, IA 發行。此保單不一定在所有管轄地
區都提供。保單編號 ICC16 IUL09，或簡寫為 IUL09。保單編號可能因管轄地區而異。

本材料的受眾為普通大眾。其僅供參考，不應視為投資建議。如果您需要特定投資需求方面的意
見，請聯絡金融專業人士。不適用於紐約。

23448_FFIULBRO1017_TC

為何選擇 Transamerica？
您永遠不會知道何時會發生意外，但我們能幫助您進行針對性的規劃。事
實上，這是我們的專長。我們熱衷於幫助您和您的家庭在生命的每個階段
追求財務健康。 

如果您對 FFIUL 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您的 Transamerica 保險專員。

我們將共同打造解決方案來幫助您創造光明的經濟前景。

  請造訪：Transameri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