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品 概 要
P R I V A T E  S E R I E S

香 港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拥有稳固的财富基础，才能规划安稳未来。透过逐步建立和累积财富，让财富能世代
传承。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让您拥有所需的保障，灵活策划遗产或业务安排，同时累积和保存财富。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为您奠定稳健的财富基础，同时提供终身保障。

稳健财富基础，
   成就优裕未来。





Safeguarding
Generations of Wealth

Transamerica Life Bermuda Genesis Indexed Universal Life (Singapore) (“Genesis Indexed UL (Singapore)”) is an 
indexed 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plan designed to be held for a long-term period. It is not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any 
kind of deposit. You should consider your liquidity needs for any unexpected events when you purchase this plan. 
This Product Summary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rporate Brochure and illustr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contract to which this Product Summary relates, please 
contact your finan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 copy of the Genesis Indexed UL (Singapore) policy provisions. 

全美人寿百慕达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及全美人寿百慕达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为长期万用寿险
计划，它并不等同或近似任何类型的存款。 当购买这项计划时，您必须考虑到意料之外的资产流动需要。本产品概要
应与企业概览及销售说明文件一并阅读。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本产品概要所载之保单合约条款及细则，请向您的财务代表索取保单条款。我们亦可应您的要求
提供保单条款的中文译本以作参考之用。

信守 · 财富 · 跨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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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美人寿（百慕达）有限公司

全美人寿（百慕达）有限公司（「全美人寿百慕达」）秉持协助高资产客户实现终身财务保障，让他们的财富能世代传承，
策划安稳未来。

全美人寿公司创立至今逾一个世纪。凭借全美人寿百慕达对高资产客户的专注，我们成为公认的主要高资产寿险
服务供应商，并在高资产财富保障的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包括处理高投保金额而复杂的保单，以助客户
规划遗产及业务安排。

全美人寿百慕达于百慕达汉密尔顿成立，这个国际金融枢纽制度稳健，备受推崇，在合规和透明度方面皆声誉卓著。
百慕达受欧盟《偿付能力监管II号指令》「Solvency II」规管，并具备美国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 的

「合资格司法管辖区」地位。

全美人寿百慕达致力向客户兑现承诺，恪守企业管治的业务重点，并维持稳健的财政基础。我们已获百慕达金融
管理局发出执照，并严格遵守有关当局对偿付能力的要求，同时也在香港及新加坡设有分行，并分别获香港保险业
监管局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也严格遵守有关当局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我们隶属全球保险集团。全球保险集团为扎根荷兰海牙的多元综合国际金融服务公司 ，提供投资丶 保障及退休方案 。
全球保险集团于阿姆斯特丹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旗下公司在全球雇用��,���名员工 ，服务�,���万名客户 ，致力
协助客户拥有精彩人生 。

卓越往绩，放眼未来。我们不断努力创新，继续肩负保障及传承客户财富的使命。

#

*
**
***
****

NAIC 为美国保险业制定标准和提供监管的机构，由来自美国��个州 丶 哥伦比亚特区和五个美国领地的主要
保险监管机构成立和管辖。
截至����年�月的资料。
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截至����年��月��日的资料。
总分类账户资产主要由全球保险集团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截至����年�月的资料。

备受全球逾��,���名
高资产客户所信赖****

于����年处理逾
��,���万美元的赔偿金额

拥有��年管理万用寿险
组合的丰厚经验

全美人寿于中国上海设立首个销售据点 ，
立足亚洲逾 �� 年 ，全美人寿百慕达

并于 ���� 年及 ���� 年分别在
香港及新加坡开设分行

获标准普尔持A+评级* 总资产***逾���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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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未来的基础

您努力累积财富，当然希望能好好守护及增值，以实现不同的人生目标，确保家人生活安稳，并将财富世代传承。

您既需要人寿保障，也希望将财富稳妥传给下一代，世代伸延。

您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保单仍然生效，便能确保享有终身保障。

全美人寿百慕达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是您
实现长远保障及财富传承目标的首选。

以下是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不同定位以
符合您的需要。

身故赔偿 在任何情况下也相当于保额的���%
相当于保额的���%。

然而，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
应付的身故赔偿将会为保额的��%

容许提取现金、申请保单贷款、
转换受保人及要求保单复效。

然而，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
以上产品特点将不再适用

即使现金价值不足，恒保保证权益令您的
保单持续生效，直至保证恒保期届满

（长达受保人年届���岁）̂

您期望寿险计划保费灵活，
兼备现金价值增长潜力。

您期望寿险计划保费灵活，
即具备现金增长潜力，

又能享有恒保保证权益。

保障期 只要现金价值足以支付每月扣款，
您的保单将持续生效

灵活性的差别 容许提取现金、申请保单贷款、
转换受保人及要求保单复效

此乃一般产品说明。如欲了解更详尽的条款及细则，请参阅保单合约。

^ 最长恒保保证期为受保人年满���岁。您应参阅当时适用的销售说明文件所列明的保证恒保期。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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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而言，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应付的身故赔偿将会为
保额的��%，并扣除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金额，以及受保人于宽限期身故而须令保单于受保人身故前提供保障
的必要费用。

+      须经全美人寿百慕达审批，并遵从保单合约列明的保费限制条款。

保障重点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为保费灵活的万用寿险
计划，既提供寿险保障，也能累积及守护财富，灵活配合遗产或业务规划的需要。

此乃一般产品概览。详细条款及细则请参阅保单合约。

终身寿险保障

• 身故赔偿^属终身保障，能配合保障家人生活、财富规划及保持遗产流动性的目标。

现金价值增长潜力

• 您的保单可以按照全美人寿百慕达公布的派息率赚取稳定的利息收入，利率不低于每年�.��%。

• 忠诚派息率进一步增加长期现金价值增长的潜力。由第��个保单年度起，户口价值将会根据忠诚
派息率每年�.��%赚取额外利息，直至受保人年届���岁为止。

灵活配合需要

• 保单的保费灵活，您可选择在自选年期内以整付保费或预设保费的方式缴付保费，亦可随时作出
额外非预设保费供款+。

• 您可以降低保障金额（即保额），并在有需要时从保单提取现金，惟须遵守保单合约的条款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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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而言，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将不可提取现金及申请     
 保单贷款。

## 若经更新的保额在您提出要求时少于本公司就本产品公布的最低保额，提取现金要求将不获受理。
### 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而言，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转换受保人选项将 

 不适用。
^^ 最长恒保保证期指受保人年届���岁。请参阅当时适用的销售说明文件所列明的恒保保证期。

业务保障

• 针对不同业务需要提供所需的保障：
▪ 要员保险
▪ 雇员保障保险
▪ 业务持续性保险（合伙业务及公司）
▪ 商业贷款保障

详情请向您的财务代表查询。

恒保保证权益 ─ 只适用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

• 即使您的保单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保单的到期费用，恒保保证权益令保单持续生效，直至恒保
保证期届满（受保人年届���岁）̂^，惟必须符合指定条件。

详情请参阅本产品概要第��页「关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恒保保证
权益」一节。

转换受保人选项  

• 您可在保单生效期间转换受保人，以灵活配合不同需要，并将财富传移给下一代，惟须经核保审批
及符合其他条件###。

提取保单价值#

• 您可在冷静期后随时提取保单的部分净现金价值，惟须支付退保费用，有关限制已载列于保单
合约内。提取现金会令保单的保额减少，减幅相等于任何提取现金的金额加任何适用的退保费用
之总和，惟根据免退保费用提取条款提取现金除外##。

• 由第��个保单年度起，您可于每个保单年度提取户口价值最多�%的现金价值，而毋须支付退保
费用。免退保费用提取的金额不会令保额减少。

• 您可在必要时申请保单贷款，惟须符合指定条件。

 年满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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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保保证权益经已启动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除外。详情请参阅本产品概要第��页
「关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恒保保证权益」一节。

+   由第��个保单年度起，户口价值将会根据忠诚派息率每年�.��%赚取额外利息，直至受保人年届���岁为止。

1. 保费

4. 户口价值
3. 加派息

利息按公司公布的利率每日计算。

当中包括：
1. 锁定派息率
2. 忠诚派息率+

3. 派息率不会低于保证最低派息率

2. 减保费费用

您所缴付的每笔保费于分配至户口
价值前所扣除的前期费用。

5. 减每月扣款

每月扣款于每个保单月份开始时从户口价值中
扣减。

当中包括：
1. 保险成本
2. 每月支出收费

若现金价值（户口价值扣减任何退保费用）不足
以支付每月扣款，阁下的保单可能会失效^。

保单一经缮发，保障即告生效。以下概述保单如何运作：

保单如何运作？



若恒保保证权益已生效，即使您的保单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保单的到期费用，您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保障亦会持续生效，直至恒保保证期届满，惟须符合指定条件。

上图仅为假设，仅作概念说明用途。

假设：根据当时适用的销售说明文件缴付整付保费，并无提取现金、申请保单贷款或减少保额，并已符合令恒保
保证权益保持生效的所有条件。

最长恒保保证期指受保人年届���岁。您应参阅保单当时适用的销售说明文件所列明的恒保保证期。

10

关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
恒保保证权益

保额

100%

若您的保单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及
收费，已生效的恒保保证权益将会启动。

若恒保保证权益持续生效，
保障会一直生效直至受保人
年满���岁，惟须符合指定
条件。

若恒保保证权益已启动，应付的身故
赔偿将会为保额的��%。

受保人年龄
45 100

80%

身故赔偿

如欲享有恒保保证权益，您必须令恒保保证权益持续生效。保单提取、保单贷款及/或降低保额，以及任何
未按照当时适用的销售说明文件缴付的预定保费付款，均会减少恒保保证权益户口的净户口价值，并令恒保
保证权益提前终止。



11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应付的身故赔偿将会为保额的��%，并扣除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金额，以及受保人于
宽限期身故而须令保单于受保人身故前提供保障的必要费用，而应付身故赔偿额不能重新增加。

恒保保证权益不能逆转，一旦启动，应付身故赔偿额不能重新增加，亦不得提取现金、申请保单贷款、行使转换
受保人选项及要求保单复效。

在任何每月保单日期，如恒保保证权益户口的净户口价值不足以维持恒保保证权益生效，本公司将会向您发出通知，
列明维持恒保保证权益生效所需的金额。如您未能在恒保保证权益宽限期结束前以本公司接受的形式缴付该金额，
恒保保证权益将会自动终止，且不能复效。

在恒保保证权益终止或到期后，您的保单会根据保单合约宽限期条款所述的情况进入宽限期。

恒保保证权益终止的原因 

若发生以下其中一种情况，恒保保证权益将会自动终止：

1. 您未能纠正任何违反保单合约恒保保证权益条款项下相关条件的行为；
2. 恒保保证期已届满；
3. 您的保单已退保；及
4. 您的保单因任何原因而终止。

有关恒保保证权益的详情，请参阅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保单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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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此乃一般产品概览。如欲了解更详尽的条款及细则，请参阅保单合约及说明文件。

全美人寿（百慕达）有限公司承保人

香港分行分行

百慕达管辖法律

美元保单货币 

无期满日保单期满日

一般资料

保障

最低保额

变更保额

• 500,000美元 ─ 香港（只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
• 1,000,000美元 ─ 其他居住地

可降低保额 ─ 最低保额：500,000美元，受最低保额约束；或须缴付退保费用。

不得增加保额 ─ 如您希望增加保障额，您必须购买另一份全美人寿百慕达保单。

身故赔偿 

以下两者的较高者：
1. 保额；及
2. 受保人身故当天的户口价值（减去任何保单贷款）。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身故赔偿将会
为保额的��%。详情请参阅保单合约。

不适用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受保人年龄 

保单持有人  

受保人： 
• 16至80岁（第�S及�区）
• 16至75岁（第�区）

个人及商业保险需要，如适用： 
• 个人：18岁或以上；
• 信托结构的受托人及信托结构公司；及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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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符合指定条件（请参阅本产品概要第��页的「关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
 恒保保证权益」一节）。

恒保保证权益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即使保单的
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本保单项下所有
到期费用及收费，您的保单保障仍会在
恒保保证期届满前持续生效。最长恒保
保证期为受保人年届���岁。请参阅保单
当时适用的销售说明文件所列明的恒保
保证期*。

不适用

不适用
转换受保人选项

可转换受保人；受可保权益及其他条件约束。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将不得转换
受保人。

供款

收取保费 您所支付的每笔保费在扣减保费费用后会拨入保单的户口价值。

非预定保费 可缴付非预定保费，但须经审批及受条款约束。全美人寿百慕达保留权利拒绝或
退回于任何��个月内缴付总额超过��,���美元的非预定保费。

保费供款方式
及周期  

两种预设保费供款方式：
1. 整付保费（可选择分批缴付保费，须于首个保单年度内支付）。 
2. 预设保费，不论有否在首个保单年度缴付整付保费（弹性，可缴付至受保人年届 
 121岁）。

保费限制
如该保单年度所缴付的总保费超过每�,���元保额��美元的比例，并超过上一个
保单年度的每月扣款总额的三倍，本公司保留权利拒绝或退回于该保单年度缴付的
部分或全部保费。

保障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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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派息率 

保证最低派息率

在首个保单年度，适用于您户口价值的派息率为保单缮发时所订。

您的保单以每年�.��%的保证最低派息率赚取利息。

在首个保单年度后至受保人年届���岁的保单周年日前，您的户口价值按本公司
公布的派息率赚取利息。派息率并非保证派息率，并可能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不时变动，惟派息率不会低于保证最低派息率。

忠诚派息率 由第��个保单年度起，户口价值将会根据忠诚派息率每年�.��%计算额外利息，
直至受保人年届���岁为止。

收费

保费费用   

从您缴付的每笔保费拨入户口价值前扣减的前期收费。

所有年度：6.00%

计算方法：保费费用率 x 任何已缴付保费。

每月扣款 

派息率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从每个保单月份开始时的户口价值中扣减。

保险成本
收费于受保人年届���岁时终止；现行收费率#于首五个保单年度保证不变。

保险成本费率根据性别、居住地、缮发年龄、保单生效年期、核保类别及吸烟
状况厘定。

计算方法：保险成本费率^ x 身故赔偿与户口价值之间的差额。

每月支出收费
此收费适用于首��个保单年度，每月支出收费率保证为保单缮发时的收费率。

每月支出收费率根据性别、居住地、缮发年龄、保单生效年期、核保类别及吸烟
状况厘定。

计算方法：每月支出收费率# x 保额。

# 您可向财务代表查询适用于您保单的相关费率。
^ 在保证期后，保险成本费率便不再为保证，全美人寿百慕达可全权酌情调整相关费率。全美人寿百慕达会在
 调整费率生效的一个月前向您发出书面通知。如欲了解更多有关非保证收费上调的风险，请参阅第��页的主要 
 产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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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价值

提取现金

您可于冷静期后随时提取现金，惟须受保单合约的条款约束。

提取现金及适用之退保费用会令保额减少，但调低后的保额不得低于最低保额。

退保费用

于首��个保单年度内逐年递减；于以下情况会被收取退保费用：

終止保單
相应年度退保费用率+ x 保额。

提取现金
（相应年度退保费用率+ x 超出免退保费用提取的金额）÷ （1 - 相应年度退保费用率+）

下调保额
相应年度退保费用率+ x 下调的金额。

免退保费用提取 

由第��个保单年度起，您可在每个保单年度提取最多�%的户口价值，而毋须支付退保
费用，保额亦不会减少。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不得提取现金。不适用

不适用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不得提取现金。

+      退保费用率列于保单合约内。

收费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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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SINGAPORE)

冷静期 您可将取消保单的书面申请连同保单交回我们的香港分行。有关文件必须于我们向您
或您的代表交付保单或发出冷静期权利通知（以较早者为准）后��日内送达。

保单贷款

保单贷款利息

完全退保

只要有净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扣减任何未偿还的贷款），您可以在冷静期后随时
申请保单贷款，惟须受保单合约条款约束。

贷款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不得申请
保单贷款。

不适用

每年预付�.��%（相等于实际年利率�.��%）。

贷款额利率 每年�.��%

可完全退保。如在首��个保单年度退保，需要缴付退保费用。

宽限期 相关保单周年日或每月保单日期起计��日。

复效

失效日期后��个月内。

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保单不得复效。不适用

存取价值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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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风险

信贷风险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是由全美人寿百慕达
承保及缮发的万用寿险计划。您就保单所支付的所有保费将会成为及一直属于全美人寿百慕达的资产。您对任何
该等资产均没有任何权利或拥有权。您只可向全美人寿百慕达追讨赔偿。若全美人寿百慕达未能履行保单所提供
的利益，您便需要承担损失的风险，并可能因此损失所有已缴保费及保险保障。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全美人寿百慕达的资讯，请参阅我们的企业概览。

汇率风险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保单货币为美元，
即您所缴付的款项及我们支付的利益均以美元为单位。美元兑换其他货币的价值会有所变动，若您的本土货币并非
美元，您所作的供款或收取的款项价值在兑换成本土货币时可能会有所增减。

调整派息率的风险
全美人寿百慕达会根据其派息率理念考虑各种因素，以厘定派息率。

若派息率下调，纳入保单的利息亦会较少，从而影响您保单的户口价值。

首个保单年度的派息率固定不变。其后我们可能调高或调低派息率。然而，我们保证派息率不会低于每年�.��%。
此外，当受保人年届���岁后，忠诚派息率便不再适用。

非保证收费上调的风险
在保证收费期后，我们可能上调保险成本。若我们调高保险成本费率，从保单扣除的金额便会增加，继而影响您
保单的户口价值。

我们可能根据预期未来赔偿及开支等因素而调整收费，但收费不会超出保单合约列明的最高限额。 

通胀风险
在通胀的影响下，保单利益的未来实际价值可能低于现时的价值。

自杀除外责任
若受保人于保单缮发日期后两年内自杀身亡，我们将不会支付身故赔偿，只会退还您当时已缴付的保费，惟须扣除
所有从保单提取的现金、保单贷款及相关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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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除外责任及限制

如受保人的职业或其他行为涉及高风险活动，保单可能会受若干除外责任批注约束。该等批注将会纳入保单合约，
并构成您与我们所订立合约的一部分。如欲了解在该等情况下我们的责任限制，请参阅该等批注的条款。

此外，请查阅保单申请表格及保单合约的详细条款及细则，并留意我们不会支付保单赔偿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我们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被要求采取特定行动以履行合规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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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更改保额
您可选择调低保额，最低下调金额为���,���美元，惟新保额不得低于保单的最低保额。若您于首��个保单年度内
下调保额，将须支付退保费用。

然而，您不可增加现有保单的保额。如您想增加保障，您可选择购买另一份全美人寿百慕达的保单。

提取现金
您可于冷静期后随时向我们发出书面申请，以提取您保单的部分净现金价值，惟须受下文所述的限制约束。我们会
从您保单的户口价值扣除提取现金的金额及任何退保费用，并相应下调保额。

于任何保单年度内，您可提取现金的上限为：
(甲) 户口价值；减
(乙) 所有未偿还保单贷款；减
(丙) � 个月每月扣款的总和；减
(丁) 完全退保费用。

若您要求提取现金的金额高于上述最高金额，则会被视为要求完全退保。

任何提取现金的金额将须支付退保费用，除非保单合约的免退保费用提取条款另有规定。

若新的保额低于最低保额，将不允许提取现金。

从保单提取现金会导致您失去部分或全部寿险保障，故决定提取现金前应慎重考虑。

对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将不得提取现金。 

免退保费用提取
由第��个保单年度起，您可于每个保单年度提取保单户口价值最多�%的现金，而毋须支付退保费用。免退保费用
提取的金额不会令保额减少。
免退保费用提取的最高金额为甲项及乙项之较低者，其中︰
(甲) 截至提取现金日期您保单户口价值的�%，减去上个保单周年日起计所有免退保费用提取的总和；及
(乙) 保单合约提取现金条款所列明可供提取现金的最高金额。
超出免退保费用提取最高金额的任何提取现金金额，将会受保单合约的提取现金条款约束。

对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恒保保证权益一旦启动，免退保费用提取将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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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终止保单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旨在提供长期保障。
于首��个保单年度内终止保单须支付退保费用。终止保单后您会失去所有寿险保障。此外，由于提供保障涉及费用
及成本，故终止保单时（尤其在投保初期）您所收取的金额可能少于已缴付的保费。因此，您决定终止保单前应慎重
考虑。

保单贷款利息
保单贷款会产生利息开支。若您不缴付保单贷款利息，我们会作出新的保单贷款以缴付该利息。若现金价值在扣除
未偿还贷款及贷款利息后，不足以支付每月扣款，您的保单便可能会失效^。

保单贷款的预付年利率为�.��%（相当于实际年利率�.��%）。

此外，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将以相等于未偿还保单贷款额的户口价值部分作为担保，该部分的派息年利率将为�.��%。

有关贷款利率及其他详情，请参阅保单合约。

保单失效
在某些情况下保单将会失效#，包括于任何每月保单日，现金价值（扣减任何未偿还保单贷款）不足以支付您保单的
每月扣款（及任何到期贷款利息）。

有关导致保单失效的详细原因，请参阅保单合约。

在保单失效前，您将有��日的宽限期，而您必须于宽限期届满前缴付所需款项，以令保单继续生效。若您未能缴付
所需款项，保单将会失效#，您亦会失去所有寿险保障。而在保单生效期间，我们仍会扣除有关费用及收费。

取消保单的权利
您购买保单后有权在冷静期内取消保单。您可将取消保单的书面申请连同保单交回我们的香港分行。有关文件必须
于我们向您或您的代表交付保单或发出冷静期权利通知（以较早者为准）后��日内送达。我们会取消您的保单，即
保单从未生效，同时亦会退还所有已付保费。然而，若您已就保单获得赔偿，将不获退还已付的保费。

^ 恒保保证权益已启动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除外。详情请参阅本产品概要第��页 
 「关于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恒保保证权益」一节。
# 恒保保证权益已启动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除外。



免责声明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单表格编号UL�� HK) 
为全美人寿百慕达承保及缮发的万用寿险计划。全美人寿百慕达于百慕达汉密尔顿成立。此文件提及的保单仅于
香港发售。受保资格及保费受核保规限。若受保人于首两个保单年度内自杀身亡，全美人寿百慕达所支付的身故赔偿
仅限于已付保费（扣减任何提取现金、未偿还保单贷款及欠付贷款利息）。

本文件仅为概览，并非销售要约或用作招揽购买全美人寿百慕达产品之用。本文件仅作提供资料之用，不应理解为
财务、税务或法律意见。客户及对此产品有兴趣之人士应自行寻求财务、税务或法律意见。本文件中所有案例及
其他说明或范例只作提供资讯及作说明之用，并非预测未来表现。实际的保费、费用及利益取决于不同因素，当中
包括受保人之年龄、性别、风险类别、吸烟状况及居住地。本文件内所示的所有货币价值均为美元。本文件最后
更新日为����年��月。客户及对此产品有兴趣之人士应参阅保单合约以了解详细条款及细则。尽管全美人寿百慕达
已审慎编制本文件，惟全美人寿百慕达对文件内容的准确性并不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任何相关的责任
亦概不负责。如欲了解计划详情，请与全美人寿百慕达之分销商联络。

本产品概要提述的保单合约以英文编写。本产品概要与相关保单合约之内容如有任何争议或歧义，将以保单合约
为准。本产品概要的中文与英文版本之内容如有任何争议或歧义，将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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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香港分行

香港港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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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2506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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