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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可負擔的保障及資產成長潛力的需求

無論您想要保障家人生活，還是累積保單價值以滿足未來生活所需， 
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 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產品都可提供您所需的幫助。

此雙人終身型人壽保險，可以在第二位被保人離世後，透過身故理賠金保障家人的生活。由於這是人
壽保險，它提供多項稅務優惠，包括免所得稅的身故理賠金，以及透過各種指數型利息策略來實現稅
收優惠增長。

購買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保單，您的資金永遠不會真正投入市場。 
您將享有固定帳戶中的最低保證利率及指數型利息策略中的最低保證報酬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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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性代表擔保的有效性；商機代表市場的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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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獲取現金價值的資訊是假設合同符合《國內稅收法》(IRC) 第 7702 條規定的人壽保險條件。只要合同仍然有效並滿足以下條件，大多數分配將按照先進先出
的原則徵稅。 IRC 第 7702A 節的非 MEC（修改後的捐贈合同）定義。但如果是 MEC，那麼您從保單中獲得的任何分配通常都應繳稅，並且在 59歲半之前提取需繳納 
10% 的額外稅。 如果符合國稅法第7702 條的條件，貸款可能享有免稅待遇。貸款和提款會影響身故理賠金額，並且可能需要額外的保費才能使保單生效。
3 上述是以該保單不是一份修訂的捐贈保單MEC (modified endowment contract ) 為前提。請向您的法律或稅務顧問諮詢； Nationwide及其代表不提供法律或稅
務建議。
4 要獲得Nationwide指數型萬能壽險獎勵計劃的資格，累計保費淨額（已支付的總保費，扣除所有保險貸款、未支付的貸款利息和部分提款）必須滿足列於您保單中
的指定日期的累計保費淨額測試。
5 附約的有效性因州而異，並且可能採用其他名稱；可能還包括其他額外費用。

使這個保單發揮其作用的功能

由於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是人壽保險，它具備許多能滿足客戶需求的優
勢和功能，其中包括：

免所得稅身故理賠金

• 透過節稅的方式將資金轉給親人或您偏好的
慈善機構

• 在第二位被保險人離世後直接付款給受益人，
避免因遺囑認證或遺產管理造成延遲理賠

Survivorship的長期照護附約

• 提供靈活的現金理賠給付，以支付您選擇的長
期照護服務所需的費用

• 讓您可以在熟悉且已知的環境中，接受您直系
親屬的照護

• 提供瀏覽 Nationwide Care Guide Network® 
的權限 – 為保單持有人提供長期照護資源介
紹服務

延長不失效保證附約

• 只要符合最低保費繳交要求，便可以保證身故
理賠 – 即使保單的現金價值已用盡

• 我們提供兩個年齡層供客戶選擇 – 至90 歲或
至 120 歲，客戶可以依照金額，選擇最符合他
們需求的身故理賠 

多層稅收保護

• 延遲付稅的現金積累

• 透過保單貸款或取款的方式，從保單已有的現
金價值中領取免稅的收入2

• 可提前在59歲半之前提領，而不須負擔美國聯
邦稅的罰款  3

• 當資金從一種指數利息策略轉移到另一種時，
不會產生稅收影響

更具價值累積潛力

• 廣泛的指數型利息策略讓您有機會在市場低
迷的情況下仍可獲得較高的利息

• Nationwide IUL 獎勵計劃®和其他功能提供了
更大的增長潛力  4

額外的優勢

• 可透過搭配附約來客製化保單，使保單內容更
符合您的需求5

• 便利的客戶服務，例如提供保單執行情況和保
費支付的訊息，幫助您管理保單並從中獲得最
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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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可以滿足您多種需求的保單

以更少的金額幫兩人投保
由於風險分佈在兩個被保人上，因此一份 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
壽險保單的保費通常比兩個單獨的指數型萬能壽險保單低。

規劃遺產或財產
此產品可用於幫助您量身定制遺產或財產規劃策略，有效率地將財富移轉給您摯愛的人。

找到長期照護的解決方案
這項產品可加上附約，提供負擔得起的方式來支付配偶、伴侶或父母及成年子女的長期護
理 (LTC) 費用。此現金賠償性附約讓您可以不需要經由繁瑣的檢附收據流程，即可使用部
分的身故理賠金來支付每月的長期照護費用。6

獲取保單的累積價值
增加保單的增長潛力，透過稅收優惠貸款或提款 方式累積價值，以幫助支付意外費用或
為未來目標提供資金，例如大學學費或補強退休金等。

7

備註
遺產或財產
過世後遺留的資產

附約
可額外加上的收益以幫助
滿足您的特定需求

6 Survivorship保單的長期照護附約需要支付額外費用。雖然不需要每月提交帳單及收據來領取每月的長期照護補貼，但可能會需要這些單據來協助查實理賠。請
注意，作為預付的身故理賠金，Survivorship長期照護附約的支出將減少身故理賠金與退保金額。即使在附約有全額賠付的情況下，請確保您對於人壽保險的需求
有得到滿足。長期照護的費用因人而異，不能保證此附約可以全額支付個人長期照護費用。Nationwide向保單持有人支付長期照護費用。如果被保險人不是保單持
有人，則不能保證將理賠用於支付長期照護費用。並非所有州都提供Survivorship長期照護附約。
7 從保單累積的價值中提款或貸款可能會影響您的身故理賠金額，並可能需要支付額外的保費。如果您選擇貸款或提款，則應付給受益人的累積價值和身故理賠金將
會減少。提前退保或部分退保可能需支付退保費用。退保可能需繳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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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健康問題的人投保
當兩個被保險人中的一人因有健康問題而無法獲得個人人壽保險的承保時，此項產品可以
提供他們所需的保障。

延續家族企業的計劃
並非所有子女都想在父母去世後參與家族企業。此項產品可以為願意經營家族企業的成年
子女提供購買兄弟姐妹股份所需的資金。

保障有特殊需求的家庭成員
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保單可依照特殊需求建立信託機制， 
夫妻可以在其律師的指導下，詳細清楚地列出資金的使用方式，確保他們的家人在他們離
世後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擁有控制權
此項產品提供保單持有者主導的結算選擇，讓您可以決定您的受益人如何及何時獲得保單
的身故理賠。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比設立信託更簡單，它讓您能夠選擇最適合您的受益
人的資金處理能力的方案。

請注意，使用信託機制有許多原因或目的，透過使用持有者主導的結算選擇不一定能夠達
到您使用信託機制可能達成之所有目的。請依您的具體情況與您的法律或稅務顧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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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保單如何運作

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讓您在最需要的時候獲得保單的累積價值， 
並提供身故理賠，在第二位被保險人離世後保障您的親人。以下是運作方式：

您支付保單費用

您支付的一部分將用於 
保費和手續費8

剩餘資金則用於各種指數型
利息策略和固定利息策略

分配給策略的資金可能以遞延稅收的方式 
建立保單的累積價值；該保單可用於：

保障您的家人 在您需要時獲取免稅資金 幫助支付長期照護費用  
(當長期照護附約有被加到 

Survivorship 保單中)

8 即使停止支付保費，也會扣除保單費用和手續費。預估的保單收費金額（稱為最低要求的固定利率策略分配或 MRFISA）將自動保存在固定利率策略中。整年度的
每月保費將從固定利率策略的 MRFISA 金額中扣除。 MRFISA會在您的保單和年度報表中詳細列出金額。只有超過 MRFISA 金額的累計價值和保費才可以使用在指
數型利息策略上以獲得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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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的增長潛力

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為您提供了從固定利率策略和各種指數利率策略 
（ 或任何策略組合）中進行選擇的彈性，這些策略具備累積價值的增長潛力。 

固定利率策略
固定利率策略通常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選擇，因為利率是固定的並且提前公告，並且有1%的最低保證
利率。

指數型利率策略
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UL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的利息策略使用兩種方法來計算計入您保單的利
息。 S&P 500® 點對點方法專為穩定的市場增長的情況而設計，而多指數月平均則更適合預期市場波動
較大的情況。

指數型利息是如何計算的
利用多個不同因素來計算所賺取的指數型利息，包括參與率、下限率以及上限或利差率。這些因素使 
Nationwide 能夠提供增長潛力及 0% 的最低下限率保證—即使被追蹤的指數低於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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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收益

我們知道從保單中獲得最大價值對您來說很重要，因此我們提供了各種不同的產品來幫助您客製化
保單以滿足您的需求。

幫助您從保單中獲得更多收益的特色
Nationwide	IUL	獎勵計劃®
我們的獎勵計劃提供了降低保單費用的方法。您只需在保單的第 21 年時支付一定數額的保費 。 
一但您符合資格，您就可以開始享受此計劃的福利。只要您的保單有效並且每個月都符合要求， 
我們保證您保單的每月保險費用 (COI) 費率將從保單第 21 年開始降低 15% - 即使您已開始使用您的
保單的累積價值 。10

9

透過附約與收益來客製化您的保單
Survivorship長期照護附約
此附約可以讓您加速取得身故理賠，幫助支付長期照護的費用。

遺產保護附約（四年期保險附約）
此附約在保單的前四年為您的受益人提供額外的身故理賠。它可用於幫助支付第二位被保險人離世時
可能到期的部分或全部遺產稅。

延長不失效保證附約
Extended No-Lapse Guarantee (ENLG) 附約確保在初始身故理賠保證期之後，只要 ENLG 值減去任
何債務大於零，保單就不會失效。 ENLG 值取決於保單的管理，包括保費、部分退保和保單貸款的頻
率、時間和金額。如果保單持有人沒有按時支付保費，可能會導致不失效保證的期限縮短。

保單分割選擇權附約
如果離婚或合約中指定的稅法發生變化，此附約可以將您的保單拆分為兩個獨立的保單 。 11

9 在簽發保單時即會確定保費。我們會追蹤或“檢算”累計的總保費（扣除任何貸款或提款），並透過年度報吿通知您是否有符合獎勵計劃的資格。如果需要，可
以補足保費且不需付任何利息。如果在第35個保單年度開始時通過資格測試，之後的測試將以同樣的數額為準。如果在第35個保單年度開始時尚不能滿足測試
要求，則測試將終止，並且不會進一步降低費用。如果保單有變更，則累積的保險費測試金額可能會更改。僅當在保單簽發時選擇了身故理賠金選項1且從未更改
時，Nationwide IUL獎勵計劃才會生效。在保單的年報中會呈現您在Nationwide IUL獎勵計劃的現狀。
10 擔保取決於人壽保險發行公司的償還債務能力。
11 保單分割選擇權附約不適用於Survivorship長期照護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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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下一步
立即與您的財務顧問聯繫， 

了解Nationwide Survivorship Indexed Universal Life 
如何幫助您自信地規劃未來。



• 不屬於存款 • 不在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或全國信用合作社互助會保險基金(NCUSIF)保險範圍內 • 
• 不受機構保證 • 沒有投保任何聯邦政府機構 • 可能有價值損失 •

此文件並非建議您購買、出售、持有或滾存任何資產、採用投資策略、保留特定投資經理人或使用特定賬戶類型。亦沒有顧及特定的投資目標、稅則及財
務狀況或任何特定人士的特殊需求。投資者應該與專業金融人士討論其具體情況。

這些評級和排名反映了評級機構對Nationwide Life Insurance與Nationwide Life and Annuity Insurance Company的財務實力與理賠給付能力的
評估。它們並非旨在反應受市場風險影響的浮動賬戶的投資經驗或財務實力。由於日期僅在評級發生變化時更新，因此上述日期為我們收到的最新評
級。評級可能隨時改變。

保險專員或公司可能會根據您的要求與您聯繫以獲取更多資訊。 

此資訊旨在支持 Nationwide Life and Annuity Insurance Company 提供的人壽保險合同、年金合同和/或其他產品和服務的推廣、營銷和/或銷售。

此保單允許彈性的保費支付，但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確保保單有效並滿足您與受益人的需求。

雙人指數型萬能壽險並非股票投資，不直接參與任何股票或股權投資，也不收取股息或資本收益。過去的指數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此外，請注意利息波
動可能導致您的保單需要支付額外費用。

確保您選擇的產品可以滿足您的長期人壽保險需求，尤其是在您個人生活發生包括步入婚姻、孩子的出生或是工作晉升等變化時。權衡保單的成本，並
了解人壽保險的收費會隨性別、健康程度、年齡及保險人是否有抽菸習慣而不同。根據個人需求而在基本保單裡增加附加保障利益（Riders）通常需支付
額外費用。

保單的所有擔保和利益均取決於人壽保險發行公司的償還債務能力。與出售保險的保險經紀人/經銷商和/或保險代理機構或其任何關聯附屬公司無
關，他們均不對人壽保險發行公司的償還債務能力進行任何聲明或擔保。

The policy/contract is available only in English. The policy/contract is the official version for purposes of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advertisement is for explanatory 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e advertisement do not necessarily, as a 
result of possibl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contents of the policy/contract written in English. Nothing in this advertis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to modify or change the policy/contract.

僅提供英語版本的保單/合約。該保單/合約是正式版本，適用於申請和詮釋保單內容。此廣告目的僅用於說明或傳遞訊息。由於語言翻譯上的差異，廣告
中包含的聲明不一定會真實反映以英語撰寫的保單/合約的內容。本廣告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修改或更改以英語撰寫的原保單/合約中的內容。

Survivorship的長期照護附約有排除、限制、福利減少以及附約可以繼續有效或終止的條款。請聯繫您的財務經紀人，了解更多有關費用和保險涵蓋範
圍的詳細資訊。

我們保證您可以續簽您的Survivorship長期照護附約。Nationwide 不會單方面取消或減少此附約的承保範圍。除非您要求，否則只要保單仍然有效，
此附約就會一直有效。您的每月長期照護附約費率不能超過您的保單中規定的最高限額。但是，Nationwide 有權將您當前的每月長期照護附約費率提
高到保證的最高每月長期照護附約費率。每月的 Survivorship長期照護附約費用的任何變化將與相同性別、投保年齡、產品、費率類型和費率等級以及
保單在相同期限內生效的費率一樣。

“ S＆P 500”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是S＆P道瓊斯指數有限責任公司（“ SPDJI”）的產品，並已授權Nationwide人壽保險公司和Nationwide人壽與年
金保險公司（“被授權人”）使用。標準普爾®，S＆P®和S＆P 500®是標準普爾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S＆P”）的註冊商標； DJIA®，Dow®，Dow Jones®和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是道瓊斯商標控股有限公司（“Dow Jones”）的商標； SPDJI已被授權使用這些商標，以及被允許可基於某些目的再授權予
他人。被授權方的產品並非由SPDJI、道瓊斯、標準普爾或其各自關聯公司所贊助、認可、銷售或推廣，上述公司及其各自關聯公司均不對投資此類產品
提供任何建議，也不對S＆P 500和/或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任何錯誤、遺漏或中斷承擔任何責任。

NASDAQ®、OMX®、NASDAQOMX®、NASDAQ-100®和NASDAQ-100Index®是NASDAQ OMX Group，Inc.（及其關聯公司稱為“集團公司”）的註冊商標，
並已授權Nationwide人壽保險公司和Nationwide人壽與年金保險公司使用。這些產品的在合法性或適用性方面未被公司轉讓。公司未發行、認可、銷
售或推廣產品。公司對這些產品不做任何保證，也不承擔任何責任。

所有保障及擔保均受保險發行公司的債務償還能力所約束。

Nationwide及其代表不提供法律或稅務建議。對於特定問題，應諮詢律師或稅務顧問以取得解答。

產品由位於Columbus, Ohio的Nationwide人壽和年金保險公司發行。

Nationwide is on your side、Nationwide IUL Rewards Program是Nationwid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的服務標記。本文件中出現的第三方商
標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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