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汇丰裕达年金计划
筹划退休 实现自主生活

年金保险



谁不想退休生活丰盛无忧？只要现在准备充足，未来生活将更愉快满足，令劳碌日子变成悠长
假期。汇丰裕达年金计划为您提供全面方案，旨在为您带来安稳、活跃、充实的退休生活，年纪

增长而初衷未老，实力依然。今日投入每分关注，明日将更有机会尽享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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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华早报（2017年12月20日）：Life	after	work:	Hong	Kong	employees'	retirement	savings	fall	short	by	about	HK$2	million.
#	 政府统计处（2018年11月15日）：香港的抚养趋势
^	 仅适用于投保年龄介乎55至70岁2之受保人。
¶	 盈亏平衡（于有关年期或时间）是指在特定的保单年度内，由保证利益及非保证利益共同达成之净现金价值5及特别奖赏3（如有）可达基本计划已缴总保费6的100%。	
	 有关非保证利益的详情，请参阅「主要风险	－	非保证利益」部分。

「汇丰裕达」为您提供：

本港 80% 雇员认为退休后缺乏足够财政资源 *
。政府统计处估计，

至 2066 年 #
，本港的老年扶养比将由每 3.55 名工作者须照顾 1位

长者上升至每 1.4 名工作者须照顾 1 位长者。

为助您全面筹划退休，汇丰裕达年金计划（「汇丰裕达」、「您的
计划」或「您的保单」）结合收入来源及财富累积，并提供充分	
灵活度，配合您的人生不同阶段需要，伴您走向活跃、丰盛的晚年。
此计划为一份包含储蓄成分的人寿保险计划，其并非等同于或类似
任何类型的银行存款。

至 2066 年

稳健安心 灵活配合需要

• 灵活满足您不同人生阶段的流动资金需要。您可于短如一年的储蓄期后收取每月年金
金额 1

，年金期为高达 25 年或至 99 岁 2^
；或选择将年金保留于计划内积存生息。

• 当回报稳定，预计最快可于第 7 个保单年度 ¶达至盈亏平衡。

• 透过人寿保障，确保亲人摰爱未来生活安定。可按您的预设意愿，于受保人	
不幸身故时，受益人收取一笔过身故赔偿，或在余下年金期内每月收取有关款项。

灵活配合需要

• 年金期首10 年的每月保证年金金额逐年递增 3%，其后保持不变；

• 由年金期第11年起，可获派发由累积红利所支取的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长线可获潜
在财富增值，减轻通胀带来的影响；及

• 特别奖赏 3为保单价值的一部分，并只于身故或退保时收取。

资本有效增长

• 高达 25 年或至 99 岁 2 的年金期可提供稳定收入，令退休生活安稳舒适。

• 可选择缴付额外保费，为严重认知障碍症作保障 4
，协助照顾者应付财政问题。

长线收入

1.4:1

 



##		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5月14日新闻稿

^^	 	立法局2015年6日17日新闻稿：认知障碍

+		 	您需指定您保单内基本计划的一位受益人作为认知障碍保障收益人。

++				「严重认知障碍症」指由专科注册医生并是脑神经专科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或神经精神科专科医生明确诊断的严重永久性认知障碍，而受保人因此永久需要他人持续监护		
			的情况，并在满分为30分的简短智能测验中，得分低于10分。

有关以上附加保障之详细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请参阅附加保障之保单条款。

自选附加保障

保单开始

储蓄期结束

年金期结束
（基本计划结束）

您或认知障碍保障收益人可收取额外
100%基本计划的每月保证年金金额，
而每位受保人每月可享最高金额为	
港币 30,000 元	／3,750 美元。

于年金期确诊
99 岁 2

就此保障已缴的 100% 
保费将获全数退还。	
退款后，认知障碍保障
随即终止。

于储蓄期确诊

认知障碍保障 4

	（须另缴额外保费）

认知障碍症是导致长者残疾及倚赖他人照顾 ##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患者及家中照顾者带来经济负担。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估计，至 2036 年 ^^，香港的认知障碍症患者将达至 28 万人。于长者护理方面，将为社会构成日趋严峻的考验。

我们深明，事故难以预测，并可带来各种影响。因此，您可选择于基本计划附加认知障碍保障，确保您及家人免受沉重经济
压力。受有关保单的条款约束下，若受保人确诊严重认知障碍症 ++，您或认知障碍保障收益人 +可收取以下赔偿，在复康路上
减轻财政及心理负担。

•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 7 保单及一年储蓄期的保单；

•受保人年龄须介乎 55 至 70 岁 2 之间，并须于投保基本计划时一并投保

3

每月认知障碍入息将获派发直至受保人
身故或年届 99 岁 2（以较早者为准），	
不论已选择之任何年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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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裕达」为受保人提供身故赔偿，以助确保挚爱获得保障。此外，更透过各种涵盖附加保障，在保单年期内可为您提供
财政支持，以应不时之需。

 「汇丰裕达」涵盖附加保障令您更安心
（受制于申请资格	—	毋须另缴额外保费）

有关此自选附加保障之详细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请参阅有关产品概念单张、附加保障单张及保单条款。

于保费缴付期内（3年），若受保人不幸因意外身故，受益人除获身故赔偿外，另可额外
收取基本计划总保费的100%作为保障。

额外意外死亡保障 8

若保单持有人于年满 65岁 2 前连续失业30日或以上，缴付到期保费宽限期可延长多	
至 365日，期间受保人仍可享有保障。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 9 
 （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保单）

申请简易

投保 10「汇丰裕达年金计划」，简易方便。除个别例子外，申请人一般毋须
接受任何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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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子所述数字经舍入调整，仅供说明之用。不同保费缴付期、储蓄期及年金期可适用于不同情况，有关详情请参阅「计划摘要」部分。

例子一及二的假设：

i.			所有保费在保费缴付期到期前全数缴付。

ii.		在保单期内，未有提取保单内任何累积红利及利息，并且未有任何影响红利的调整。

iii.	计算累积红利及累积每月年金金额时所使用的现时年利率为 3.7%（适用于美元保单）。	
					此息率并非保证，我们将不时自行调整息率。实际息率或会比年利率 3.7%（适用于美元保单）较低或较高。

例子

投保年龄	 	 45 岁 2	 	 	 年金期	 	 	 	 	 	 	 25 年
每年保费	 	 75,129 美元	 	 首年每月保证年金金额	 	 	 	 	 700 美元
保费缴付期	 	 3 年	 	 	 每月保证年金金额（第 13 年及往后的保单年度）	 	 889 美元
储蓄期 	 	 3 年	 	 	 首年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第 14 年）		 	 	 210 美元
	 	 	 	 	 	 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第 28 年）		 	 	 989 美元

例子一： 所有每月年金金额存于计划内积存生息

72 岁 2

美元

预计盈亏平衡

		已缴总保费： 

 225,387 美元

保单期满时的净现金额值：

543,083 美元 = 保单期满时，可获享已缴保费的 240%

每年保费	 保单期满时的净现金价值

45 岁 2

保单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7 18 24 25 26 27 2813 14 15 16

250,000

500,000

保费缴付期 
及储蓄期 (3 年） 年金期 (25 年）

注：图表不是真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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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当参考上述例子时，请留意以下的假设：
•	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并非保证及会不时调整。未来实际金额或会比以上说明的较低或较高。
•		保单红利及利息适用于累积预计可得红利，并为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之组成部分，累积每月年金金额为非保证及会不时调整，或会比上述假设较低或	
较高。

•	以上例子仅供参考，目的并非表明或预测您就此保单可得实质金额。
•		于保单期满时，您可获享已缴总保费的百分比乃保单期满时的每月年金金额总和或累积每月年金金额加上任何累积红利、特别奖赏 3及利息再扣除	
任何债项，除以在保单期内已缴总保费的比率。该百分比并非保证。累积每月年金金额乃根据现时的红利分配及息率预计，并非保证。我们将会不时自行	
调整红利分配及息率。现时息率请参阅保险计划建议书。

以上例子所述数字经舍入调整，仅供说明之用。不同保费缴付期、储蓄期及年金期可适用于不同情况，有关详情请参阅「计划摘要」部分。

例子

99 岁 258 岁 255 岁 2

保单
年度

例子二： 以现金收取所有每月年金金额

非保证年金金额保证年金金额

A

C

B

D

每年保费

投保年龄	 	 55 岁 2	 	 年金期	 	 	 	 	 	 直至	99	岁 2

每年保费	 	 65,804 美元	 首年每月保证年金金额	 	 	 	 405	美元
保费缴付期	 	 3 年	 	 每月保证年金金额（第 13 年及往后的保单年度）		 514	美元
储蓄期 	 	 3 年	 	 首年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		 	 	 145	美元
	 	 	 	 	 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第 44 年）			 	 1,112	美元

16,000

43215 6 7 89 10 11 12 13 14 15 28 29 43 44

14,000

18,000

20,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C

D

B

A

 

95

保费缴付期 
及储蓄期 (3 年） 年金期 (25 年）

预计盈亏平衡

年金期首 10 年逐年递增 3%

（514	美元	+	1,112 美元）x	12 个月	=	19,512 美元

（514	美元	+	145 美元）x	12 个月	=	7,908 美元

美元

		已缴总保费： 

 197,411 美元
年金期内每月年金金额总和：

480,397 美元 = 保单期满时，可获享已缴总保费的 243%

注：图表不是真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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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年龄为74岁，年金期为24 年，保单年期为25 年

	 如年龄为75岁，年金期为23 年，保单年期为24 年

‡	如年龄为72岁，年金期为24 年，保单年期为27年

	 如年龄为73岁，年金期为23 年，保单年期为26 年

	 如年龄为74岁，年金期为22 年，保单年期为25 年

	 如年龄为75岁，年金期为21年，保单年期为24 年

港币1,250 元 /	160 美元

合计保费金额、按月或按年透过以下方式缴付：

•	汇丰银行户口；

•	支票；或

•	汇丰银行信用卡（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

注：

•		如为合计保费金额保单，除受保人身故或退保外，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利息一经缴付后，	
将不可提取。

•		如果您选择按月缴付有关保单年度的保费，于该保单年度内须缴付的保费总额将比选择按年缴付	
的为高。

港币 / 美元保单货币

最低首年每月保证年金金额

保费缴付方法

按月收取现金

•		于年金期内每个月结日收取每月年金金额 ;	或

积存生息

•		将每月年金金额存于计划内积存生息（如有）（该息率将由本公司不时厘定），

直至年金期完结

注	:

•	您可于保单期内任何时间就以上两项年金金额选择方式之间转换。

年金金额选择方式

计划摘要

保费缴付期

 3年

 3年

 3年

	 											储蓄期 

	 1年

 3年

 3年

年金期

 25年 †

							25年‡

						直至99岁

保单年期

							26年 †

							28年‡

						直至99岁

投保年龄 2

								19至75岁

      55至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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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蓄期：1年

	 -	由第13个月结日起收取直至年金期完结

•	储蓄期：3 年

	 -	由第 37个月结日起收取直至年金期完结

保证现金价值是根据每月保证年金金额和保单附表上列明之现金价值率计算。

此现金价值率及所计算的保证现金价值，会随着保单年度而有所不同。

红利（如有）为非保证并每年由本公司酌情决定并于该保单年度结束时存入

您的户口内，而您必须在宽限期届满前已缴付此保单周年内应缴的所有到期	

保费。

您可获派发年度红利 (如有 )，并可选择：

•	存于计划内积存生息 (如有 )；或

•	以现金收取

年度红利及息率（任何累积红利及利息及任何累积每月年金金额所赚取的利息），

均非保证。

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须视乎累积的红利及利息以及预计可得的红利（如有）

而定。累积红利及利息之金额（如有）于支付每期非保证年金金额后将随之	

递减，直至年金期完结时将减至零。有关主要风险因素的详情，请参阅	

	「主要风险	－	非保证利益」部分。

	 	 	 	 	

特别奖赏 3（如有）是非保证的及将由本公司拥有绝对酌情权下宣派。任何潜在	

特别奖赏 3 的金额将在宣派时由本公司决定。

本公司将在您全数或部分退保、终止保单、本保单期满或失效或受保人身故时，	

向您宣派特别奖赏 3（如有）。

本公司将在相关的年结通知书上更新每个保单周年日的特别奖赏 3金额（如有）。

保单年结通知书上所显示的特别奖赏 3 金额可能比早前发出的保单年结通知书

上所显示的金额较低或较高。有关主要风险因素的详情，请参阅「主要风险	－	

非保证利益」部分。

可获派保证现金价值和 :

•	累积红利及利息 (如有 )；

•	特别奖赏 3( 如有 )；

•	加上累积每月年金金额及利息 (如有 )	( 如在年金期内退保 )；

•		加上扣除退保费用后之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利息 ( 如选择合计保费	

金额 )，有关退保费用金额由本公司不时厘定；

•	减去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费

有关退保费用之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退保利益 -
如您终止保单或部分退保，
您将获支付的金额

红利

特别奖赏 3

首期年金

保证现金价值 -	

在保单期内您的保单的现金价值

计划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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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保障

身故赔偿安排

更改受保人 12

计划摘要

身故赔偿 •	于储蓄期内，身故赔偿将相等于受保人身故当日之以下较高金额 :

	 -	保证现金价值的101%；及

	 -	基本计划之已缴总保费的101%

	 加上任何非保证累积红利及特别奖赏 3及扣除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费

•	于年金期内，身故赔偿将相等于受保人身故当日之以下较高金额 :

	 -	保证现金价值的101%；及

	 -	基本计划之已缴总保费的101%及扣除任何已派发之每月保证年金金额总和(如有)

	 加上任何累积的每月年金金额和任何非保证累积红利及特别奖赏 3
，扣除任何未偿还	

	 保单贷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费

	 如为合计保费金额保单，该总值会包括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利息。

按保单持有人所作出的书面指示 11
，受益人将可收取 :

•	一笔过全数支付的身故赔偿 ;或

•		于受保人身故前之累积每月年金金额及特别奖赏 3 的一笔过款项 ( 如有 )加按月	

收取尚未支付的每月保证年金金额直至年金期结束为止 (只适用于受保人在生时已	

选择此方式及受保人于年金期内不幸身故 )

您可在保单下更改受保人最多三次。更改受保人只适用于第三个保单年度后，或于	

保费缴付期内缴清所有保费后作出（以较后者为准），并须提供可保证明及由本公司按

受保人的投保条件而批核。

•	不适用于年金期直至99岁 2 或附加认知障碍保障的保单。

•	保单的期满日将不受影响。年金金额亦将在余下的年金期派发。

•	新的不可异议条款亦将同时适用。

除上述保障外，您亦可于保单期内享有以下涵盖附加保障，毋须另缴保费 :

•	额外意外死亡保障

•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 (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保单)

及附加以下自选附加保障在您的基本计划之上，须另缴额外保费 :

•		认知障碍保障须于投保基本计划时一并投保，而受保人年龄须介乎 55 至 70 岁 2 之间

(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保单及一年储蓄期的保单)

有关附加保障之特点、详细条款、细则以及不保事项，请参阅有关之

(1)	附加保障保单条款及	

(2)	相关产品概念单张、附加保障单张及认知障碍保障保单条款。

本产品册子所述内容只供参考之用，如需了解更多有关详情，您应同时参阅保险计划建议书及保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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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自杀条款 若受保人在签发日期或保单复效日期 (以较迟者为准 )起计一年内自杀身亡，无论自杀时神志是否	

清醒，我们须向保单持有人之保单支付的身故赔偿，将只限于保单持有人自保单日期起已缴付给	

我们的保费金额，减去我们已向受益人支付的任何金额。

保单贷款 您可于年金期开始前申请保单贷款，惟贷款额 (包括任何未偿还的贷款 )不得超过减去任何未偿还

保单贷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费前之净现金价值的 90%。我们会不时厘定有关贷款的息率，并会向您

发出通知。进行任何部分退保后，保单的保证现金价值会因而降低。当保单贷款及应付利息超过	

净现金价值时，您的保单可能会失效。

请注意，我们从本保单向您支付任何款项之前，将先扣除任何未偿还贷款、利息或未付之保费。我们	

对任何未偿还贷款、利息或未付之保费的申索，均优先于您或受益人或其他人的任何申索。

冷静期 	「汇丰裕达年金计划」是一份具备储蓄成分的长期人寿保险计划，并非银行存款或银行储蓄计划。	

部分保费用作支付保险及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立保单，售后服务及索偿之费用。

如您对保单不满意，您有权透过发出书面通知取消保单及取回所有已缴交的保费及保费征费。如要

取消，您必须于「冷静期」内 (即是为紧接人寿保险保单或冷静期通知书交付予保单持有人或保单

持有人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计的 21个历日的期间 (以较早者为准 )，在该通知书上亲笔签署作实及	

退回保单 ( 若已收取 )，并确保汇丰人寿保险 ( 国际 ) 有限公司设于香港九龙深旺道1号汇丰中心	

1座18 楼的办事处直接收到该通知书及本保单。

冷静期结束后，若您在保单年期完结之前取消保单，预计的净现金价值可能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总额。

税务申报及 
金融罪行

我们或会不时要求关于您及您的保单的相关资料，您必须向我们提供相关资料，以让我们遵守对	

香港及外地之法律或监管机构、政府或税务机关负有的某些责任。若您未有向我们提供所要求之资料

或您让我们或我们任何集团成员承受金融罪行风险，我们可能 :

•	作出所需行动让我们或集团成员符合其责任 ;

•	未能向您提供新服务或继续提供所有服务 ;

•	被要求扣起原本应缴付予您或您的保单的款项或利益，并把该等款项或利益支付予税务机关 ;	

	 及

•	终止您的保单

如因上述任何原因导致任何利益或款项被扣起及 / 或您的保单被终止，您从保单获取之款项，加上

您在保单终止前从保单获取之款项总额 (如有 )，可能会少于您已缴保费之总额。我们建议您就税务

责任及有关您的保单的税务状况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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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保单终止条款 我们有权于以下任何情况之下终止您的保单 :

•	如果您未能在宽限期届满前缴付到期保费 ;

•	保单贷款加应付利息大于未扣除未偿还保单贷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费前的净现金价值 ;

•		若我们合理地认为继续维持您的保单或与您的关系可能会使我们违反任何法律，或任何权力
机关可能对我们或汇丰集团成员采取行动或提出谴责 ;或

•	我们有权根据任何附加保障的条款终止您的保单

有关终止条款的详细条款及细则，请参阅保单条款。

合计保费
金额方式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可让您预缴所需的保费，于保费到期日扣除所需之每年保费后的合计保费	
金额结余将积存生息，息率为非保证并会由我们时厘定。若合计保费金额及其累积利息超出您的	
保单所需的总保费，我们将于扣除所有于您的保单下尚欠之保费后将余额退回。若合计保费金额
及其累积利息不足以支付您的保单所需的总保费，我们将以书面要求您尽快缴付保费差额。如您
未能支付保费差额，可能令您的保单失效。

有关合计保费金额的主要风险因素详情，请参阅「主要风险	-	退保风险」部份。

适用法例 规管保单的法律为百慕达法律。然而，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提出任何争议，则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将适用。

漏缴保费 我们会给您 30日的缴付保费宽限期。倘若您在宽限期完结时未能付款，您所选择的不能作废	
选择将会生效。如您未有作出不能作废选择，而您的保单于有关未付保费之到期日前一天计算的
净现金价值大于未付保费金额，我们将向您授予一笔自动保费贷款，以支付到期保费。有关贷款
将按我们不时厘定的息率计息。如当时的净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到期保费，您的保单将会失效，而
我们将向您支付于第一次未付保费到期当天的任何净现金价值。

只有在截至相关月结日为止的所有到期保费已缴清时，我们才会支付每月年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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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

信贷风险及 
无力偿债风险

	「汇丰裕达」乃一份由我们签发的保单。您须承受我们的信贷风险，因您支付的所有保费将	
成为我们资产的一部分，惟您对我们的任何资产均没有任何权利或拥有权。在任何情况下，	
您只可向我们追讨赔偿。

非保证利益 计算红利（如有）和特别奖赏 3（如有）的分配并非保证，并会由本公司不时厘定。每月非	
保证年金金额须视乎累积的红利及利息以及预计可得的红利（如有）金额而定，任何影响红利的	
调整，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更改红利分配、用以计算累积红利及利息的息率、提取累积红利
及利息将导致重新计算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而未来派发的红利或会作出相应的调整。累积	
红利之利息及累积之每月年金金额之利息（如有）是根据非保证息率而厘定，本公司拥有	
绝对权利不时调整息率。

派送红利及 / 或特别奖赏 3 与否及所派送红利及 / 或特别奖赏 3 的金额多少，取决于本公司就 
保单的资产之投资回报表现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失效率、开支等及其长期表现
之展望。主要风险因素进一步说明如下：

  

•	 投资风险因素 - 保单资产的投资表现受息率水平、其前景展望 ( 此将影响利息收入及	
资产价值)、增长资产的价格波动及其他各种市场风险因素所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货币风险、
信贷息差及违约风险。

•		赔偿因素 - 实际死亡率及发病率并不确定，以致实际的身故赔偿或生活保障支付金额	
可能较预期为高，从而影响产品的整体表现。

•		续保因素 - 实际退保率 ( 全数或部分退保 ) 及保单失效率并不确定，保单组合现时的表
现及未来回报因而会受影响。

•		开支因素 - 已支出及被分配予此组保单的实际直接 ( 如佣金、核保、开立保单及售后服务
的费用 )及间接开支 ( 如一般经营成本 )可能较预期为高，从而影响产品的整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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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误或漏缴到期
保费的风险

如有任何延误或漏缴到期保费，可能会导致保单终止。结果或令您只能收回明显少于您已 
缴付的保费的款额。

退保风险 如您在早期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额或会明显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若为合计保费金额之保单，
则于退保时合计保费金额的结余及其累积利息需扣除由我们不时厘定的退保费用，及因您	
所选择的保费供款年期而异。

流动性风险 我们预期您将持有本保单直至整个保单年期届满为止。如您有任何非预期事件而需要流动
资金，您可根据保单的相关条款申请保单贷款，或作全数或部分退保以提取现金。但这样 
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或较原有保单期提早终止。此举必定存在风险，或令您只能收回少于您已 
缴付的保费的款额。于保费缴付期后，您亦可申请提取累积于保单内的款额，惟可供提取的
款额是非保证的，而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则不可提取。任何部分退保、保单贷款、应付贷款 
利息及提款均可能减少保单的身故赔偿及净现金价值。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如退保或期满
时可取回的价值将会减少。

通胀风险 您必须考虑通货膨胀风险，因为这可能导致将来的生活费较今天的为高。由于通货膨胀风险
的缘故，您须预期即使我们已尽其所能履行保单责任，您或您所指定的受益人将来收到的实质 
金额仍可能较低。

保单货币风险 您须面临汇率风险。如您选择	(i)	以外币作为保单货币 ;或	(ii)	以保单货币以外的其他货
币支付保费或收取赔偿额，您实际支付或收取的款额，将因应我们不时厘定的保单货币	
兑本地 / 缴付保费货币的汇率而改变。您必须注意，汇率之波动会对您的款额构成影响，	
包括缴付保费、保费征费及支付的赔偿额。

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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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分红保单

我们发出的分红人寿保单提供保证及非保证利益。保证利益可包括身故赔偿、保证现金价值及其他利益，视乎您所选择的	
保险计划而定。非保证利益由保单红利组成，让保单持有人分享人寿保险业务的财务表现。

汇丰裕达的保单红利（如有），将以下列方式派发：

1.	年度红利由我们每年宣派。一经宣派，年度红利的金额将获保证。

2.	特别奖赏 3 是指于保单提早终止（例如因为身故、退保）或保单期满时宣派。

特别奖赏 3 的金额会视乎宣派前整段保单期的表现，以及当时的市场情况而不时改变，实质金额于派发时才能确定。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产品册子的「计划摘要」部份。

红利会受哪些因素影响？
保单红利（包括年度红利及特别奖赏 3

，如有）并非保证，是否派发保单红利及其金额多少取决于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因素 :

•	保单资产的投资回报表现；

•	赔偿、失效率及营运开支；及

•	对投资的长期表现的预期及以上其他因素

若长远表现优于预期，派发保单红利金额将会增加；若表现较预期低，则红利金额将会减少。

有关主要风险因素的详情，请参阅本小册子内「主要风险	-	非保证利益」部分。

分红保单有什么主要的优势？

来自非保证红利的潜在增长

除了可保证利益之外，当基金的整体表现优于支持保证利益所需的基本水平时，您可获取额外的红利。

缓和短期的市况波动

我们会尽量减低因短期市况波动所导致的红利变动，以让您可享有较稳定的回报。请参阅下文保单红利的理念内「长远	
稳定的回报」一节。

具竞争力的长远回报

您的保单由我们多元的投资组合所支持。我们透过与您分担风险，让彼此利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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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分红保单

保单红利的理念

建立共同承担风险的机制

我们对您的分红保单的表现有明确的利益，因为我们分红业务的运作遵从您我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	
利益。这些风险可能来自不同方面并会导致一些差异，而影响您的保单回报及我们的盈利。

我们将与您分担来自以下因素的差异，包括但不限于 :

•	投资回报与预期未来的投资表现 ;

•	保险风险 (例如 :失效、退保及各组保单的索偿 ) ;及

•	营运开支 (例如 :我们的核保和一般经营成本 )

我们会就派发给您的红利水平进行定期检讨。过往的实际表现及管理层对未来长期表现的预期，将与预期水平比较作出	
评估。倘若出现差异，我们将考虑透过调整红利，与您分享或分担盈亏。

公平对待各组保单持有人
我们会将您的保单与其他类似的保单汇集，让较大组别的保单持有人共同分担风险。「汇集」的作用在于让您所属的保单	
组别分散和分担风险，并且有更大笔资金从而增加投资的灵活性。

为确保保单持有人之间的公平性，我们将慎重考虑不同保单组别 (例如 :产品、产品更替及货币)的经验 (包括 :投资表现 )，
务求每组保单将获得最能反映其保单表现的公平回报。为平衡您与我们之间的利益，我们已成立一个由专业团队组成的专责
委员会，负责就分红保单的管理和红利的厘定提供独立意见。

长远稳定的回报
在考虑调整红利分配的时候，我们会致力采取平稳策略，以维持较稳定的回报，即代表我们只会因应一段期间内实际与预期
表现出现显著差幅，或管理层对长远表现的预期有重大的改变，才会对红利水平作出调整。

面对短期市况波动，透过平稳策略，我们无需即时对红利作出相应调整，而可维持红利不变，或可作出比原先较小幅度的	
调整。因此，短期的投资表现 ( 较预期为高或低 )，不应被视为红利即将作出调整的讯号，必须同时考虑长期的过往投资表现
及对未来表现的预期，以及其他非投资相关的差异。

投资政策及策略
我们采取的资产策略为 :

i)			有助确保我们可兑现向您承诺的保证利益 ;

ii)			透过非保证红利及奖赏为您提供具竞争力的长远回报 ;及

iii)	 维持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分红保单的资产由固定收益及增长资产组成。固定收益资产主要包括由具有良好信贷质素 (平均评级为	A	级或以上 ) 和	
长远发展前景的企业机构发行之固定收益资产。我们亦会利用增长资产，包括股票类投资及另类投资工具如房地产、私募	
股权或对冲基金，以及结构性产品包括衍生工具，以提供更能反映长远实质经济增长的回报。

我们会将投资组合适当地分散投资在不同类型的资产，并投资在不同地域市场 (主要是亚洲、美国及欧洲 )、货币 (主要是	
港币及美元 )及行业。这些资产按照我们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慎重地进行管理及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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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分红保单

资产种类

 
固定收益资产（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及另类信贷投资）

增长资产

分配比例 %

80%-100%

0%-20%

目标资产分配

注	:	实际的分配比例可能会因市场波动而与上述范围有些微偏差。

在决定实际分配时，我们并会考虑 (包括但不限于 )下列各项因素 :

•	当时的市场情况及对未来市况的预期 ;

•	保单的保证与非保证利益 ;

•	保单的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

•	在一段期间内，经通胀调整的预期经济增长 ;及

•	保单的资产的投资表现

在遵守我们的投资政策的前提下，实际资产配置可能会不时偏离上述目标资产分配比例。

积存息率
您可选择以不同方式收取红利、储蓄现金及年金金额，包括以现金方式提取或将该等金额交由我们积存生息（如有），唯受	
保单条款的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积存利息的息率并非保证的，我们会参考下列因素作定期检讨 :

•	投资组合内固定收益资产的孳息率 ;

•	当时的市况 ;

•	对固定收益资产孳息率的展望 ;

•	与此积存息率服务相关的成本 ;及

•	保单持有人选择将该金额积存的时间及可能性

我们可能会不时检讨及调整用以厘定红利（如有）及积存息率的政策。欲了解更多最新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hsbc.com.hk/zh-hk/insurance/info/	。

此网站亦提供了背景资料以助您了解我们以往的红利派发纪录作为参考。我们业务的过往表现或现时表现未必是未来表现
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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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年金金额是指每月保证年金金额加每月非保证年金金额 ( 如有 )。

2.	 年龄指受保人或保单持有人（视乎适用情况而定）于下一次生日的年龄。

3.	 特别奖赏的金额（如有）是非保证的，并按本公司的酌情权宣派。

4.	 	认知障碍保障为自选附加保障，并须另缴额外保费。此保障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保单及一年储蓄期的保单，受保人年龄须介乎 55 至 70 岁 2 之间，	
并须于投保基本计划时一并投保此保障。

	 	若受保人于储蓄期内确诊严重认知障碍症，就此保障已缴的总保费将退还保单持有人，认知障碍保障随即终止。若受保人于年金期内确诊严重认知	
障碍症，每月认知障碍赔偿金额为额外100%	基本计划的每月保证年金金额，而每位受保人每月可享最高金额为港币 30,000 元 /	3,750	美元	

	（适用于我们缮发的所有认知障碍保障保单）。年金期首10 年的每月保证年金金额逐年递增 3%，其后保持不变。每月认知障碍赔偿将支付至受保人	
身故或年届 99岁 2

，以较早者为准。请留意，此自选附加保障并没有附带任何退保利益。

	 认知障碍保障将于以下情况发生当日自动终止（以较早者为准）：

	 (i)	 根据有关保单条款，在您的基本计划保单终止、到期、失效或退保时；

	 (ii)	 保障终止日；

	 (iii)	于储蓄期间，因受保人确诊严重认知障碍症而获退还此保障之已缴保费；

	 (iv)	支付首次每月认知障碍入息后（惟本保障终止并不影响其后我们支付的每月认知障碍入息）；或

	 (v)	 在保单期内任何时候，您的基本计划或此保障的保费未能在缴付保费到期前缴付

	 有关此自选附加保障之特点、详细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请参阅有关计划的概念单张、附加保障单张及保单条款。

5.	 	净现金价值指于年金期开始前，相等于保证现金价值加上累积红利及利息，再减去任何未偿还保单借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费之后的金额。于年金期	
开始或以后，净现金价值是指保证现金价值加上任何累积之每月年金金额，加上任何累积红利及利息，再扣除任何未偿还保单借贷、利息和未付之	
保费的金额。

6.	 	已缴总保费指受保人于身故当日的到期基本计划之保费总额 ( 无论是否已实际缴付 )。若为合计保费金额保单，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将不会用以计算	
已缴总保费，除非该部分的保费已到期。有关详细条款及细则，请参阅保单条款。

7.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可让您预缴所需的保费。每年应缴之保费将在保费到期日由合计保费金额结余扣除。详情请参阅「重要事项	-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
部分。如需完全或部分退保，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利息的相关部分在扣除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将由本公司自行决定及不时调整 ) 后将被退还。	
请注意，若您选择以合计保费金额方式支付保费，您必须确定这笔预缴的保费可保留于计划内，除受保人身故或退保外，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
利息一经缴付后将不可提取。因此，我们建议您应该在申请计划时选择适合个人财务状况的保费缴付方法。

8.	 	额外意外死亡保障将于保费缴付期完结或支付有关赔偿后或保单终止时 (以较早者为准 ) 终止，而每位受保人可享最高金额为港币 24,000,000 元 /	
3,000,000	美元（适用于我们缮发的所有额外意外死亡保障）。当我们支付有关赔偿后，您的保单将会随即终止。

9.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只适用于年龄介乎19至 64 岁 2 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保单持有人。保障将于保单持有人年届	65	岁 2 的保单周年日或已缴清所有	
到期保费或您的保单终止时 (以较早者为准 ) 终止。该保障并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保单。

10.		批核中「保证核保」或「简易核保」申请及已生效保单之全期总保费金额上限（以每名受保人计）乃根据受保人之受保年龄而有所不同，该金额包括	
「本计划」及「本公司」指定人寿保险计划。有关核保要求，请向汇丰分行查询。本公司保留权利根据受保人及 /或保单持有人于投保时所提供之资料
而决定是否接受有关之投保申请。

11.	此书面要求必须于受保人在生时由保单持有人提出并经我们接受及批注。

12.	 	每名保单持有人可在保单下更改受保人最多三次。更改受保人只适用于第三个保单年度后，或于保费缴付期内缴清所有保费后作出（以较后者为准）。
更改受保人须提供可保证明及由本公司按受保人的投保条件而批核。任何相关的申请将会按每个个案而检视，并由我们按不同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潜在的赔偿风险、更改保单年期、当前的经济前景等；而酌情决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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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料

您可透过二维码

浏览产品的相关网页。

策划未来的理财方案，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我们乐意助您评估目前及未来的需要，让您进一步了解「汇丰裕达」如何助您实现
个人目标。欢迎莅临汇丰分行，以安排进行理财计划评估。

浏览 www.hsbc.com.hk/insurance

亲临 任何一间汇丰分行

 



汇丰裕达年金计划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们」）是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为汇丰集团旗下从事承保业务的附属公司之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办事处

香港九龙深旺道1号汇丰中心1座18 楼

本公司获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授权及受其监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长期保险业务。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乃根据保险业条例（香港法例第 41章）注册为本公司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销人寿保险之
保险代理机构。「汇丰裕达年金计划」为本公司之产品而非汇丰之产品，由本公司所承保并只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透过汇丰销售。

对于汇丰与您之间因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而产生的合资格争议（定义见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职权	
范围），汇丰须与您进行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程序；此外，有关涉及您上述保单条款及细则的任何纠纷，将直接由本公司与您	
共同解决。

本公司对本产品册子所刊载资料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并确认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尽其所知所信，本产品册子并无遗
漏足以令其任何声明具误导成份的其他事实。本产品册子所刊载之资料乃一摘要。有关详尽的条款及细则，请参阅您的保单。

2022 年11月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 注册成立于百慕达之有限公司）刊发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荣获以下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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