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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簡稱

投連壽險）是包含人壽保險及投

資的長期保險產品，帶有投資風

險，與傳統壽險的性質和保障並不相同。

消費者投保前，除要瞭解產品的特性和收費

外，更切記詳細考慮個人需要、財務及風險

承擔能力。

按人壽保障水平分為四類
現時市場提供的投連壽險可按人壽

保障的水平分為高身故保障、保本身故賠

償、純105及開放式結構四大類別。表一概

括四類投連壽險的特點及市場現有產品供

消費者參考。

適合哪些人士？
投連壽險產品只適合同時有保險及

投資需要，並懂得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及願

意承擔投資風險的人士。有短期流動資金

需要的人士，並不適合購買此類產品。

購買投連壽險注意事項
繳費方式

投連壽險設有整付（或躉繳）和定期

（或期繳）兩類保費繳付方式。投保人可按

照個別的需要及財務狀況，選取較合適的

繳付方式。定期供款的方式一般不適合收

入不穩定或收入水平浮動的人士。

費用

常見的三類收費包括：

保單層面–— 保費費用、退保/提取費用、

保險費、行政/管理費。

投資層面–— 前期收費、投資管理費、

基金轉換費、業績表現費、基金贖回費。

相關基金層面–— 管理費、業績表現費、

保管及行政費、信託費。 

投保人應留意扣取收費的方式及對投

資回報的影響，舉例說，保費費用會直接從

保費的供款中扣取，並減少可用於投資的金

額，而管理費則不論投資表現，每月會以扣

減帳戶價值的方式收取。

供款年期及負擔能力

在購買定期供款的投連壽險前，

投保人應考慮是否願意及有能力繳付投

連壽險的整個供款年期（一般為5至30

年）的保費，注意部分產品設有終身的

供款期。

提早退保 /提取款項

投連壽險是長期保單，提早退保或從

保單帳戶提取款項，有可能損失已繳的保

費，後者甚至可導致保單提前終止。部分投

投連壽險的風險及

     部分投保人誤解只需供款一段時間

（如18至36個月），便可運用供款假期

的條款，停止供款。實際上，供款假期只

容許投保人於初始供款期後，暫時停止

繳交保費，並不代表投保人從此不用繳

付供款。初始供款期會因應不同產品及

供款年期而有所不同，以25年供款期的

投連壽險產品為例，初始供款期為3至5

年不等。投保人須注意，於供款假期期

間，所有相關費用及收費將繼續從投連

壽險的帳戶價值中扣除，因而減少帳戶

價值，甚至導致保單終止。

誤解供款假期

連壽險的提早退保或提取款項的費

用會較高，尤其於保單供款初期。

基金風險

投資涉及風險，部分投連壽險產品例

如純105，其身故賠償額與相關基金的表現

掛鈎，即身故的賠償額會受巿場波動影響

（如相關基金的價值下跌），並有可能大幅

少於已繳付的保費，因而不足以符合投保人

的保障需要。更重要的是，個別基金將來的

表現，未必可透過過往的表現來預測。因此，

投保人在購買投連壽險前，應充分考慮個別

基金的風險及其風險承擔能力。

投連壽險的銷售規管
為加強對投連壽險的規管，規管當局

制定以下措施。

銷售程序

中介人必須：

● 確認投保人的需要；

● 提供不同類別的保險產品予投保人選擇；

● 分析投保人的風險承擔能力；及

● 向投保人解釋產品特點等。

投保人：

● 必須在購入產品前，先完成「財務需要分

析」、「風險承擔能力問卷」以及「重要

資料聲明書」相關文件；

● 不可選擇剔除這些要求，否則，保險公司

會拒絕其申請。

銷售規管



投資智慧

    由2015年1月1日起，保險公司須根據保險業監督訂立的準則，就所有投連壽險產品，計算和披

露中介人的酬勞，讓投保人考慮當中是否有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以致影響中介人向投保人推薦

相關的投連壽險產品。中介人的酬勞劃一以「全期平均值」計算，並於「重要資料聲明書」內披露。

     有關酬勞包括中介人因銷售該投連壽險產品所收取的所有金錢或非金錢的酬勞，當中包

括基本佣金、續期佣金、基金價值佣金、營銷費用、轉介費用、銷售獎金、延續獎金等。

   「全期平均值」是將中介人從直接銷售相關投連壽險產品而收取的所有酬勞，除以整個供

款期內的總保費計算出來，以下列出兩個「全期平均值」的計算例子：

「財務需要分析」：評估投保人的需

要，從而讓中介人提供適當的保險意

見。該表格內容包括投保人的個人資

料、財務需要分析（如財政收入和支

出、資產和負債）及建議內容等。

「風險承擔能力問卷」：評估投保人

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判斷產品及其相

關的投資項目是否符合投保人的需

要。問卷涵蓋用作評估投資目標、投

資年期及風險承受能力等的問題。

「重要資料聲明書」：列出常被投保

人忽略的產品特點，包括投連壽險保

單的長期性質、費用及收費、提前終

止保單的罰款、中介人酬勞等，目的

是加強銷售時的資料披露。

中介人須向投保人講解「重要資料

聲明書」上的所有資料。而投保人須

在申請保單前，細閱「重要資料聲明

書」，並在每欄簽署。

3份不可不知的重要文件

表一：市場上不同類型的投連壽險
投連壽險的
類型

人壽保障
成分

適合性 身故利益 注意事項
現有產品(截至2015年3月6日)
(以保險公司英文名稱排序)

高身故保障 高

●	投保人期望給予指定受益人高
身故利益，亦可同時利用資金作
投資用途

●	即時給予指定受益人高身故利
益保障

高身故利益水平(即
身故利益可達已繳
保費的多倍，尤其
是當身故發生在保
單早年的時候)

●	高收費(由首年的20%至100%
不等逐漸下降至數年後的0%)

●	首年的保單退保價值可以低至
零，並隨保單年期逐年遞增

●	富通保險的智悅人生
●	友邦(國際)的「您想」投資連繫壽險計劃
●	安盛保險(百慕達)的盛域II投資保險計劃

保本身故賠償 中

●	投保人希望作出投資，但同時期
望自己身故時，可以留給指定受
益人已繳保費作為身故利益

身故利益有保本成
分(即已繳保費的
100%/105%或帳
戶價值的105%，以
較高者為準)

●	保單早年的身故利益較低，特
別是定期繳付保費的投連壽
險，原因是累積保費較少

●	安盛保險(百慕達)的雋宇II投資保險計劃
●	安盛保險(百慕達)的盛名II整付投資保險計劃
●	安盛保險(百慕達)的盛躍投資保險計劃
●	大新人壽的「晉圖」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	大新人壽的「智盛」III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	富衛人壽的智非凡II
●	大都會人壽的「機遇」投資相連計劃
●	保誠保險的「雋景」整付保費投資計劃
●	保誠保險的「雋景」組合投資計劃

純105 低

●	投保人追求較高的投資比率，
亦期望將帳戶內的投資給予指
定受益人

帳戶價值的105%
●	當帳戶內的投資錄得顯著虧
損，身故利益可能會非常低

●	安達人壽的安達「非凡」-	整付保費投資計劃
●	富通保險的盈晉之選
●	富通保險的領航之選
●	友邦(國際)的「卓耀明珠」2
●	英國友誠國際的嶺豐投資相連壽險計劃II
●	富衛人壽的領域II
●	宏利(國際)的宏圖
●	美國萬通亞洲的資本投資計劃
●	美國萬通亞洲的環球投資整付計劃
●	Old	Mutual的先機資本理財計劃
●	保誠保險的「鴻圖駿境」投資計劃
●	標準亞洲的「晉智」投資計劃
●	標準亞洲的「晉裕」投資計劃
●	香港永明金融的飛翔投資壽險計劃II

開放式結構 低

●	只限專業投資者
●	一般用作稅務/遺產安排，特別
是外籍人士或擁有海外居留權
的人士

●	不適用於沒有海外居留權的人士

一般為
帳戶價值的105%

●	此產品採用開放式投資平台，並
沒有提供任何基金選擇

●	投保人可自訂任何資產/投資種
類(例如：物業、股票等)

●	中介人及保險公司不得就保單內
的資產項目向投保人提供建議

●	安盛保險(百慕達)的Evolution	fo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售後規管
保險公司必須於銷售投連壽險後致電

投保人，確認投保人已充分瞭解該產品與產

品的重要特點，及其義務和權益（包括21天冷

靜期）。保險公司須將有關對話進行錄音。

售後規管程序須由沒有參與整個銷售

過程及沒有經濟利益關係的員工執行，銷售

該投連壽險產品的中介人不可執行電話售

後確認程序。 

資料來源：保險業監理處

產品A（10年期定期供款的投連壽險）

全期保費：每年港元$100,000 x 10年 = $1,000,000

首年佣金：首年保費的15%

 $100,000 x 15% = $15,000

續期佣金：第2年至第6年保費的3%

 $100,000 x 3% x 5 = $15,000

全期佣金：$15,000+ $15,000 = $30,000

全期平均值：$30,000 ÷ $1,000,000 = 3%

披露保險中介人的酬勞

產品B（整付投連壽險）

整付保費：港元$1,000,000

首年佣金：整付保費的2%

 $1,000,000 x 2% = $20,000

基金價值佣金：第2年至第5年基金價值的0.2%

 $1,000,000 x 0.2% x 4 = $8,000

全期佣金：$20,000+ $8,000 = $28,000

全期平均值：$28,000 ÷ $1,000,000 = 2.8%

（註：假設基金價值等於整付保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