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2018年 10月 4日  

 

富通保險「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 (升級版) 

新增「保單延續選項」 財富傳承永續千秋 

 

富通保險有限公司 (「富通保險」) 誠意推出升級版「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1 (「盛世‧傳家寶」

2)，除了全城首創 2的無限次轉換受保人並保障至新受保人 128 歲外，更特別增設巿場獨有 2的「保單

延續選項」，讓客戶按照個人意願指定摯愛承繼保單及保障，確保多年累積的豐厚財富能真正無限期

傳承。 

 

富通保險行政總裁楊德灝表示：「我們創新的旗艦產品『盛世‧傳家寶』2，自推出以來，深受巿場歡

迎並獲高度評價，在產品排行榜上獨佔鰲頭 3，而『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更創下高達 103%紅利實

現率的成績 4，協助客戶早日實現財務目標。今次推出的升級版，提供多項貼心選項，讓客戶透過一張

保單，全面解決創富、傳富的需要。」 

 

∞無限期真正傳承  

首創 2無限次轉換受保人並保障至新受保人 128歲 

保單持有人可無限次轉換受保人 5，而保障期亦會調整至新受保人 128 歲，讓保單價值可以享有充裕的

財富增值期，締造財富傳承無限期。 

 

巿場獨有 2「保單延續選項」6 

意外無法預料，一般保單於受保人身故時便會立即終止，本計劃貼心加入「保單延續選項」6。萬一出

現意外而受保人不幸過世，即使保單持有人沒來得及轉換新受保人，只要於保單生效時選擇了「保單

延續選項」6，保單仍會繼續生效，而指定之受益人將成為新保單持有人（如適用）及受保人，保障期

亦會調整至新受保人 128 歲，讓財富傳承永續千秋。此安排令單身或沒有子女的人士亦可把愛傳承至

其他家族成員。 

 

例子：舅父在生時指定外甥為受益人 

 

 
 

2 項鎖定選項 穩取回報 

為免受市場波動影響，客戶可行使其中一項「終期紅利鎖定選項」，將終期紅利轉換至週年紅利的形

式累積 7，滾存利息 7，將預期收益，轉為穩健的保證回報。 

 

「自動鎖定回報選項」8 讓終期紅利餘額繼續增長 

自動於每個保單週年日將終期紅利轉換為週年紅利 7，轉換金額為已繳付保費總額的 8%，直至終期紅

利降至已繳付保費總額的 30%為止，而餘下的終期紅利可以於保單內繼續增長，並於保單終止時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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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鎖定回報選項」9 

客戶可於指定的保單週年日轉換終期紅利為週年紅利 7，每次指示可轉換 10%或以上的終期紅利，合共

以 60%為上限，而每次轉換指示必須相隔 3年或以上。 

 

3 種指定支付方式 自行安排資產分配 

保單持有人可選擇以下一種身故賠償 10 支付方式，簡單直接進行資產傳承及分配，免卻複雜的遺產繼

承手續： 

i. 全數一筆過支付；或 

ii. 分 10 / 20 / 30 年 每年、半年或月定期支付；或 

iii. 以一筆過形式領取部份身故賠償，而餘額則以定期方式領取。 

另外，保單持有人若選擇全數退保，亦可選擇一筆過形式或定期方式領取退保款項 11。 

 

長達4 年保費假期 靈活理財 

計劃首創 2提供長達 4年的保費假期，讓客戶可因應突發事情或短期需要，彈性處理財政安排，而毋須

擔心保單失效。 

 

50 萬美元保費豁免保障   市場罕見 

若受保人投保年齡為 18-60歲，並於 75歲前不幸確診完全永久傷殘 12；或受保人投保年齡僅 17歲或以

下，而保單持有人或後補保單持有人於 75 歲前不幸確診完全永久傷殘或身故 13，我們將會替客戶繳付

基本計劃將來的保費高達 500,000美元 14，保障摰愛家人。免費保費豁免保障在市場同類型產品中較為

罕見，且毋須核保。  

預期回報率高達 6.82% 

此計劃除了提供保證現金價值外，更會於第 1個保單週年日起每年派發週年紅利 7，保證回本期較市場

相同繳付期的同類儲蓄壽險產品為短，而於受保人 128 歲時，預期回報率可高達 6.82%15。 

富通保險首席產品總監楊娟表示：「富通保險不斷推陳出新，以體貼客戶的需要，在原有『盛世‧傳

家寶』2 的保障上再次優化升級，多項嶄新的計劃特點進一步保障客戶的財富。除增設市場獨有的

『保單延續選項』，防止保單因意外提前終結，做到真正的傳承之王，又優化『自動鎖定回報選項』，

加上首創長達 4 年的保費假期、貼心的保費豁免保障及理想的回報率 16，以回饋客戶對我們的長期支

持和信任，讓客戶的成就得以無限期傳承。」  

眾多保費繳付年期 豁免醫療核保 

計劃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多項保費繳付年期，極具彈性。「優越版」提供 3年、6年、9年、12年、

15 年及新增之 18 年保費繳付年期；「尊尚版」提供 2 年、5 年及 10 年保費繳付期。選擇 3 年/6 年(優

越版)、2年/5 年(尊尚版) 繳付期的客戶更可選擇一筆過預繳保費，而投保年齡高達 75歲。投保基本計

劃毋須驗身，手續簡便，讓您及早累積財富，盡享優勢。 

 

投保可享首年保費回贈 現有客戶更可享額外優惠 

富通保險首席市務總監任佩儀表示：「富通保險一向以客為尊，以協助他們達成人生不同階段的財富

目標為己任。凡於推廣期內 17成功投保『盛世‧傳家寶』2，並達到指定保費金額，可享首年保費指定

回贈比率優惠；而現有客戶成功投保，更可享額外 0.5%回贈優惠，助您輕鬆為財富增值！」 

 

 



 

註： 

1. 「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特設「優越版」及「尊尚版」。 

2. 「首創」、「獨有」項目以市場同類儲蓄壽險產品計算，分別截至 2018年 2 月及截至 2018年 9 月。 

3. 資料來源： 10Life 保險資訊及比較平台，截至 2018年第三季公佈之「Top 10 最高預期回報終身壽險產品(供

款期為 9-12 年、或 15 年以上)，「盛世 ‧ 傳家寶」壽險計劃 2 （優越版）之預期回報排名第一。假設受保

人為 35歲非吸煙男性。詳情: www.10Life.com。  

4. 「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優越版及尊尚版）的第一個保單年度達 103%週年紅利實現率 (以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3月發出之保單計算)。 

5. 於第 1 個保單週年日起，可無限次轉換受保人，轉換受保人將不會影響投保單位、現金價值及保單年度，而

期滿日將更改為新受保人 128 歲。新受保人的年歲於申請轉換受保人時須為初生 15 日至 65 歲（上一次生日

年齡）及不可比首名受保人年長超過 10 年；而此轉換申請必須符合當時的行政規定要求，並獲得保單持有

人、受保人以及承讓人(如有)同意，而新舊受保人必須於轉換受保人時仍然在生。 

6. 保單持有人只需於受保人在生時指定一位受益人，於受保人不幸身故後，受益人就會成為新保單持有人及/

或新受保人（如適用）。此選項不適用於已選取以定期方式支付全部或餘額身故賠償之保單。 

7. 週年紅利、終期紅利及從累積週年紅利所得的利息金額並非保證。然而一經派發，已派發的週年紅利及利息

均為保證。 

8. 於第 15個保單週年日或指定受保人退休年齡 (必須為 55歲或以上) 之保單週年日或保費期滿日起（以較遲者

為準）可行使「自動鎖定回報選項」。 

9. 於第 15個保單週年日或保費期滿日起（以較遲者為準）可行使「客戶鎖定回報選項」。 

10. 此選項不適用於已選取保單延續選項之保單。 

11. 當保單生效 5年後，保單持有人若選擇全數退保，除了一筆過形式外，只要退保款項達 50,000 美元或以上，

即可以定期方式領取退保款項，而尚未領取之退保款項亦可獲享利息。 

12. 「保費豁免保障」適用於在投保或轉換受保人時為 18 至 60 歲之受保人，並同時為保單持有人，並不幸在 75

歲前確診完全永久傷殘。 

13. 「付款人保費豁免保障」適用於 17 歲或以下之受保人，保單持有人（包括後補保單持有人）於投保或轉換

時年屆 60歲或以下，並不幸在 75歲前確診完全永久傷殘或身故。 

14. 視乎保費繳付年期而定，如因意外導致的事故可即時受到保障，而因疾病導致身故或確診完全永久傷殘須符

合 2年等候期。 

15. 假設受保人於 0 歲(初生 15 日)時投保了 2 年繳付期的「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 (尊尚版)或 3 年繳付期的

「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 (優越版)，而已繳付保費總額為 60 萬美元。2 年繳付期及 3 年繳付期的「盛

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的保證回本期 (即保證現金價值首次大於或等於已繳付保費總額的年期) 比市場相同

繳付期的同類儲蓄壽險產品分別最多短 5年及 13年，預期回報率於保單期滿時高達 6.82%。惟客戶若提取現

金價值或部分退保將會影響保單將來的利益及保單有可能被取消。 

16. 回報率並非保證。 

17. 「盛世‧傳家寶」壽險計劃 2 (優越版)之首年保費回贈優惠推廣期至 2018年 10月 31 日，「盛世‧傳家寶」

壽險計劃 2 (尊尚版)之首年保費回贈優惠推廣期至 2018 年 12月 19日。 

重要提示： 

▪ 此文件乃資料摘要，僅供參考之用。詳情請參閲有關產品宣傳單張及推廣小冊子。有關「盛世 ‧ 傳

家寶」壽險計劃 2 詳情，均以保單合約之條款及細則作準。  

▪ 如欲查詢，歡迎致電富通保險客戶服務熱線：+852 2866 8898。 

▪ 此文件只適宜於香港分發，不應被詮釋為在香港以外地區提供富通保險的任何產品，或就其作出

要約或招攬。 

  

http://www.10life.com/


 

 

 

有關富通保險有限公司 

富通保險有限公司（「富通保險」）是香港最具規模的壽險公司之一。富通保險憑藉豐富經驗，為個

人及機構提供多元化的保險及理財規劃服務，致力成為亞洲卓越的保險集團。富通保險信守承諾，竭

誠與客戶建立長遠關係，提供優越理財規劃方案及專業服務，共創豐盛人生。  

 

傳媒聯絡 : 

富通保險企業傳訊部  

電話：2591 8888  

電郵：ftlhk.mkt@ftlif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