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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用人寿保险如何运作？

您选择：

万用人寿保险如何运作

– 运作细节：

您所需的保障 

按自己的需求选择保额。您想赔偿金足够偿还您的

债务，即使日后身故也不会把重担留给亲人。

谁人获得赔偿金

选择在您身故时谁人获得身故赔偿金。这称为您的

受益人，他可以是任何人，包括家人、朋友或慈善

机构。

支付保障的频次 

通常是按月或按年缴付，但也可根据您的选择而定。

支付保障的金额和年数

采用万用人寿保险，您有很多选择。您的保单内

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以缴付您的保险费用。但如果您

存入额外资金或您的现金值已经有足够的增长，

则可以暂停定期缴款。

选择何时付清保费费用

购买保单时，您可选择在10、15或20年內付清您保单

的保险费用；或选择在保单年期内支付相同的费用，

一切由您作主。

投资方式 

万用人寿保险包含投资成分。您可以决定如何投资

自己的资金、投资风格及可以承受的风险。

如何让您的财富增长 

只要您投资在保单内的资金不超过政府规定的限额，

就可以在保单内免税增长。

您将已投资的资金留在保单内，可以在身故时为亲人

留下一笔更大的赔偿金；1 又或者在您有生之年随心

运用资金，包括：

  • 增加退休收入

  • 创业

  • 支付孩子的教育费

请注意：提款可能需要缴纳所得税。

1 如果您向保单借款或提取款项，将会降低保单的现金值和指定受益人
可获得的赔偿金(称为身故赔偿金)。向保单贷款须付利息。

缴付保费 每月保险成本

现金值账户

人寿保险保额

有可能获得的增长

您所缴付的保险费用(称为保费)

将被纳入您保单的现金值账户。

假以时日，您账户的现金值可能会增长。此外，如果

您的投资表现良好，和/或您决定向保单投入更多

资金，其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您在有生之年可随意

运用这些資金，

例 如 : 2

   • 支付孩子的教育费或用作退休

   • 向您的保单借款并在日后偿还

   • 永久提取款项

为了支付您的保单，我们从现金值

账户扣除这个所谓保险成本。如果

扣除后账户尚有剩余资金，则会

根据您的选择和风险承受能力自动

进行投资。

请谨记，如果您向保单借款(而在被保人去世前没有还款)或提取资金，将会影响保单的账户价值以及身故时留给后人的金额。

而且您也可能需要就提取的款项缴税。

2 如果累积的资金保持在法定限额之内，在提取现金值时只需缴纳所得税。

 •  您还可以用账户中尚余的资金来缴付您的保险成本，

意味着只要账户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保单费用，您可能

不需要定期缴款。

想了解更多？ 

我们乐于相助。请向您的顾问查询万用人寿保险如何能满足您的需求。

什么是万用人寿保险？ 

万用人寿保险可以是灵活、可负担，并提供终身保障的人寿保险。 

不仅如此：它也包含投资成分，让您进行投资，有机会让资金逐渐增长。 

万用人寿保险：周全保障 妥贴到位 

变幻，难以避免，这是人生中可以肯定的事。正因如此，当您选择保险时，您希望有不同的选项，好让您 

灵活选配，并可以随着您成长的需求，灵活地做出调整。万用人寿保险 (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可能是 

最适合您的选择。让我们仔细剖析一下。 

终身享有保障 

只要您缴付保费，便保证您终身享有保障。 

负担得起的保险 

万用人寿保险可以是您负担得起的终身保险，您无需 

花费太多，也可获得保障。 

匹配您的投资风格 

想不需要自行管理和监察保单？还是您想量身制定 

可以自行管理的保障？万用人寿保险让您按需求作出 

最适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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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谨记，如果您向保单借款(而在被保人去世前没有还款)或提取资金，将会影响保单的账户价值以及身故时留给后人的金额。 

而且您也可能需要就提取的款项缴税。 

想了解更多？ 

我们乐于相助。请向您的顾问查询万用人寿保险如何能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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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获得的增长



为您而设

让您终身受益

灵活保障
请浏览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In Quebec, “advisor” refers to a financial security 
advisor for individual insurance and segregated funds 
policies and to a group insurance and/or group annuity 
plans advisor for group products.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1326),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1326CHS-12/20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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