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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未來，廣闊無限，「成就一生」兒童儲蓄保險計劃

助您創造無限個可能。

望子成龍，如何為子女籌備美好的未來？「成就一生」

兒童儲蓄保險計劃（「本計劃」）除了提供人壽保障外，

還提供教育儲備，加上在子女年滿21歲後緊隨的保單

週年日時，保額將自動提升3倍，成就孩子無限個可能，

將來無論升學、置業或創業，均可得心應手。

計劃特點
豐厚儲備成就人生
當受保人年滿18歲後緊隨的保單週年日，本計劃將提供一筆保證可支取現金作為利是錢，金額相等於當時保額的
8%。此外，於受保人18至21歲期間，更可於此等週歲後緊隨的每個保單週年日獲享保證可支取現金。以0至4歲
投保年齡的受保人為例，保證可支取現金每次為當時保額的14%，總派發金額高達當時保額的56%，讓他們輕鬆
實現升學目標。您可參閱「保證可支取現金」一表，以了解其他投保年齡受保人可獲得的保證可支取現金。

您可選擇將保證可支取現金提取運用1，或累積於保單內滾存生息2，直至保單滿期。

紅利回報累積財富 
在保單生效期間，您可於每個保單週年日獲發非保證紅利2。您可選擇將非保證紅利累積於保單內滾存生息2直至
保單滿期，或提取1以實踐理財目標，亦可用作繳付未來保費。

自動提升3倍保額 
您只需繳付保費至受保人21歲，便可享有人壽保障至受保人100歲。此外，為加強保障，保額將於受保人年滿21歲
後緊隨的保單週年日，並在保證可支取現金發放後，自動提升3倍，而無需繳付額外保費。

保單滿期歡欣慶祝
在受保人年滿100歲後緊隨的保單週年日，本計劃將提供一筆期滿利益，金額相等於當時保額，加上累積保證
可支取現金及利息2（如有），以及累積非保證紅利及利息2（如有），惟需扣減所有保單負債（如有）。

人壽保障照顧所需
如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期間不幸身故，本計劃將提供身故賠償，金額相等於當時保額或受保人身故日的保證現金價值（以較
高者為準），加上累積保證可支取現金及利息2（如有）、累積非保證紅利及利息2（如有），惟需扣減所有保單負債（如有）。

投保年齡

0-4歲

5-9歲 

10-11歲 

於受保人年滿18歲後
緊隨的保單週年日派發

8%

8%

8%

18歲 
14%

12%

10%

19歲
14%

12%

10%

20歲 
14%

12%

10%

於受保人年滿以下週歲後緊隨的保單的週年日派發
保證可支取現金（當時保額之百分比） 

21歲 
14%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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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您可隨時提取保證可支取現金及/或非保證紅利而不會被收取任何費用，然而提取保證可支取現金及/或非保證紅利將會影響保單價值及
身故賠償。

2. 紅利及利息並非保證不變，實際收益及/或回報可能低於或高於預期價值。中國人壽（海外）保留隨時調整之權利。紅利實際派發金額取決
於中國人壽（海外）分紅業務的整體表現，包括投資回報及理賠等因素。

3. 除保費外，您需於保費供款年期內另行支付保單費用，金額為每年200港元/25美元（視乎保單貨幣而定）。

4. 您應在繳費寬限期內繳交所須繳付的續期保費，使保單維持有效。有關詳情請參閱中國人壽（海外）繕發的保單條款。如保單失效或提早
退保，您可領取之保單現金價值可能會低於已繳付之總保費。

5. 如您選擇以按年繳交及保費預繳的方式支付保費，您可一筆過全數提取尚未使用的預繳保費（包括利息，如有），惟中國人壽（海外）將
收取相當於提取款項的2%，最低收費為100港元/12.5美元。您只可提取尚未使用的預繳保費一次。預繳保費的利息並非保證不變。

6. 退保發還金額總額包括累積保證可支取現金及利息（如有）、累積非保證紅利及利息（如有），以及保證現金價值，惟需扣減所有保單負債
 （如有）。

保單於受保人年滿21歲時的情況： 

以上參考例子的數字已調整為整數及只作舉例說明之用，實際累積年利率回報並非保證。上述之參考例子乃基於以下假設：

‧ 所有保費並未將保費徵費計算在內：及

‧ 派發之非保證紅利及保證可支取現金全部累積於保單內；及

‧ 現行累積於中國人壽（海外）的非保證紅利及保證可支取現金之利率為年息4.5%，而有關利率並非保證不變；及

‧ 以上的例子假設整個保障年期內沒有任何金額提取及任何保單負債，並且假設所有保費於到期時已被全數繳付。

（保單貨幣：港元）

投保年齡

0歲

3歲

6歲

9歲

11歲

繳付保費總額
 

463,050

508,500

510,000

568,800

566,000

累積可支取現金
及利息1,2 

345,120

345,120

302,338

302,338

259,556

累積紅利及利息1,2

101,159

83,772

61,274

45,813

32,933

保證現金價值

141,500

141,500

142,500

142,500

143,500

退保發還金額總額6 

587,779

570,392

506,112

490,651

435,989

計劃概要
投保年齡： 15天至11歲

保障年期： 至受保人100歲 

保費供款年期3： 至受保人21歲 

保費繳付模式：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4、按年繳交及保費預繳5

保單貨幣： 港元或美元

最低保額： 80,000港元或10,000美元

參考例子
受保人性別： 女 吸煙狀況： 非吸煙

保費繳付模式： 年繳 保額： 500,000港元

保費供款年期： 至受保人21歲 

自選保障倍添安心
本計劃特設自選附加保障項目，您可附加住院、危疾及意外等額外保障，令保障更全面。

以上計劃特點乃假設您並無申請調整保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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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3號中國人壽大廈22樓

電郵：info@chinalife.com.hk

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19

網址：www.chinalife.com.hk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1. 本計劃由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海外）」、
「本公司」或「我們/我們的」）承保，中國人壽（海外）負責本計劃的內
容、核保及賠償事宜。在提交申請前，您必須完全明白本計劃所涉及的
風險，以及考慮本計劃是否適合您的個人需要及負擔能力。

2. 所有核保及理賠決定均取決於中國人壽（海外）。我們將根據您所提供
的資料而決定接受或拒絕投保申請，如屬拒絕申請個案，我們將退回全
數已繳交之保費及保費徵費（如有）（利息除外）。

3. 除外事項及限制 — 本產品小冊子所載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有關重要不保
事項及限制的詳盡條款及細則，例如不持異議條款、自殺及欺詐等，請參
閱「保單規章」及「利益保障條款」。

4. 欠繳保費/自動保費貸款 — 您應按所選的保費供款年期準時繳交保費。倘
若在繳費寬限期過後仍未繳交到期保費，保費將以貸款形式自動從保
單中扣除。所有保單貸款均帶利息，並以我們不時採用的利率計算，而
有關利率則刊登於公司網站www.chinalife.com.hk 。累算的利息將成
為保單負債的一部分。當貸款餘額相等或多於保單之基本計劃的保證
現金價值時，保單將會被取消而您將蒙受有關保障及財務損失。在此情
況下，保單的退保價值將用於償還貸款結餘（包括利息），任何剩餘金
額將退回給您。

5. 紅利及/或派息理念 — 本計劃屬於分紅及/或提供積存利息之保險計劃，
從保單收取的保費將會按中國人壽（海外）之投資策略投資在不同資產
上。保單持有人將根據其「利益保障條款」內有關條款透過宣佈的紅利
及/或積存利率分享中國人壽（海外）投資資產中的盈利。中國人壽（海
外）會確保保單持有人之間的盈利公平分配，也同時確保保單持有人和
中國人壽（海外）之間的合理盈利分配。中國人壽（海外）將每年最少檢
視及釐定紅利及/或積存利率一次，現時紅利及/或積存利率的預期並非
保證，並會隨著相關保單的整體表現及其他因素改變，包括但不限於投
資回報、理賠、續保率的過往經驗及對未來展望：
 理賠 — 包括產品所提供的身故賠償以及其他保障利益的成本。
 投資回報 — 包括利息收入、紅利收入、投資前景及資產價值變動。
 保單持續性 — 包括保單終止及部分退保的經驗。
 註：過往紅利派發或派息的表現，並不代表本計劃將來派發紅利或派息
的指標。

6. 投資理念、政策及策略 — 中國人壽（海外）致力維持減少投資回報波
幅，提供穩定回報的投資理念。投資主要包括債券及其他固定收入資
產，如政府及公司債券在內的債券及其他固定收入工具，以支持保證的
財政責任。為提高資產的財務表現，中國人壽（海外）會投資於股票類
型資產及其他投資工具如互惠基金、以及直接/間接投資於物業或商業
機構。

 投資組合分散投資於不同地區及/或行業。投資策略可能根據市況及經
濟前景而改變。中國人壽（海外）會於年結通知書內就有關改變而造成
的紅利及/或積存利率變更及對保單的影響通知保單持有人。

 中國人壽（海外）目前就分紅及/或提供積存利息之產品之投資策略如下：
 資產類別  目標資產組合（%）
 債券及其他固定收入資產 50% 至 90%
 股票類型資產及其他投資 10% 至 50%

 有關中國人壽（海外）過往紅利的資料、紅利及/或派息理念、投資理
念、政策及策略，以及履行比率，請參閱中國人壽（海外）網頁
www.chinalife.com.hk/zh-hk/products/dividend-philosophy-and-
investment-strategy。

7. 冷靜期之權利 — 您有權在冷靜期內以書面通知中國人壽（海外）取消
保單，並取回已繳保費及保費徵費（如有），惟您必須未曾於保單獲得
任何賠償。有關書面通知必須由您簽署，並確保由保單或《保單發出通
知書》（通知您保單已經可以領取及冷靜期的屆滿日）交付給您或您的
指定代表後起計21個曆日內（以較先者為準），呈交至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313號中國人壽大廈22樓。

本產品有哪些主要風險？
信貸風險：
本計劃是由中國人壽（海外）發出的人壽保險產品。任何已繳保費將成為
我們的資產的一部分，而我們的財務實力將影響我們履行保單的責任。因
此，您須受我們的信貸風險所影響。

提早退保風險：
本計劃的儲蓄部分涉及風險，可能會招致虧損。如於早年退保，您所收取
的金額可能大幅少於已繳的保費。

匯率及貨幣風險：
任何涉及外幣的交易都會涉及風險，例如政治或經濟狀況改變可能大幅
影響貨幣價格或其流動性；而在轉換貨幣時也可能因匯率波動而招致經
濟損失。請於決定保單貨幣時考慮有關匯率風險。

通脹風險：
由於通脹會導致未來生活費用增加，即使中國人壽（海外）履行所有有關保單
條款及責任，您現有的預期保障及/或回報可能無法滿足您未來的需求。

流動性及提取風險：
您須持有保單及繳付保費至指定年期。倘若在保單滿期日前退保，您將蒙
受財務損失。倘若您從保單中提取部分款項，將會影響您的保單價值、身
故賠償及其他保單利益及需繳付有關手續費（如有）。

非保證利益：
本計劃包括非保證利益及/或回報。將來可得的確實利益及/或回報可能與
產品資料所顯示之利益及/或回報不同，而產品資料僅作說明之用。

保單終止：
倘若(a)受保人身故；或(b)於保費到期後31日內仍未繳交到期保費，且保
單沒有任何剩餘保證現金價值；或(c)保單的負債等於或多於保單的保證
現金價值，保單將會被取消。

由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保單持有人均需向保險業監管局為其新繕發及
現行保單繳付的每筆保費繳交徵費。有關保費徵費詳情，請瀏覽我們的
網站www.chinalife.com.hk ，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19，或瀏覽
保險業監管局網站www.ia.org.hk 。

此產品小冊子只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
說購買中國人壽（海外）的任何產品。中國人壽（海外）不會在香港境外提
供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本計劃之詳盡條
款、保障細則及不受保範圍，概以本計劃之保險合約條款及細則為準。如
欲索取保險合約條款及細則，請與中國人壽（海外）查詢。

此產品小冊子只供參考，不能構成中國人壽（海外）與任何人士或團體
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有關本計劃之詳細條款、細則及除外責任，概以相
關保險合約為準。請詳閱相關保險合約及所有相關的產品資料，並於需
要時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如欲索取保險合約，請與中國人壽（海外）
查詢。

重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