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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ETTER ® LB 
提供生存給付的定期人壽保險保單
多數人購買人壽保險，是為了能在過世後留給家人財務上的保障，但若您罹
患心臟病、癌症或中風而尚未身故呢？您或家人可能會因此陷入嚴重的財務
困境。

Trendsetter LB 就能在這時發揮作用。

Trendsetter LB 可提供最高 $200 萬美元的死亡給付保障，同時更提供生存給
付，如果您患有符合條件的慢性疾病、重大疾病或末期疾病，即可提前申請
保單的死亡給付。

 
生前即可享有保障的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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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單說明書以英文寫成。如對說明書與保單條文有疑義或中、英文版本
有歧異時，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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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做好準備了嗎？
生病對您的財務會有多大影響？
提供生存給付的人壽保險，可在您最需要幫助時提供協助，讓您能填補健康保險保單
不承保的事項，特別是例如抵押貸款、車貸或生活雜貨等非醫療開支。

請利用這個工具，了解意外發生時的各種可能開銷。

您可以利用這份試算表工具，判斷萬一今天突然身故，您大概會需要多少的人壽保險
金。但本試算表的目的不是要提供具體的保險金建議。為協助您滿足家庭用度的財務
需求，您所需的實際人壽保險保障金額取決於許多因素。您必須自行選擇適當的保障
金額。計算結果取決於您輸入的數據。只有當完成保單申請程序並獲得簽發保單之保
險公司接受，人壽保險保障才會正式生效。

托兒服務 $ ____________

教育 $ ____________

貸款 $ ____________

交通 $ ____________

衣物 $ ____________

房屋 $ ____________

食物 $ ____________

意外支出 $ ____________

收入損失 $ ____________

醫院帳單 $ ____________

醫療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開銷總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外開銷總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銷總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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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彈性，可配合需求調整
如果您罹患符合條件的慢性疾病、重大疾病或末期疾病，例如中風、
癌症、心臟病或癱瘓等，您可提前申請 Trendsetter LB 保單的死亡
給付。

在為未來規劃時，若能知道您與家人能在最需要的時候獲得
保障，亦即不管是生前還是身故時都能獲得給付，總是令人
感到心安。

初始保證定額定期保單有 10、15、20、25 或 30 年等選項，
您可以根據自己和家人的目標和預算選擇最合適的選項。

Trendsetter LB 提供 $25,000 美元到 $200 萬美元的保單
面額，可提前申請的生存給付最高可達 $150 萬美元。* 特
定年齡達 $200 萬美元保單可免做體檢。請注意，保單核發
與否，可能取決於您在申請時對健康相關問題的回答。

提供多種保險金額、保險年期及選購附約等選項，方便您根據
自己的生活方式自訂保單。

產品特色
可投保年齡**： 
18-80

提供保額： 
$25,000 美元到 $200 萬美元

免體檢承保*： 
達 $200 萬美元***

定額定期年期選項： 
10、15、20、25 或 30 年

加快理賠申請： 
最高 $25,000 美元

自動納入
• 末期疾病提前死亡給付
• 慢性疾病提前死亡給付
• 重大疾病提前死亡給付
 
選購附約
• 每月失能所得附約
• 所得保障選項 (IPO)
• 失能豁免保費附約
• 孩童保險附約
• 意外死亡給付附約

提供生存給付的人壽保險，能在您最需要幫助的
時候伸出援手。

    * 生存給付的給付金額，會比提前給付的金額低。
  ** 區間 1 $25,000-$99,999 最低投保年齡是 23 歲，而不是 18 歲。
*** 有年齡和風險等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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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給付說明
沒有人願意生病，但人生在世這是在所難免。請閱讀以下這些客戶案例，
了解 Trendsetter LB 如何能在意外發生時，協助您度過生命的難關。

了解保險的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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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
罹患慢性疾病，代表若沒有旁人協助，您會無法從事六大日常生活活動 (洗澡、大小便控制、穿衣、吃飯、
上廁所與移動) 中的兩項活動，或是有嚴重的認知障礙至少 90 天。

 
客戶案例：SARAH
存了好幾年錢的 Sarah，在 35 歲時興高采烈地買下人生第一間房子。也是在那個時候，一位朋友跟她提起 
Trendsetter LB。她發現自己每個月只要繳不到 $29 美元的保費，就能購買初始面額 $300,000 美元的 30 
年定期人壽保險保單。她知道萬一她不幸罹患符合給付資格的疾病，就可以申請生存給付來支付房貸、醫
院帳單、生活雜費或其他開支。

七年後，一場車禍導致 Sarah 背部嚴重受傷，使她難以從事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務。她努力想要復原，卻又
在三年後被診斷出罹患了慢性疾病。

因為 Sarah 購買了 Trendsetter LB 保單，她可以提前申請死亡給付。她總共只繳交了 $3,436.80 美元的保
費，卻能領取 $18,126 美元的現金給付。她用這筆現金款項來支付房貸與醫療費用。Sarah 無法想像當初
要是沒有買這份保單，她該怎麼應付後來的財務壓力。

 
SARAH 的生存給付
案例說明
 
個人檔案： 女性、35 歲、優選加值、非吸菸者

初始面額： $300,000

每月保費： $28.64

事件： 42 歲時因意外受傷

對平均餘命的影響： 中等

提前死亡給付上下限： 
上限： 每年保單面額的 24%，最高到保單面額的 90% 或 $1,500,000 美元，以兩者中較低者	
	 為準 
下限： $1,000

提前死亡給付的現金	
給付*： 
45 歲： $18,126 
46 歲： 每年重新評估

行使提前死亡給付後的	
剩餘保單面額：  
45 歲： $228,000 
46 歲： 如果行使了提前死亡給付則會降低

至 45 歲的已繳交保費： $3,4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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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估計數字不反映每項已處理的加速死亡撫卹金索償的行政費用。
備註：若您居住在加州，所謂慢性疾病係指在長達至少 90 天的期間，您由於喪失功能性能力，若沒有另一
人的實質協助，便無法從事六項日常生活活動中至少兩項活動；或是因為嚴重的知能障礙，需要接受另一
人的實質監管，以保護您免於遭受健康和安全上的威脅。
保費將按比例減少，且日後亦將依據減少後的剩餘保單面額繼續繳付。部分司法轄區請領提前給付可能需
要繳稅，也可能影響申請政府補助的資格。請依據個人情況，諮詢您的稅務顧問。
以上案例說明的給付金額與結果會因各州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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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心臟病
罹患重大疾病係指您經診斷患有例如心臟病、中風、癌症、末期腎衰竭、肌萎縮性脊髓
側索硬化症 (ALS)、主要器官移植、失明或因特定潛在病因造成的癱瘓等健康狀況。

若您居住在加州，所謂重大疾病係指您在附約生效日之後，經診斷患有若未經診治
會於 12 個月內身故的醫療狀況。

 
客戶案例：EVA
Eva 一直以來就想自己創業，她在 40 歲那年貸款借了 $25 萬美元，終於實現了這個
夢想。而她同時也決定購買一份跟貸款金額相同的 25 年期 Trendsetter LB 定期人壽
保險保單，以便發生意外時能夠有所倚靠。令她訝異的是，每個月的保費竟然連 $45 
美元都不到。

八年後，Eva 經歷了一場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而這個重大疾病的診斷也嚴重影響了她
的平均餘命。她很慶幸可以提前申請保單的死亡給付，好利用這筆資金支付醫療相
關帳單。

 
EVA 的生存給付
案例說明
 
個人檔案： 女性、40 歲、標準、非吸菸者

初始面額： $250,000

每月保費： $44.51

事件： 48 歲罹患心臟病

對平均餘命的影響： 嚴重

提前死亡給付上下限： 
上限： 保單面額的 90% 或 $1,500,000，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下限： $2,500

提前死亡給付的現金	
給付： 
48 歲*：  $134,902

行使提前死亡給付後的   
剩餘保單面額： $25,000 

至 48 歲的已繳交保費： $4,2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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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估計數字不反映每項已處理的加速死亡撫卹金索償的行政費用。
保費將按比例減少，且日後亦將依據減少後的剩餘保單面額繼續繳付。部分司法轄
區請領提前給付可能需要繳稅，也可能影響申請政府補助的資格。請依據個人情況，
諮詢您的稅務顧問。
以上案例說明的給付金額與結果會因各州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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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器官移植
客戶案例：MICHAEL
Michael 有兩個年幼孩子且是個成功的高階主管，他想要確保萬一自己發生什麼意
外，孩子們的生活也能有所保障。於是他購買了一份 15 年期的 Trendsetter LB 定期人
壽保險保單，保險金額為 $100 萬美元。這張保單每月保費不到 $174 美元，很符合他
的預算需求。

五年後，Michael 在整修房子時意外跌落，傷勢非常嚴重，必須接受主要器官移植手
術。那場意外嚴重影響到他的平均餘命。Michael 選擇立即提前申請部分的死亡給
付，以協助他支付救護車運送、器官移植手術與住院等費用。他很慶幸萬一自己不幸
早逝，至少還有一部分的死亡給付能留給孩子們。

 
MICHAEL 的生存給付
案例說明
 
個人檔案： 男性、50 歲、優選、非吸菸者

初始面額： $100 萬美元

每月保費： $173.72

事件： 55 歲時因意外受傷

對平均餘命的影響： 嚴重

提前死亡給付上下限： 
上限： 保單面額的 90% 或 $1,500,000，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下限： $2,500

提前死亡給付的現金	
給付： 
55 歲*： $615,429

行使提前死亡給付後的	
剩餘保單面額： 
55 歲： $100,000

至 55 歲的已繳交保費： $10,4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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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估計數字不反映每項已處理的加速死亡撫卹金索償的行政費用。
保費將按比例減少，且日後亦將依據減少後的剩餘保單面額繼續繳付。部分司法轄
區請領提前給付可能需要繳稅，也可能影響申請政府補助的資格。請依據個人情況，
諮詢您的稅務顧問。
以上案例說明的給付金額與結果會因各州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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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疾病
罹患末期疾病係指您的平均餘命為 12 個月或更短。

 
客戶案例：ROBERT
Robert 45 歲時年收入已有 $50,000 美元，他覺得是時候該好好規劃自己的財務。有
人建議他買保險，而且保額應該至少是收入的 10 倍，因此他購買了一份 20 年期的 
Trendsetter LB 定期人壽保險保單，保險金額為 $500,000 美元，保費每月只要 $69.23 
美元。

不幸的是，八年後 Robert 被診斷出罹患胰臟癌，醫生告知他只剩八個月的壽命。儘管
這消息令人難過心碎，但 Robert 也慶幸自己能夠立即提前申請他的死亡給付。

 
ROBERT 的生存給付
案例說明
 
個人檔案： 男性、45 歲、優選加值、非吸菸者

初始面額： $500,000

每月保費： $69.23

事件： 53 歲時罹患胰臟癌

對平均餘命的影響： 嚴重

提前死亡給付上下限： 
上限： 保單面額的 100% 或 $1,500,000，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 
下限： $5,000

提前死亡給付的	
現金給付： 
53 歲*： $462,270

行使提前死亡給付後的	
剩餘保單面額： 
55 歲： $0

至 53 歲的已繳交保費： $6,6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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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估計數字不反映每項已處理的加速死亡撫卹金索償的行政費用。
以上案例說明的給付金額與結果會因各州而異。



16

常見問題
問： 為何提供生存給付的人壽保險如此熱門？
答：  大多數的人壽保險保單只能在您身故之後，才能提供您家人財務上的保障。Trendsetter LB 除了這

樣的保障，還能讓您在生前便提前申請死亡給付。許多人認為這是個聰明的作法，因為萬一有需要
時，他們不必動用例如 401(k) 等退休金，也不必清算定期存款單，就能取得所需的資金。

問： 我可以如何使用這些保險金？
答：  由您全權決定！您可以用這筆錢支付健康保險計畫不給付的照護或治療費用、替代因生病導致的收

入損失、用於居家照護或機構照護，或是讓全家人得以一同度過艱困時期。

問： 人壽保險保單的生存給付跟提前死亡給付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答：  生存給付以及提前死亡給付，都是人壽保險保單上通用的同義詞。兩者皆可在您罹患慢性、重大

或末期疾病時，提供資金給付。當您選擇使用生存給付時，事實上就是提前使用人壽保險保單的
保險金額，讓您在生前就能提前運用資金。

問： 什麼是免體檢承保？
答：  免體檢承保表示您不必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也不用接受醫療輔助人員檢查。對於 Trendsetter LB 

政策，此選項可能適用於以下年齡和面額：
• 達到 $200 萬美元保單的 18 至 45 歲之間個人
• 達到 $100 萬美元保單的 46 至 55 歲之間個人
• 達到 $249,999 美元保單的 56 至 60 歲之間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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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若選擇提前申請保單給付，我可以拿到多少錢？
答： 您可領取到的金額，取決於多項因素。

	 這些因素包括：

• 您選擇從保單提前領取的金額
• Transamerica 根據您年齡與整體醫療狀況所判定的平均餘命
• 提前申請當下的給付利率 (用於判定未來給付與保費的目前價值)
• 任何評估所需的行政管理費用

	 您的平均餘命越長，所收到的給付金額就越低；平均餘命越短，所收到的給付金額就越高。

問： 誰會收到生存給付？
答： 生存給付理賠的款項是支付給您，也就是保單持有人，而非列名的受益人。

問： 我可以在申請理賠之前知道生存給付的給付金額有多少嗎？
答：  可以。我們會在收到申請通知時提供您相關的估價，以便您決定是否要提出理賠申請。在判定平

均餘命後，我們會提供您一份給付估價資料，供您決定最佳的作法。

問： 我可以只申請使用部分的給付金額而非全額嗎？
答：  可以。初次申請理賠時，保單持有人可以不用選擇全額給付。如果選擇部分給付，而日後在保單有

效期間又發生另一次符合條件的重大或慢性疾病事件，屆時保單持有人可以再次申請給付。然而，
慢性疾病每年只能申請一次給付，而重大疾病附約則將在申請三次後終止。

	 每次申請將收取行政管理費用。

問： 如果我領取了保單的部分生存給付，剩餘的給付是否就沒有了？
答：  不會。任何未提前領取的給付金額，都將保留為保單面額，可供您的受益人日後領取。舉例來說，

若保單面額為 $200,000 美元，而您選擇提前領取其 90%，就還會剩下 10% 也就是 $20,000 美
元的保單面額。

問： 若我領取了所有的生存給付，至親在我身故後仍有給付可以領取嗎？
答：  因重大或慢性疾病而提前領取的給付金額，最高為保單面額的 90% 或 $1,500,000 美元，以兩者

中較低者為準。因此萬一您不幸身故，至少會留下保單面額的 10% 給您的至親。因末期疾病而提
前領取的給付金額，最高為保單面額的 100% 或 $1,500,000 美元，以兩者中較低者為準。若您選
擇提前申請 100% 的給付，身故時將不會剩下任何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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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續前頁)

問： 若我同時符合重大疾病以及慢性疾病的給付條件呢？
答：  申請給付時，您只能從重大疾病或慢性疾病這兩個選項中擇一申請，無法同

時申請兩者。

問： 我的保費每年都一樣嗎？
答：  在初始保證定額期間，也就是定期人壽保險的年期內，您的保費都將維持

一樣。Trendsetter LB 提供多種年期選項供您選擇：10、15、20、25 或 30 年。

	 	若選擇在初始定額定期年期結束後保留保單，年期結束後的保費會逐年增
加。若有提前領取死亡給付，保費將根據新的保單面額調整。

問：  我可以將 TRENDSETTER LB 定期保單轉為 TRANSAMERICA LIFE 
INSURANCE 的其他終身保險產品嗎？

答：  可以。您可以將 LB 保單轉換為 Transameric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屆時
提供的終身人壽保險保單。若要轉換，您必須在定額保費年期屆滿之前或是 
70 歲生日 (優選加值等級則為 75 歲) 之前進行，以兩者中較早者為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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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 
TRANSAMERICA？
誰也不知道意外何時會發生，但我們能協助您事先規
劃，做好準備。我們滿懷熱忱，致力協助您與家人在人
生的每個階段都能享有安心無虞的健全財務。

歡迎立即與 Transamerica 保險專業顧問聯絡。讓我們
攜手合作，一同為您打造解決方案，協助您規劃光明的
財務前景。

transamerica.com

我們滿懷熱忱，致力協
助您與家人在人生的
每個階段都能享有安
心無虞的健全財務。

http://Transamerica.com


保障自己，也保障您摯愛的人。
進一步了解

前往：transamerica.com

各州規定不盡相同。
透過提前死亡給付附加條款提供的給付，將使壽險保單的給付與保單價值減少，根據提前給付的金額，保單面額、死
亡給付和保費都會降低。透過提前死亡給付提供的提前給付，在特定情況下可能需要繳稅。如需相關稅務說明，請徵
詢您的稅務顧問，了解收到提前死亡給付時的相關稅務處置方式。提前死亡給付一經付款確定，可能會影響 Medicaid 適
用資格或其他政府機關的給付及權益。完整詳情請參閱保單或附約。
為了示範說明起見，每個案例說明均假設 8% 的貼現率 (加州則為 6%) 以及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收取的 $350 美元行政管理
費用 (日後得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漲)。使用的貼現率為目前的 90 天期美國國庫券殖利率或是 Moody’s 公司債券殖利
率，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可另外加購特定附約。附約和附約給付有其特定限制，同時可能不適用於所有的司法轄區。如欲了解完整資訊，包括
各個附約的條款和細則以及所提供的確切保障，請諮詢 Transamerica 保險專員。
Trendsetter® LB (保單表單 ICC16 TL23 或 TL23) 是由 Transameric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Cedar Rapids, IA 發行之定期人壽保險保單。10 年
期保單的保費將由第 11 年起逐年增加，15 年期將由第 16 年起逐年增加，20 年期將由第 21 年起逐年增加，25 年期將由
第 26 年起逐年增加，30 年期將由第 31 年起逐年增加。不適用於紐約。保單表單和編號可能有所不同，同時此保單和
附約可能不適用於所有的司法轄區。保險資格對象和保費需經核保。在大多數的州中，若被保險人在前 2 個保單年度
內自殺，死亡給付僅限於退還已繳交的保費。承保准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保險保單之保證和給付，均是基於保險發行公司的理賠支付能力。
Transamerica 保留對本手冊中的資訊進行更改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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