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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爱储�计划 II是�红�险计划�
专门为�提供长远财富增值潜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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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财富实现梦想
以丰厚财富惠泽多代

�对未来的期�与梦想�无�可�由挚爱家人�续�
可是�路�满未知数��的计划�可�被打乱���
措手不��因��一个明智的规划方�可助�积累财
富实现梦想��助�将�厚财富代代相传�

永明金融是�人生旅�上的可��伴�助�实现人生
梦想�传爱储�计划 II不但为�积累长远财富�� 
灵活助�应付挑战�克服人生难关�或者为�和�的
后代开拓更�机��

4

传爱储蓄计划 II



稳定长远积累财富

财富代代相传

弹性�故�障支付选项 
帮助挚�渡过难关

简易投�

主��点 :

设�提�选项   
��合�的财务�求

兑现给后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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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爱储蓄计划 II如何为您带来丰盛人生？

传爱储�计划 II是一��红�险计划�投�简易��只�在�单开�时缴付整付�费�就�为�提供长远财富 
增值潜力�计划�合�求长远财富增值的人士�不但可享长远储�计划带来的稳定�同时�享�提�计划积累 
归原红利现金价值的灵活性�更可��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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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归原红利和终期红利的价值为��证并由�港永明金融�限�司（“永明金融”）不时厘定的规则所�定�归原红利和终期 
红利或根据数个经验因素的表现而改变�其中投资回报�常被视为主�决定因素�其�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索偿经验��单 
开支�税项和�单主权人的终止�单经验�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和其面值未必相��而终期红利的现金价值相�于其面值�
�关红利的详��请参阅重�资�下的红利理�部�和永明金融网页（www.sunlife.com.hk）�

2 �定受�人�在其�故后我们会作出�故�障赔偿的受�人���所选的�障�围为个人人寿��定受�人即受�人� 
��所选的�障�围为联合人寿��定受�人即�后一位在生受�人�

3 现金提��项的上下限额受届时行政规则所约束�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并��证�永明金融可�权��不时检讨和调整
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

稳定长远积累财富
为了助�稳定长远积累财富�计划设��证现金价值���证归原红利和��证终期红利� 
让�享受�厚财富带来的�久回报�

• �证现金价值
计划提供�证现金价值�并在�单内�续增长�直到受�人（��所选的�障为个人人寿）
或较年轻的受�人（��所选的�障为联合人寿）120岁或�单签发日 120年后为止��较
先者为准;并在�单��或期满时发放�

• 归原红利 1

自� 8个�单�年日��归原红利（��）每年�布�少 1��归原红利的面值一经�布 
即为�证�并在�单内积累��的财富将随着�的红利而提升���定受�人2不幸�故� 
计划将发放积累归原红利的�布面值�而积累归原红利的�布现金价值将在�提�累积 
归原红利时3��单��或�单期满时发放�

• 一�性的终期红利 1

一�性的终期红利将在�单完结时（当����单期满或�定受�人�故）才存��的 
�单�我们会在� 3个�单�年日�每年�布�少 1�终期红利�每��布�会调整并根据 
永明金融当时厘定的规则而�所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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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代代相传
传爱储�计划 II是灵活的�障方��助�轻�规划财产�在申请�单时��可选择在�单下 
�障 1位（“个人人寿”）或共同�障 2位（“联合人寿”）0到 80岁的受�人 4��可根据�的�求� 
选择行使更改�障�围选项 5�从联合人寿更改为个人人寿和从个人人寿更改为联合人寿� 
�亦可在���时行使更换受�人选项 5�根据�求更换受�人�无论�是打�将财产留给 
下一代�还是让后代享受�所建立的�硕成果��由�选择�

�计划在联合人寿下� 2位受�人�即使其中 1名受�人���故��的�单仍可继续生效� 
�别于其�收费高昂的遗产规划工具�我们不会就相关改变的申请收��何额外费用��可 
根据个人�求�轻�简易将财富代代相传�

更改�障�围选项:

注:
4 当更换受�人时�所��受�人必须与届时�单主权人�可�利益关��更换受�人受届时的行政规则�核�规则和其� 
�件所限�并�由永明金融核准�

5 更改�障�围选项和更换受�人选项须�合�单��的规定�件�相关详��请参阅�单��样本�

个人人�保单 联合人�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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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选项　�合�的财务�求
长远积累财富一�而言可为�带来财富增长�将财富传承下一代��而�我们�明当�踏� 
各个人生阶段�或会�不同�求�为了让�享�足够的财务弹性�传爱储蓄计划 II提供提� 
选项��可选择提�积累归原红利（��）的�部或部�现金价值 3��合�生活所��

��选择提�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积累归原红利和�单的长远价值�会相应减少�

弹性�故�障支付选项　帮助挚�渡过难关
��定受�人不幸�故�受益人将获发放�故�障�为帮助�的家人渡过难关并增添弹性� 
传爱储蓄计划 II提供 3个�故�障支付选项�包括一笔过发放�额�故�障���期形式发放
�额�故�障或��期形式发放部��故�障 6�

兑现给后代的承诺
��准备为 18岁�下的挚爱投���可�行使�定后补�单主权人选项��证�的财富代代
传承 7�

�过�定后补�单主权人��可����单在�坏�况下���续�即使�单主权人在受�人 
18岁����故��单会转移至后补�单主权人����的�单得到可�的照顾�而同时 
兑现�的财富承诺�

简易投�
投保传爱储蓄计划 II 十�简单�助��早积累财富和规划财产�毋须体检或回��何医疗 
问题 8�让�轻�展开积累财富的旅��尽�实现�的梦想�

注:
6 在行使�故�障支付选项时须�合���故�障金额和届时的行政规则�并由永明金融不时厘定�
7 �定后补�单主权人选项受�单��的规定�件�届时的行政规则�核�规则和其��件所限�并须由永明金融核准�
8 �每位受�人在传爱储�计划 II的名义金额连同�定储�产品的名义金额和／或�证储�金额的总额�于�元 2,000,000�
��进行简易核��申请�序受届时的行政规则所约束�并由永明金融不时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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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岁 63岁 80岁

A太太投�传爱储�计划 II� 当 A太太的儿子完成大学毕业后�A太太在 
� 23个�单年度完结时提��元 50,0009 

去支�儿子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A太太的儿子准备结�并为�家�而荣升 
业主�A太太在� 33个�单年度完结时提�
�元 100,0009去协助�儿子应付�居的��
还��

�时�A 太太总共提�了�元 150,000� 
� 单 的 预 期 � � 价 值 总 额 仍 � � 元
3,197,797�A太太可选择�数提�作为部 
��休收�来源或继续积累�单价值直到 
120岁为止�

美元 624,434*

(312%)
美元 1,088,038^

(544%)
美元 3,197,797#

(1,599%)
预期退保价值总额 
(相比已缴整付保费 ) 

美元 200,000 美元 200,000 美元 200,000保证现金价值

预期非保证归原红利 + 终期红利的现金价值 美元 424,434* 美元 888,038^ 美元 2,997,797#

参考例子 
例子 1:关爱家人
A先生和 A太太为��夫妇��们正准备��小儿子的来临�作为父母��们明白�路�满未知数�因�希�为 
初生宝宝的未来�早准备�因��A太太��元 200,000一笔过投�传爱储�计划 II��积累财富�合不同 
人生阶段所��

注:
* 未提��何�项�的价值�
^ 假设在� 23个�单年度完结时成功提��元 50,000�
# 假设在� 23个�单年度完结时成功提��元 50,000和在� 33个�单年度完结时成功提��元 100,000�

9 �金额是提�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并无构成部�����何积累归原红利现金价值的提�不会影响�证现金价值� 
但将会减少积累归原红利的面值与现金价值�并将���单的长远价值�

名义金额: 
�元 200,000

已缴整付�费: 
�元 200,000

A太太
30岁

30岁

上�例子只供说明用��在例子内所显�的数值�调整至���的整数�上�例子中的预期回报总额为��证并根据永明 
金融现时假设投资回报而计��实际可支付的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和面值和终期红利的现金价值和面值可�较�上的 
预期金额为高或��在���况下�这�红利的实际金额可�为��归原红利和终期红利会根据数个经验因素的表现而 
改变�其中投资回报�常被视为主�决定因素�其�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索偿经验��单开支�税项和�单主权人的终止�单 
经验�详�请参阅重�资�下的红利理�部��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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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17,444,008
(1,744%)

美元 3,209,669,163
(320,967%)

预期退保价值总额 
(相比已缴整付保费 ) 

美元 1,918,398
(192%)

美元 6,562,816
(656%)

美元 130,855,537
(13,086%)

美元 1,000,000 美元 1,000,000保证现金价值 美元 880,000 美元 1,000,000 美元 1,000,000

美元 1,038,398 美元 5,562,816 美元 16,444,008 美元 3,208,669,163美元 129,855,537预期非保证归原红利 +  
终期红利的现金价值

保单主权人

B先生的女儿
35岁

B先生
55岁

+

B先生的女儿
15岁

受保人

B先生的孙儿
15岁

B先生的女儿
50岁

受保人

B先生的孙儿
45岁

保单主权人

  
例子 2：将财富传承后代 
B先生在 10年�自己创业����司业务已上轨���希�让日后的子孙生活更�弹性�助子孙实现个人梦想�
传爱储�计划 II提供稳定长远财富积累�计划的更改�障�围选项和更换受�人选项让�灵活规划财产�

注:
10 �何更改�障�围选项�更换受�人选项或更换�单主权人的�求受�单��的规定�件�届时的行政规则�核�规则和 
其��件所限�并须由永明金融核准�

上�例子只供说明用��在例子内所显�的数值�调整至���的整数�上�例子假设没�提��何�项�上�例子中的预期
回报总额为��证并根据永明金融现时假设投资回报而计��实际可支付的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和面值和终期红利的现金
价值和面值可�较�上的预期金额为高或��在���况下�这�红利的实际金额可�为��归原红利和终期红利会根据数个
经验因素的表现而改变�其中投资回报�常被视为主�决定因素�其�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索偿经验��单开支�税项和�单 
主权人的终止�单经验�详�请参阅重�资�下的红利理�部��

名义金额: 
�元 1,000,000

已缴整付�费: 
�元 1,000,000

B先生
40岁

15年 35年 50年 80年 120年1年
保单年度

B先生投� 
传爱储�计划 II�

B 先生行使更改�障�围 
选项 10�增加�的�儿为其中
1位受�人�

B先生年纪渐大�将�单转给
�的�儿�传承财产�

B 先 生 年 事 已 高�B 先 生 
的�儿行使更换受�人选项 10

将其中 1位受�人更换为其 
儿子�

B先生的�儿将�单转给其 
儿子 10��单价值继续积累� �单期满�

B先生的孙儿可根据�求行使
更改�障�围选项或更换受
�人选项 10�直到�单签发日
120年后为止�

第二代第一代 第三代

B先生
40岁

B先生
40岁

保单主权人

受保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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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传爱储蓄计划 II

最低名义金额 �元 125,000

投保年龄 0-80岁

保障年期 
�较早者为准:

•直到届时受�人（个人人寿）或届时较年轻的受�人（联合人寿）120岁;或
•自�单签发日�计 120年

保费缴付模式 整付�费

保单货币 �元

期满利益／退保价值 

�证现金价值

�何积累归原红利的现金价值 

�何终期红利的现金价值

�何存放在永明金融的其�金额 

�何贷�和利息

身故保障 

�较高者为准:

到期和已缴�费总额 或 �定受�人�故当日的�证现金价值

�何积累归原红利的面值

�何终期红利的面值 

�何存放在永明金融的其�金额 

�何贷�和利息 

主要产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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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
红利理念: 

人寿�险涉�把风险由个人转移到寿险�司�和�中大量 
�单组别的风险��红�险的部�风险会由�单��人承担
或由�单��人和寿险�司共同承担��单��人可�获�
�归原／终期／�别红利形式的�单��人红利作为回报�
这�红利并不�证�金额可�年改变�

一�而言�这��单的红利��其所属�单组别一直�来 
的经验�红利基本上根据数个因素的表现而改变�其中投资
回报*（包�资产�欠和投资成本所带来的影响）�常被视为
红利表现的主�决定因素�其�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索偿 
经验�税项�开支和�单��人续�率�

较预期�和较预期�的经验会随时间摊��从而为�单�� 
人提供较稳定的红利派发��产品具备终期／�别红利� 
�过调整终期／�别红利率转介的经验一�会在较短时间内
摊��

红利���序�在��各�单组别之间和在不同时间签发的
�单之间在可行的�围内���平合理���在每�向�单
��人�布归原红利或派发终期／�别红利时��东�会得
到当中部����

�港永明金融�限�司�事会每年�少决定一�将�布或
发放给�红�单的�单��人的红利金额��决定是根据 
�港永明金融�限�司����师�照认可的��原则和 
常法所提出的建议而�实��红�单业务的�理同时 
受�港永明金融�限�司的内部政�监��并受内部 
Par Governance Committee的建议所约束�

* 投资回报包括相关资产组合的投资收�和资产值变动� 
投资回报表现受利息收�和其�市场风险因素影响�包括
但不限于利率或信贷息�变动�信贷事件��固定收� 
资产的价格变动���外汇货币变动��关与相关资产
组合相连的投资政��目标和�略的详��请参阅投资 
理��

^ 索偿经验代表实际��率和发病率的经验�续�率包括 
�单失效／期满和部���经验;��对投资构成的相应
的影响�开支因素只包括营运开支�并会根据�港永明 
金融�限�司在可见未来的预期所�开支水平从�红基金
中收���可见未来的预期所�开支水平�所调整��单
��人会�担／�享该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每一个年度中
�何实际开支与预期所�开支水平的��将由�东承担�

�关红利�行�率的资��请参阅�港永明金融�限�司 
网页（www.sunlife.com.hk/dividendhistory_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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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政��目标和�略）:

本产品的投资�略乃为�单��人争��优�的长远回报和
将风险维�在�当水平;并在�行�证利益的同时�尽可�
�根据演�提供合理的��证利益为主�目标�

�投资�略的资产组合包括�项固定收�资产�国家债券�
企业债券和企业贷�;���固定收�资产��类��的 
投资和可�包括上市���私��权��信用资产组合主�
�中在投资级别的固定收�工具��果信用评级在意�之外
�所下��组合内或�少量投资级别�下的固定收�资产�
但投资级别�下的资产规�将不会超过信用和投资政�的 
风险�理限额�

我们采�积��理的投资�略来�理基金对于�单��人 
的风险状况��应对不断变�的市场状况和机会�在�何 
时���果基金对于�单��人的风险状况�所增加� 
则可�会减少�固定收�资产规����基金的风险��之
亦��

本产品现时的长期目标资产组合�下:

资产类别 目标资产组合

固定收入资产 30%-90%

非固定收入资产 10%-70%

我们采��球�投资�略��享�元�区组合的优势� 
而大部�资产投资在�国和亚太区���投资在不同资产 
类别�助维�更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实际资产组合百�
�与�区组合将根据市场�况���投资��与经济�景而 
�所变��

我们可�会将相�的长线�险产品（投资相连�险计划和�休 
金计划除外）的投资回报汇��来��争��优的投资表现�
而相关回报将根据每个产品的目标资产组合���

�固定收�资产的货币与相关�单货币不同�我们�常使
用�当的对冲工具（��）来尽量减�外汇货币波动带来的 
影响�而�固定收�资产具�较大的投资灵活性来投资在与
相关�单货币不同的资产�从而��风险和��投资在不同 
市场�衍生工具�可用在对冲市场风险�但不预期使风险 
水平超越�定的风险承受�力�

�上投资�略可��所更改�惟�何改动必须先�过内部 
严谨的审�过�����何重�更改�我们将会�知�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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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风险
1. 请注意���提早终止��单��所得到的金额可�显�
少于�在�单下已缴付的整付�费�

2. �何涉��单货币与其�货币互相兑换的交易将承受外汇
风险�例��单货币的汇率变动�

3. �基本计划的部�投资可���予�固定收�资产�而 
�固定收�资产的回报一�较固定收�资产波幅大��应
细阅本推销刊物披�的�基本计划的长期目标资产组合�
�组合将影响�基本计划的红利��基本计划的储�部�
涉�风险�可�会招�亏损�

4. 由于�胀�机会导�未来的生活费用增加�即使我们 
�行合约责���的利益��可�不足�应付�的���
因��在计划利益时��应考虑�胀带来的影响�

5. �基本计划乃由�港永明金融�限�司所签发的�单� 
�所得到的利益将视乎�港永明金融�限�司的支付 
�力��我们因无力偿还而未��行�单下的合约责��
�可�损失�部或部�已缴�费和利益�

6. �发生�下�况�我们�权终止�基本计划（��先者 
为准）:

a. 积累�单贷�和利息超过�证现金价值和存放在我们
的�何其��项的总和;

b. �定受�人�故;或
c. 基本计划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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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1月1日��所��单主权人���过�险�司向 
�险业监�局为其�做和生效中的�单缴付�费征费�所�用
的征费率将根据�单日期或�单�年日而厘订��关�费征费 
详��请浏览我们的网站www.sunlife.com.hk/levy_schi或 
�险业监�局网站www.ia.org.hk�

�推销刊物仅供参考��关字词的释义和�障�围的完整的 
���细则的详��请参阅�单文件样本�

重要提示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积累 累積

犹豫期 冷靜期

�过给我们的书面请求��的�单将被��和�何已缴 
�费��险征费将被�还��件是:（1）����单的书面 
请求必须由�签署�并在自�单╱�知书（说明可�领� 
�单和犹�期到期日）交付给�╱�的代表后的21个历日内 
（�较早者为准）�并由我们的办事处（九龙红�红鸾�18号 
祥祺中心B座�下）或电邮（hk_csd@sunlife.com）直�收到 
�的�关�求;�（2）�本�司在收到�的���单申请
��曾经就�关�单作出�何付��则不会获�还�费�

取消保单的权利 

�推销刊物的简体中文�本由�体中文�本翻译�仅供 
参考��果两个�本之间存在���则��体中文�为准�

简繁中文转换辞汇表

18

传爱储蓄计划 II



关于香港永明金融
�港永明金融乃加拿大永明人寿�险�司的�资附属�司�在 1892年 2月 22日 
成立�提供卓越的产品与服务超� 130年��力��港更闪��

�港永明金融是主�的国际金融服务机构��过专业和经验�富的销售团队为个人 
和企业客戶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我们为�提供人寿和医疗�障�财富�理和�休 
�划�面的综合方���外�我们不仅提供�元�的产品�更拥�团体福利和�三者
�休金行政�理的�富经验�

我们�明�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各种���因�提供�种�险产品�包括储��人寿 
�障��健�意外�万用寿险与投资寿险计划�传爱储�计划 I I属永明金融储�� 
人寿�障�列�险产品��在为�提供完�的理财方��

�可�过�下�径 
了�我们更�的资讯:
 网址 : sunlife.com.hk
 客戶服务热线 : 2103 8928
 请联�您的理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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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九龙红磡红鸾道 18号   
祥祺中心 B座地下

客户服务热线： 2103 8928 
传真： 2103 8938
sunlife.com.hk

永明金融集团成员之一 
总公司设于加拿大多伦多

2022年 4月编印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刊发

�推销刊物�在�港派发�并不�诠释为在�港境外提�销售�游说购买或提供�何�港永明金融�限�司的 
产品��关释义和完整的���细则的详��请参阅�单文件样本�我们将应��求提供相关文件��果�推销 
刊物与�单文件内容不��则��单文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