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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TRENDSETTER

ULTRA TERM LIFE



守护最珍贵

几千年来，珍珠一直被视为优美、典雅与财富的象征。在贝壳的培育保护下浑然天成，
每颗珍珠的形状与光泽也独一无二。 

同样，您所珍视的家人或业务，也像珍珠一样珍贵而独特，必须用心守护，才能拥有
光明的未来。 

Trendsetter Ultra Term Life （Hong Kong）� 针对您的需要，为您最重要的事物提供合适
周全的保障。

�   本文件将统一简称为 Trendsetter Ultra (Hong Kong)。

家人与个人
保障

业务传承 债务与贷款
保障

遗产规划





信守 ． 财富 ． 跨世代

本产品概要应与企业概览及销售说明文件一并阅读。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本产品概要所载之保单合约条款及细则，请向您的财务代表索取保单合约副本。我们亦可应您的
要求提供保单合约的中文译本以作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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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人寿（百慕达）有限公司（「全美人寿百慕达」）秉持协助高资产客户实现终身财务保障，让他们的财富能世代传承，
策划安稳未来。

全美人寿公司创立至今逾一个世纪。凭借全美人寿百慕达对高资产客户的专注，我们成为公认的主要高资产寿险
服务供应商，并在高资产财富保障的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包括处理高投保金额而复杂的保单，以助客户
规划遗产及业务安排。

全美人寿百慕达于百慕达汉密尔顿成立，这个国际金融枢纽制度稳健，备受推崇，在合规和透明度方面皆声誉卓著。
百慕达受欧盟《偿付能力监管II号指令》「Solvency II」规管，并具备美国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 的

「合资格司法管辖区」地位。

全美人寿百慕达致力向客户兑现承诺，恪守企业管治的业务重点，并维持稳健的财政基础。我们已获百慕达金融
管理局发出执照，并严格遵守有关当局对偿付能力的要求，同时也在香港及新加坡设有分行，并分别获香港保险业
监管局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也严格遵守有关当局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我们隶属全球保险集团。全球保险集团为扎根荷兰海牙的多元综合国际金融服务公司 ，提供投资丶保障及退休方案 。
全球保险集团于阿姆斯特丹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旗下公司在全球雇用��,���名员工 ，服务�,���万名客户 ，致力
协助客户拥有精彩人生 。

卓越往绩，放眼未来。我们不断努力创新，继续肩负保障及传承客户财富的使命。

关于全美人寿（百慕达）有限公司

#

*
**
***
****

NAIC 为美国保险业制定标准和提供监管的机构，由来自美国��个州丶哥伦比亚特区和五个美国领地的主要
保险监管机构成立和管辖。
截至����年�月的资料。
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截至����年��月��日的资料。
总分类账户资产主要由全球保险集团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截至����年�月的资料。

备受全球逾��,���名
高资产客户所信赖****

于����年处理逾
��,���万美元的赔偿金额

拥有��年管理万用寿险
组合的丰厚经验

全美人寿于中国上海设立首个销售据点 ，
立足亚洲逾��年 ，全美人寿百慕达
并于����年及����年分别在香港

及新加坡开设分行

获标准普尔持A+评级* 总资产***逾���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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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用TRENDSETTER ULTRA (HONG KONG)?

 
Trendsetter Ultra（Hong Kong）为定期寿险产品，为富裕及高资产净值人士提供完善的保障，灵活配合他们的需要。

作为成功人士，您是家庭与业务的重要支柱，并明白到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不幸身故而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

您既需要大额的保险保障，同时想维持足够的流动资金应付其他重要事项。或者您只需要适用于特定时期的寿险
保障，无意投保需要长期供款的终身寿险保单。

Trendsetter Ultra (Hong Kong) 可能是最切合您所需的保险方案。



选用 Trendsetter Ultra (Hong Kong)，您可享有：

因应您的特定要求制定合适的寿险保障及保障期，并提供多个保证保障期以供选择，由五年至
受保人的��岁不等。如果您已年届��岁，或可选择年期至��/���岁。无论是保障水平或保障期，
一切由您决定。

灵活选择保障水平及保障期

若不幸身故，保障您的家人未来生活及财富。妥善规划传承安排，守护子女直至他们成年，
或偿还任何债务。

守护挚爱

即使要员丶雇主或合作伙伴身故，确保业务持续运作，同时降低风险，减少对业务的影响。此外，
若要员不幸身故，可透过保障偿还商业贷款。可设计合适的保障，为合伙买卖协议提供资金，
同时配合有序的继承计划，确保结果符合预期。

提供业务保障

转换选项�

于选定保单年期末或受保人��岁或之前（以较早者为准），可将基本计划转换为永久人寿保险保单，
而毋须进一步提供可保证明。

自动续保保证�

于选定保单年期后每年续保基本计划、意外身故保障及/或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如适用），至受保人
���岁（就基本计划而言）及受保人��岁（就意外身故保障及/或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而言），而毋须
进一步提供可保证明。

每年收取的续保保费将按照受保人于续保时达到年龄的现行费率计算，而该费率并非保证并由全美
人寿百慕达就投资回报、索赔、保单失效及开支方面的实际经验及展望全权酌情决定每年的更改。

延伸保障

我们保证保费将于整个选定保单年期内 (不包括任何续保期) 维持不变，而且您可以按照特定需要自
行设定保障期，令保费更相宜。

相宜的保证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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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美人寿百慕达全权酌情决定的现行条款及细则约束。详细的条款和条件将反映于符合转换选项的保单的保单
合約內。
受全美人寿百慕达全权酌情决定的现行条款及细则约束。详细的条款和条件将反映于符合自动续订保证的保单的
保单合約內。

TRENDSETTER ULTRA (HONG KONG) - 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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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个人需要，可选择附加保障令保障更全面：
�.  意外身故保障 － 在受保人意外身故时提供额外保险金
�.  豁免保费保障 － 豁免基本计划及附加保障的保费
�.  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 在受保人完全及永久伤残的情况下，从投保金额中预付款项

有关详情，请参阅「附加保障」一节。

额外保障的附加保障（须支付额外保费）



例子：

受保人��岁，希望享有保障至��岁退休，选定保单年期将会为��年。

��（最高受保人年龄） - ��（受保人年龄）＝ �� (选定保单年期）

选定保单年期将为�年，以符合其特定要求

受保人��岁，希望享有�年保障以偿还商业债务。

选定保单年期可以是：

�年（最短）

��岁

��岁

注：若选择年期长至��岁，选定保单年期将不会超过受保人的��岁。

年期长至��岁（适用于��至��岁的受保人）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至��年 (最长）

年期选项如何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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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人��岁，希望享有保障至��岁以偿还按揭 / 规划遗产，选定保单年期将会为��年。

��（最高受保人年龄） - ��（受保人年龄）＝ �� (选定保单年期）

例子：

例子：

��岁

选定保单年期为：

年期至��岁（适用于��至��岁的受保人）

选定保单年期为：

年期至���岁（适用于��至��岁的受保人）

受保人��岁，希望享有保障至���岁以规划传承安排，选定保单年期将会为��年。
��岁

���（最高受保人年龄） - ��（受保人年龄）＝ �� (选定保单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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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保人年龄 (最长��年)

��� - 受保人年龄 (最长��年)



详情请联络财务代表。
末期疾病指由身体损伤及 / 或疾病引致并于保单缮发日期后经医生诊断的医疗状况 ; 该诊断获得临床丶放射学丶
化验或我们接纳的其他医疗状况证据支持 ;无法透过任何现有医学方法治愈 ; 及医生证明预料于诊断后��个月内
死亡，而该医生证明是预付身故保险金书面申请��历日内所发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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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SETTER ULTRA (HONG KONG)

基本计划概览

管辖法例

基本计划

百慕达

保单货币 美元

缮发年龄 一 受保人 ��至��岁 ��至��岁

缮发年龄 一 保单持有人 ��岁或以上

保费结构 于选定保单年期内 (不包括任何续保期) 划一及保证

身故保险金 一 投保金额 最低投保金额：���,���美元
                               �,���,���美元（中国内地及印度）

降低投保金额

预付身故保险金

转换选项

自动续保保证

可降低投保金额；受最低投保金额规定限制

拥有权
个人：��岁或以上；或
信托结构的受托人及采用信托结构的公司；或
许可国家下成立的公司（用作业务保障目的)�

保费缴付周期

选定保单年期 /
保费缴付期

最短：�年
最长：直至受保人的��岁

直至受保人的��岁 直至受保人的���岁

不适用

年期长至��岁 年期至��岁 年期至���岁

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若受保人经诊断患有末期疾病 �，保单持有人可要求从投保金额预支�,���,���美元或
投保金额的 ���%（以较低者为准）（以全美人寿百慕达缮发的所有保单之每名受保人
计算）。

适用 (如符合条件)
转换选项不适用于根据豁免保费保障获豁免保费的保单。

每年续保至���岁 (如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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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保障�（须支付额外保费）

适用范围

直至受保人��岁的保单年度末

��至��岁 ��至��岁

�. 只限�S区；及
�. 投保金额���,���美元至
     �,���,���美元之间

�. 所有地区
�. 投保金额���,���美元
     或以上

�. 只限�S区；及
�. 投保金额���,���美元
     或以上

缮发年龄

最高保障年龄

保障

意外身故保障 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豁免保费保障

年期长至��岁：直至选定保
单年期或受保人��岁的保单
年度末，以较早者为准
年期至��/���岁：直至受保
人��岁保单年度末; 或若索
赔触发事故于受保人� �岁
的保单年度或之前发生，则
直至选定保单年期末

若受保人因意外导致身体
损伤而死亡，将支付
���,���美元� 的额外
款项。

若受保人经医生确认及证明
为完全及永久伤残，将从
保单投保金额中预支款项，
以选定保障金额�为上限。

选定保障金额：
���,���美元至�,���,���
美元 (视乎投保金额上限
而定）

若受保人于其��岁的保单
年度或之前经医生确认及
证明为完全及永久伤残，
可获豁免基本计划及附加
保障（如适用）的保费直至
选定保单年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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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保单缮发前选择附加保障，惟于选定保单年期內不可取消。有关附加保障的定义丶条款及细则丶限制及豁免
详情，请参阅相关的批注条款。
如受保人以付费乘客的身份乘坐由持牌公共运输商营运操作的飞行器丶巴士丶火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时，发生
意外导致身体损伤而死亡，将再多付���,���美元。
由全美人寿百慕达及其他保险公司就同一受保人提供类似性质保障缮发的所有保单应付的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最高保险金金额将不会超过�,���,���美元。

6

7

8



受保人完全丧失以下部位或功能，并且不可恢复：(甲) 双目失明；(乙) 单眼失明，以及丧失一肢（足踝或手腕关节
或以上位置）或一肢（足踝或手腕关节或以上位置）丧失功能；或 (丙) 丧失以下部位或以下部位丧失功能：(i)双手
(手腕关节或以上位置)；(ii) 双足（足踝关节或以上位置）；或 (iii) 一只手（手腕关节或以上位置）及一只足部（足踝
关节或以上位置）。
若伤残情况持续最少�个月，使受保人于伤残后无法从事任何工作或投身任何职业或专业以赚取或获得工资丶
薪酬或利润，则受保人会被视为完全及永久伤残。 
若受保人（因疾病或损伤）最少连续�个月无法进行�项日常活动中最少�项或�项活动（即使有特殊设备协助），并且
在活动时全程需要他人协助，则受保人会被视为完全及永久伤残。日常活动指于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及豁免保费
保障批注项下定义的梳洗丶穿衣丶进食丶如厕丶活动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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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触发事故

于选定保单年期内 (不包括任何续保期) 划一及保证保费结构

每年续保至��岁 (如符合条件) 不适用

一

自动续保保证

转换选项

附注

意外身体损伤指因意外直
接引致且与所有其他原因
无关的损伤，并导致受保
人于意外发生后��历日内
死亡。

完全及永久伤残指：
推定伤残 �; 或
职业伤残（适用于��至��岁的受保人）��；或
无法进行�项日常活动（适用于��至��岁的受保人）/
无法进行�项日常活动（适用于��至��岁的受保人）��。

�.
�.
�.

若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的选定保障金额与投保金额相同，
则不可同时选择豁免保费保障及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意外身故保障 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豁免保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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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基本计划转换为永久人寿保险保单，意外身故保障、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豁免保费保障将终止。



信贷风险

Trendsetter Ultra（Hong Kong）是由全美人寿百慕达承保及缮发的定期寿险保单。您就保单所支付的所有保费将会
成为及一直属于全美人寿百慕达的资产。您对任何该等资产均没有任何权利或拥有权。您只可向全美人寿百慕达追讨
保险金。若全美人寿百慕达未能履行保单所提供的利益，您便需要承担损失的风险，并可能因此损失所有已缴付保费
及保险保障。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全美人寿百慕达的资讯，请参阅我们的企业概览。

汇率风险

Trendsetter Ultra（Hong Kong）的保单货币为美元，即您所缴付的款项及我们支付的利益均以美元为单位。美元兑换
其他货币的价值会有所变动，若您的本土货币与保单货币不同，您所作的供款或收取的款项价值在兑换成本土货币时
可能会有所增减。

通胀风险

在通胀的影响下，保单利益的未来实际价值可能低于现时的价值。

自杀除外责任

若受保人于保单缮发日期后�年内自杀身亡，我们将不会支付身故保险金，只会退还您当时已缴付的保费。

附加保障豁免事项

适用于意外身故保障

若受保人身故由下列各项直接或间接引致，我们不会作出任何保险金：

自杀或企图自杀（不论神智清醒与否）；
任何自愿或非自愿 丶 意外或以其他方式服用 丶 施用 丶 吸收或吸入任何毒物或气体；
任何细菌感染，因意外身体损伤受到感染的情况除外；
身体缺陷或精神不健全；
任何疾病；
作出或企图作出袭击或干犯重罪；
并非以乘客身份于任何类型飞行器提供服务，或乘搭任何类型飞行器作旅游或出行用途；
参与暴动；或
战争（不论宣战与否）或任何战争行为。

主要产品风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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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除外责任及限制

若受保人职业或其他行为涉及高危活动，保单可能受若干除外责任批注约束。该等批注将会纳入保单合约，
并构成您与我们签订的合约的一部分。如欲了解在该等情况下我们的责任限制，请参阅该等批注的条款。

此外，请查阅保单申请表格及保单合约的详细条款及细则，并留意我们不会支付保单利益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我们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被要求采取特定行动以履行合规责任的情况）。

适用于豁免保费保障和完全及永久伤残保障

索赔于受保人身故后提出；或
完全及永久伤残于保单生效日期或复效生效日期（如有）已存在；或
由下列各项直接或间接引致的完全及永久伤残 ：
(甲) 企图自杀或自残（不论神智清醒与否）；
(乙) 乘搭非商用航机，军机除外；或
(丙) 于保单或任何批注订明排除的活动。

�.
�.
�.



迟缴或不缴付保费

我们于保费到期日后提供��历日的宽限期，若您未能于宽限期届满前缴付到期保费，您的保单将会失效，并丧失
所有寿险保障。

提早终止保单

Trendsetter Ultra （Hong Kong）是针对指定年期持有的纯保障人寿保险产品，并没有保证现金价值或保单红利。
由于此产品并没有储蓄或投资成份，若保单结束或提早终止，您不会享有现金价值。若您在冷静期（见下文）届满后
终止保单，您将不获退还任何保费，并会丧失所有寿险保障。因此，在决定终止保单前应慎重考虑。

取消保单的权利

您购买保单后有权在冷静期内取消保单。您可以在收到保单后��历日内向我们或您投保保单的授权代表退还保单。
我们将会取消保单，即保单从未生效，亦会退还任何已付保费。若您已就保单获得赔偿，或取消保单的要求及保单未能
于指定的��历日内退还，则不获退还已付保费。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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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etter Ultra（Hong Kong ）（保单表格编号 TL�� HK）为全美人寿百慕达承保及缮发的定期寿险保单。全美人寿百
慕达于百慕达汉密尔顿成立。此文件提及的保单仅于香港发售。受保资格及保费受核保规限。若受保人于首两个保单
年度内自杀身亡，全美人寿百慕达所支付的身故保险金仅限于已付保费。

本文件仅为概览，并非销售要约或用作招揽购买全美人寿百慕达产品之用。本文件仅作提供资料之用，不应理解为
财务丶税务或法律意见。客户及对此产品有兴趣之人士应自行寻求独立的财务丶税务或法律意见。实际的保障额取决于
不同因素，当中包括受保人之年龄丶性别丶风险类别丶吸烟状况及居住地。本文件内所示的所有货币价值均为美元。
本文件最后更新日为����年��月。客户及对此产品有兴趣之人士应参阅保单合约以了解详细条款及细则。尽管全美人
寿百慕达已审慎编制本文件，惟全美人寿百慕达对文件内容的准确性并不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任何相关的
责任亦概不负责。如欲了解计划详情，请与全美人寿百慕达之分锁商联络。

本产品概要提述的保单合约以英文编写。本产品概要与保单合约之内容如有任何争议或歧义，将以保单合约为准。
本产品概要的中文与英文版本之内容如有任何争议或歧义，将以英文版本为准。

本文件阐述 Trendsetter Ultra（Hong Kong）的主要特点，并非合约。实际条款请参阅您的保单合约。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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