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年金計劃 





香港年金計劃（「此計劃」）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香港年金

公司」）承保，在你繳付整付保費後，向你（作為年金領取人）

提供穩定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透過將你的一筆過現金轉化成 
穩定及終身的現金流，你可以更好地計劃退休生活。

產品目的

1

終身保證 
每月年金 

金額 1

當你繳付整付保費後，只要你的保單仍然生效，你將收取 
終身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將在保單開始

時訂定，並在你有生之年維持不變。從保單的保費起繳日後

的下一個月份起，此終身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將每月直接存入

你指定的銀行賬戶。請參閱下列之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示例表

和你的利益說明，以了解有關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的詳情。

香港年金公司將保證你收取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不少於

已繳保費的105%。此計劃的保證期是從保單的保費起繳日
開始，直至根據保單條款所支付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達到已繳保費的105%為止。此計劃的保證現金價值2將會

於你開始收取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時減少，並於保證期完結後

減至零。如受保人不幸在保證期完結後身故，或在保證期後 
退保，保單將不再具有保證現金價值，因此沒有應付的身故

賠償或退保價值，屆時保單將會被終止。即使保證期已過，

只要你仍然在生及你的保單仍然生效，你將會繼續收取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

申請此計劃無須身體檢查。

無須體檢

保證期

1. 只要你在派發金額時仍然在生及保單仍然生效，香港年金公司會派發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給你。你須要提供你的在生證明及此在生證明必須符合香港年金公司的要求。然而，若因 
任何原因，不論在保證期結束前或保證期結束後，如有任何被暫停派發的保證每月年金 
金額於收到身故索償申請時仍未派發，該部分或全數被暫停派發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將以
一筆過形式支付予指定受益人。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2. 保證現金價值按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你的年齡、性別及其他因素釐定。詳情請參閱你的 
利益說明。



計劃特點

產品名稱 香港年金計劃

保險公司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 若你符合以下資格便可申請此計劃﹕

(i) 持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
(ii) 60歲或以上。

保單貨幣 港元 

保障年期 終身 

入息期 終身

保費繳付期 整付保費

最低保費金額 50,000港元 

最高保費金額 受我們不時訂定的最高保費金額限制。 
你可瀏覽我們的網站或致電我們的客戶 
服務熱線以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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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期

保證現金價值

退保價值

從保單的保費起繳日開始，直至根據保單條款所支付的累積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達到已繳保費的105%為止。

於退保相關日給予你的現金金額。計劃的保證現金價值將會於保證期

結束後減至零。

於保證期內，你可申請退保。退保價值將等於退保時保單內的保證

現金價值。

於保證期後，保單再沒有退保價值。

計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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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劃特點（續）

3. 請參閱保單條款，以了解適用於各身故賠償選項的條件及細則。若在香港年金公司收到 
身故索償申請日期後的30天內，所有指定受益人未能一致同意身故賠償選項，一筆過
身故賠償選項將適用於處理身故賠償。身故賠償金額會在收到身故索償申請時釐定，因
此，延遲提交身故索償申請可能會減少你的指定受益人將收到的身故賠償金額。若在保證
期後才收到身故索償申請，你的指定受益人可能未能獲得任何身故賠償金額。

身故賠償 1,3

於保證期內，若受保人不幸身故，指定受益人可以選擇以下其中 
一個方式收取身故賠償3： 

(1) 每月身故賠償  —  繼續收取餘下未派發期數的保證每月年金 
金額，直至保證期結束為止；或

(2) 一筆過身故賠償 — 收取相等於以下較高者的一筆過身故賠償:

(i) 香港年金公司收到身故索償申請當日之保單內的保證現金
價值；及

(ii) 已繳保費的100%（須扣除直至香港年金公司收到身故索償
申請當日已派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於保證期後，保單再沒有身故賠償。



計劃特點（續）

4. 你必須就香港年金公司簽發之所有保單針對與受保人相關之所有醫療和牙科開支提出單次
申請，無論該開支是一次或多次醫療和牙科治療或醫療和牙科檢驗。一旦單次申請已經 
提出並被香港年金公司接受，將不會再接受任何其他申請。關於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
提取之適用條件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5. 1,000,000港元的總提取金額上限是指在受保人有生之年，可就由香港年金公司為同一 
受保人簽發之所有保單下，提取一次以支付醫療和牙科開支的總金額。如果單次申請已經 
提出並被香港年金公司接受，且申請中所指定的特別款項提取金額少於1,000,000港元，
你將僅有權收到申請所批准之指定特別款項提取金額。香港年金公司將不再接受就未在 
單次申請中提交並獲得批准的任何醫療和牙科開支餘額而再次提出之任何特別款項提取 
申請。

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提取

於保證期內，你可申請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提取，用以支付在 
香港進行或將會進行的醫療和牙科治療及／或醫療和牙科檢驗而衍生

或將會衍生的實際或預計的醫療和牙科開支金額。此特別款項提取 
只可在受保人有生之年為香港年金公司就同一受保人簽發之所有保單

透過單次申請使用一次4，而最高可提取金額為：

(1) 已繳保費的50%；或

(2) 已繳保費金額（須扣除直至特別提取申請被接納當日已派發的 
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以較低者為準。

此特別款項提取在受保人有生之年及由香港年金公司就同一受保人 
簽發的所有保單下的總提取金額上限為1,000,000港元。5

提取特別款項後，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保證現金價值、身故賠償 
（如適用）及保單所派發和將會派發的利益總額將會相應調低。如果

保單下應付之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在特別款項提取後變為零，保單將會

被終止。

請參閱保單條款，以了解適用於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提取的條件

及細則。

於保證期後，保單再沒有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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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男性 
（整付保費 1,000,000 港元）

投保時 
已屆年齡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此金額將在保單開始時訂定， 

並在你有生之年維持不變）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的支付期數

保證期

60 5,100 206 206個月
61 5,240 201 201個月
62 5,380 196 196個月
63 5,520 191 191個月
64 5,660 186 186個月
65 5,800 182 182 個月
66 5,950 177 177 個月
67 6,100 173 173 個月
68 6,250 168 168 個月
69 6,400 165 165個月
70 6,560 161 161個月
71 6,720 157 157個月
72 6,880 153 153個月
73 7,040 150 150個月
74 7,200 146 146個月
75 7,360 143 143個月
76 7,520 140 140個月
77 7,680 137 137個月
78 7,840 134 134個月
79 8,000 132 132個月
80 8,160 129 129個月
81 8,320 127 127個月
82 8,480 124 124個月
83 8,640 122 122個月
84 8,800 120 120個月
85 8,960 118 118個月

年齡為86歲或以上之人士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示例表（港元） （僅供參考）



女性 
（整付保費 1,000,000 港元）

投保時 
已屆年齡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此金額將在保單開始時訂定， 

並在你有生之年維持不變）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的支付期數

保證期

60 4,700 224 224個月
61 4,820 218 218個月
62 4,940 213 213個月
63 5,060 208 208個月
64 5,180 203 203個月
65 5,300 199 199個月
66 5,400 195 195個月
67 5,510 191 191個月
68 5,620 187 187個月
69 5,730 184 184個月
70 5,840 180 180個月
71 5,950 177 177個月
72 6,060 174 174個月
73 6,180 170 170個月
74 6,300 167 167個月
75 6,420 164 164個月
76 6,540 161 161個月
77 6,660 158 158個月
78 6,780 155 155個月
79 6,900 153 153個月
80 7,030 150 150個月
81 7,160 147 147個月
82 7,290 145 145個月
83 7,420 142 142個月
84 7,550 140 140個月
85 7,680 137 137個月

年齡為86歲或以上之人士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示例表（港元）（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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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 陳先生
受保人的年齡 : 65 歲

8

整付保費
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
保證期 入息期

1,000,000 
港元

5,800 
港元

182 個月

終身

從保單的保費起繳

日開始，直至根據

保單條款，陳先生

所獲發的累積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達到

已繳保費的105%
為止

例子 6



例子

陳先生於65歲時參與香港年金計劃， 
整付保費為1,000,000港元

6.  本產品小冊子中使用的例子僅供參考，目的是向你提供例子，以闡述在不同情況下，如何
計算有關的身故賠償、退保價值金額及特別款項提取價值。於應付身故賠償的情況下， 
我們假設香港年金公司於陳先生身故時收到身故索償申請，而該保單沒有作出部分退保或
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提取。如果申請部分退保，保單其後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保證 
現金價值、身故賠償（如適用）及特別款項提取價值將於部分退保後，基於退保金額與於
退保時的保證現金價值之比率按比例減少。因此，部分退保後的保單所派發和將會派發的
利益總額將會減少。如果申請特別款項提取，保單其後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保證現金 
價值及身故賠償（如適用）將於特別款項提取後，基於特別款項提取金額與於提取時的 
一筆過身故賠償價值之比率按比例減少。因此，特別款項提取後的保單所派發和將會派發
的利益總額將會減少。例子中所用數據會由於四捨五入而有所調整。詳情請參閱你的利益
說明及保單條款。

整付保費 
$1,000,000

第1個
保單月份

第182個 
保單月份 

（15年又2個月）

終身65歲

只要保單仍然生效，陳先生 
便會收取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5,800港元

保證期

9



陳先生的身故賠償

個 案 一

例子（續）

10

保證期內的應付身故賠償（在收取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前）# 

假設陳先生在收取第1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不幸身故。

陳先生已收取的年金金額為1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詳情如下：

          12期      5,800港元      69,600港元

 每月身故賠償

如果陳先生的指定受益人選擇每月身故賠償，指定受益人將繼續收取餘下的

170期（即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 12期已獲發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每月 
5,800 港元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直至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達到已繳
保費的105%。

(182期  12期)      5,800港元      986,000港元

陳先生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和他的指定受益人將獲發的身故賠償

總額為：

 

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12期  5,800港元  
 69,600港元

每月身故賠償

170期  5,800港元  
 986,000港元

1,055,600港元



例子（續）

 一筆過身故賠償

如果陳先生的指定受益人選擇一筆過身故賠償，屆時指定受益人將會收取相等

於以下較高者的一筆過身故賠償: 

(i) 香港年金公司收到身故索償申請 
當日之保單內的保證現金價值 
 （此例子為663,148港元）；及

(ii) 已繳保費的100%（須扣除直至 
香 港 年 金 公 司 收 到 身 故 索 償

申 請 當 日 已 派 發 的 累 積 保 證

每 月 年 金 金 額 ）（ 此 例 子 為 
930,400港元）。

因此，指定受益人將會收取一筆過930,400港元的身故賠償。

陳先生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和他的指定受益人將獲發的一筆過 
身故賠償總額為：

此總額相等於已繳保費總額及沒有財務損失。

#  在保證期結束後（在第182期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支付日後），保單再沒有身故賠償。
11

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12期  5,800港元  
 69,600港元

一筆過身故賠償

930,400港元

1,000,000港元



個 案 二

例子（續）

12

保證期內的應付身故賠償（在收取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前）#

假設陳先生在收取第120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身故。

陳先生已收取的年金金額為120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詳情如下：

          120期      5,800港元      696,000港元

 每月身故賠償

如果陳先生的指定受益人選擇每月身故賠償，指定受益人將繼續收取餘下62期 
（即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 120期已獲發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每月5,800 
港元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直至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達到已繳保費的

105%。

(182期  120期)      5,800港元      359,600港元

陳先生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和他的指定受益人將獲發的身故賠償

總額為：

陳先生的身故賠償（續）

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120期  5,800港元 
 696,000港元

每月身故賠償

62期  5,800港元  
 359,600港元

1,055,600港元



例子（續）

 一筆過身故賠償

如果陳先生的指定受益人選擇一筆過身故賠償，屆時指定受益人將會收取相等

於以下較高者的一筆過身故賠償:  

(i) 香港年金公司收到身故索償申請 
當日之保單內的保證現金價值 
 （此例子為308,544港元）；及

(ii) 已繳保費的100%（須扣除直至 
香 港 年 金 公 司 收 到 身 故 索 償

申 請 當 日 已 派 發 的 累 積 保 證

每 月 年 金 金 額 ）（ 此 例 子 為 
304,000港元）。

因此，指定受益人將會收取一筆過308,544港元的身故賠償。

陳先生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和他的指定受益人將獲發的一筆過 
身故賠償總額為：

#  在保證期結束後（在第182期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支付日後），保單再沒有身故賠償。
13

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120期 x 5,800港元  
 696,000港元

1,004,544港元

一筆過身故賠償

308,544港元



個 案 三

例子（續）

14

財務損失個案  保證期內的退保（在收取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前）##

假設陳先生在收取第36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退保。

陳先生已收取的年金金額為36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詳情如下：

　36期      5,800港元      208,800港元 

陳先生將會收取的退保價值為599,968港元^^。

陳先生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及將獲發的退保價值總額為：

此總額808,768港元低於已繳保費總額1,000,000港元。

陳先生的退保價值

##  在保證期結束後（在第182期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支付日後），保單再沒有退保價值。
^^  此計劃為終身保險產品。你可於保單生效及保證期內退保。若你於保證期內退保，你已

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及將會獲發的退保價值總額可能遠低於已繳保費總額，或
會因而導致重大財務損失。因此，你應確保(1)購買香港年金計劃將會改善或至少不會
削弱你支付經常性開支的能力，包括生活費用、住房費用、醫療費用（包括長期醫療和 
藥物）等；及(2)你已預留足夠流動資金，以應付投保此計劃後有機會出現的緊急需要 
開支，例如緊急醫療開支、等待政府批准生活津貼期間的生活開支及其他突發性開支。 
詳情請參閱你的利益說明。

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36期  5,800港元  
 208,800港元

將獲發的退保價值

599,968港元

808,768港元

此個案中，陳先生所獲發的所有利益低於已繳保費總額，因而導致重大財務

損失。

在此情況下，陳先生退保後，此計劃將不再派發終身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給

陳先生。



回本個案**   保證期內的退保（在收取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前）##

假設陳先生在收取第120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退保。

陳先生已收取的年金金額為120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詳情如下：

　120期      5,800港元      696,000港元
 
陳先生將會收取退保價值為308,544港元^^。

陳先生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及將會獲發的退保價值總額為：

陳先生的退保價值（續）

個 案 四

例子（續）

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120期  5,800港元 
 696,000港元

1,004,544港元

將獲發的退保價值

308,544港元

** 這是一個「回本個案」，即陳先生在他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及退保價值總額 
超過已繳保費總額的時候退保。

## 在保證期結束後（在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支付日後），保單再沒有退保價值。
^^ 此計劃為終身保險產品。你可於保單生效及保證期內退保。若你於保證期內退保，你已 

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及將會獲發的退保價值總額可能遠低於已繳保費總額，或
會因而導致重大財務損失。因此，你應確保(1)購買香港年金計劃將會改善或至少不會 
削弱你支付經常性開支的能力，包括生活費用、住房費用、醫療費用（包括長期醫療和 
藥物）等；及(2)你已預留足夠流動資金，以應付投保此計劃後有機會出現的緊急需要
開支，例如緊急醫療開支、等待政府批准生活津貼期間的生活開支及其他突發性開支。 
詳情請參閱你的利益說明。

在此情況下，陳先生退保後，此計劃將不再派發終身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給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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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續）

保證期內的部分退保（在收取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前）###

假設陳先生在收取第60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希望退保250,000港元^^^的

保單保證現金價值。

部分退保後，陳先生將會繼續收取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減少至3,058港元。

已繳保費總額 1,000,000港元

部分退保前的
原本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5,800港元

已派發的
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60 x 5,800港元 = 348,000港元

部分退保金額 250,000港元

部分退保時的保證現金價值 528,754港元

部分退保時的
一筆過身故賠償價值

1,000,000港元 – 348,000港元  
= 652,000港元

調低比率 250,000港元 / 528,754港元 = 47.28%

部分退保後已調低的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3,058港元

在部分退保後之日， 
已調低的保證現金價值

278,754港元

在部分退保後之日， 
已調低的一筆過身故賠償價值

343,728港元

陳先生的退保價值（續）

個 案 五



在此情況下，陳先生部分退保後，保單其後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保證 
現金價值、身故賠償（如適用） 及特別款項提取價值將於部分退保後，基於 
退保金額與於退保時的保證現金價值之比率按比例減少。因此，部分退保後

的保單所派發和將會派發的利益總額將會減少，但保證期維持不變。

例子（續）

###  部分退保在以下任何一個情況均不適用： (1 )部分退保後的退保金額或保單保證現金 
價值低於指定最低金額（金額由我們不時訂定）；或 (2 )保證期結束後（在第182期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支付日後）。

^^^  此計劃為終身保險產品。在保單生效及在保證期內，你可作部分退保，從保單的保證現金
價值提取現金（受最低退保金額及部分退保後的最低保單保證現金價值限制）。但保單 
其後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保證現金價值、身故賠償（如適用）、特別款項提取價值及 
保單所派發和將會派發的利益總額將會減少。部分退保後的保單保證現金價值不能低於 
我們不時訂定的最低金額。因此，你應確保(1)購買香港年金計劃將會改善或至少不會
削弱你支付經常性開支的能力，包括生活費用、住房費用、醫療費用（包括長期醫療和 
藥物）等；及(2)你已預留足夠流動資金，以應付投保此計劃後有機會出現的緊急需要
開支，例如緊急醫療開支、等待政府批准生活津貼期間的生活開支及其他突發性開支。 
詳情請參閱你的利益說明。

 請注意，如有招致或將會招致與受保人相關之醫療和牙科開支，在此個案下進行與特別 
款項提取金額相同的部分退保，將會導致保單將來應付的保障金額有相對較大的減幅。 
但是，如果某一保單年度的已繳保費扣除已派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所得金額少於
保單之保證現金價值，部分退保導致保單下將來應付之保障減幅將會相等於特別款項提取
情況下之減幅。

 如你希望進行部分退保，其目的在於支付受保人招致或將會招致之醫療和牙科開支，你可
考慮選擇進行特別款項提取。請向香港年金公司諮詢其各自對保單價值所帶來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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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續）

保證期內的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提取
（在收取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前）####

假設陳先生在收取第60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希望於保單內為醫療和 
牙科開支提取250,000港元^^^^的特別款項提取價值，亦假設陳先生沒有於 
同一保單作出部分退保。

提取此特別款項後，陳先生將會繼續收取的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減少至3,576港元。

已繳保費總額 1,000,000港元

特別款項提取前的 
原本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5,800港元

已派發的
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60 x 5,800港元 = 348,000港元

醫療和牙科開支
特別款項提取

250,000港元

特別款項提取時的
保證現金價值

528,754港元

特別款項提取時的 
一筆過身故賠償價值

1,000,000港元 – 348,000港元  
= 652,000港元

調低比率 250,000港元 / 652,000港元 = 38.34%

特別款項提取後已調低的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3,576港元

在特別款項提取後之日， 
已調低的保證現金價值

326,011港元

在特別款項提取後之日， 
已調低的一筆過身故賠償價值

402,000港元

陳先生的特別款項提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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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陳先生提取醫療和牙科開支特別款項後，保單其後的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保證現金價值及身故賠償（如適用）將於特別款項提取後， 
基於特別款項提取金額與於提取時的一筆過身故賠償價值之比率按比例 
減少。因此，特別款項提取後的保單所派發和將會派發的利益總額將會 
減少，但保證期維持不變。如保單下應付之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在特別款項 
提取後變為零，保單將會被終止。

例子（續）

#### 在保證期結束後（在第182期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支付日後），保單再沒有特別款項提取 
價值。

^^^^ 請注意，如有招致或將會招致與受保人相關之醫療和牙科開支，在此個案下進行與部分 
退保金額相同的特別款項提取，將會導致保單將來應付的保障金額有相對較小的減幅。 
但是，如果某一保單年度的已繳保費扣除已派發的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後所得金額少於
保單保證現金價值，特別款項提取導致保單下將來應付之保障減幅將會相等於部分退保 
情況下之減幅。

 如果受保人已招致或將會招致醫療和牙科開支，且你希望申請進行特別款項提取以支付 
該等開支，請向香港年金公司諮詢該等特別款項提取對保單價值的影響或是否應考慮選擇 
進行部分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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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的產品性質

此計劃為終身保證年金保險產品。 
這是由香港年金公司承保的長期保險

計劃，並不是銀行存款或銀行儲蓄 
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是為你提供固定 
和保證的未來收入，以應對長壽 
風險。保單的實際收益取決於你的 
壽命。你的壽命越長，你可收取的 
累積保證每月年金金額越高。詳情 
請參閱你的利益說明。

此計劃的保費繳付期 
和保障年期

這是個整付保費的產品及保障年期為

你的終身。只要你仍然在生，及保單

仍然生效，香港年金公司會派發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予你。香港年金公司 
須要你的在生證明，用以支持繼續 
派發保證每月年金金額。

         冷靜期的權利

若你不滿意保單細則或其有關條款，

你有權在冷靜期內以書面形式向我們

提出取消保單，並獲退還已繳保費 
（須扣除我們已經派發的保證每月 
年金金額（如有））。該簽妥的取消

保單書面通知，必須於相關監管規定

的冷靜期內，送達香港年金公司客戶 

服務中心：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80號 
Two Harbour Square 19樓。詳情 
請參閱投保申請書。

流動性和部分退保風險、
保證期內退保、 
保證期後退保和身故

此計劃為終身保險產品。因此，你應

確保(1)購買香港年金計劃將會改善或
至少不會削弱你支付經常性開支的能

力，包括生活費用、住房費用、醫療 
費用（包括長期醫療和藥物）等；及

(2)你已預留足夠流動資金，以應付 
投保此計劃後有機會出現的緊急需要

開支，例如緊急醫療開支、等待政府

批准生活津貼期間的生活開支及其他

突發性開支。

我們不建議你全數退保，因全數退保

會導致保單提早終止。若你於保證期

（即從保單的保費起繳日開始，直至

根據保單條款所支付的累積保證每月

年金金額達到已繳保費的105%為止）
內退保，你已獲發的累積保證每月 
年金金額及將會獲發的退保價值總額 
可能會遠低於已繳保費總額。如 
受保人不幸在保單保證期完結後 
身故，或在保證期後退保，保單將 
不再具有保證現金價值，因此沒有 
應付的身故賠償或退保價值，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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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將會被終止。詳情請參閱你的 
利益說明。

如你退保（無論是否在保證期內 
提出），保單將會被終止。此後，此

計劃將不再派發終身的保證每月年金

金額給你。

於保單生效及保證期內，你可以透過 
部分退保來提取保單內的現金（受最低 
退保金額及部分退保後的最低保單 
保證現金價值限制。你可瀏覽我們的

網站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了解最低退保金額及最低保單保證 
現金價值詳情）。但部分退保後的 
保單保證現金價值不能低於我們不時

訂定的最低金額。

我們亦不建議你部分退保，因部分 
退保會導致保單其後的保證每月年金 
金額、保證現金價值、身故賠償（如

適用）、特別款項提取價值及保單所

派發和將會派發的利益總額減少。 
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提取醫療和牙科開支 
特別款項的風險

根據保單的條款及細則，如有招致 
或將會招致與受保人相關之醫療

和牙科開支，你僅可就香港年金

公司在受保人有生之年就受保人

簽發的所有保單進行單次特別款項

提取申請，而其後的保證每月年金 
金額、保證現金價值、身故賠償

（如適用）和保單下所有已支付

及 應 支 付 的 保 障 總 額 將 在 特 別 
款項提取後減少。如果保單下應付之

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在特別款項提取後

變為零，進行特別款項提取亦會導致

保單終止。

就預計招致之任何醫療和牙科開支，

如果醫療和牙科治療或醫療和牙科 
檢驗預定於某一日期進行，但卻未於

該預定日期或該預定日期後一段合理

期間內進行，而香港年金公司已就 
預計醫療和牙科開支金額支付的任何

款項可由香港年金公司酌情決定被 
視為是部分退保款項。在此情況下，

如果部分退保較遜於特別款項提取，

可能會對你較為不利。

風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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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香港年金公司承保此計劃，而你須 
承受我們的信貸風險。若香港年金 
公司未能履行保單的財務責任，你或

會損失你的已繳保費和在此計劃下的

利益。

通貨膨脹風險

通貨膨脹或會令生活成本上升，導致

你現時計劃的利益未能應付你的未來

需要。由於保證每月年金金額是在 
保單開始時訂定，並將在你有生之年

期間維持不變，如實際通脹率比預期

為高，你實際所得的利益或會較少。

終止保單

保單應於以下日期（以較早發生者 
為準）終止：

(i) 退保之日（若你在保證期結束 
之前提交對此保單全部退保的 
書面申請且香港年金公司批准了

該書面申請）；或

(ii) 受保人身故之日；或

(iii) 於保單中提取醫療和牙科開支 
特別款項後，保單中的應付保證 
每月年金金額變為零之日。

風險披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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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品小冊子應與你的利益說明及 
其他宣傳文件（包括有關此計劃的 
額外資料及用作考慮此計劃的重要 
資料）一起閱讀。

在本產品小冊子中，「你」和「你的」 
是指保單持有人，而保單持有人即 
受保人。「我們」和「我們的」是指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香港年金計劃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承保。除香港年金有限公司的銷售 
人員外，香港年金有限公司亦會不時

委任持牌保險中介人作為香港年金 
有限公司的授權中介人轉介有興趣 
客戶到香港年金有限公司進行財務 
需要分析並確定客戶是否適合投保 
香港年金計劃 ，有關我們的授權 
中介人詳情，你可致電我們的客戶 
服務熱線。

此計劃為香港年金有限公司的產品，

而非代理銀行的產品。對於你與代理

銀行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

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 
糾紛調解計劃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

職權範圍），代理銀行須與你進行 
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然而，有關

此計劃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

你與香港年金有限公司直接解決。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為香港按揭證券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機構，而香港 
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則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通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獲保險業監管局 
授權及規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進行長期保險業務。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擁有全權酌情權 
決定是否接納或拒絕計劃的申請。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將退還任何未能 
成功申請的已繳保費（不包括利息）。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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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小冊子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發行，僅供參考，及僅預期在香港 
派發，並不構成要約或銷售或在 
香港境外提供任何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產品。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轄

區的法律下要約、提供或銷售香港

年金有限公司的任何保險產品屬於 
違法，香港年金有限公司不會在該等

司法管轄區提供或銷售該保險產品或

其他產品或服務。本產品小冊子內容

並無法律約束力。有關此計劃的條款

及細則，請參閱保單條款。

除非你完全了解此計劃的特性和 
風險，否則你不應該申請此計劃。 
欲了解更多或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保險業監管局收取的保費徵費已按 
適用的徵費率及按照訂明的安排， 
向有關保單徵收。如需進一步資料，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www.hkmca.hk) 
或 致 電 我 們 的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852) 2512 5000。就此計劃而言，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將會承擔此徵費及

為所有保單持有人繳交徵費。

HKMC退休3寶指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
公司營運的安老按揭計劃和保單逆按

計劃，以及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承保

的香港年金計劃。香港按證保險有限

公司為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的全資

附屬機構。

本產品小冊子中的內容受版權法 
保護。未經香港年金有限公司事先 
同意，任何人不得修改、複製、影印、 
分發或使用本文所含任何資料或其 
任何部分。

本產品小冊子中出現的任何商標、 
標誌、服務標誌及相關知識產權均由

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擁有，未經香港 
年金有限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不得 
使用。

聲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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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金有限公司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機構）

申請服務及客戶服務中心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80號
Two Harbour Square 19樓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一座32樓3202-05室

申請服務中心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909號22樓

客戶服務熱線：(852) 2512 5000
www.hkmca.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