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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穩固的財富基礎，才能規劃安穩未來。透過逐步建立和累積財富，讓財富能世代
傳承。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讓您擁有所需的保障，靈活策劃遺產或業務安排，同時累積和保存財富。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為您奠定穩健的財富基礎，同時提供終身保障。

穩健財富基礎，
   成就優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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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人壽百慕達Universal Life Alpha Pro（Hong Kong）（「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及全美人壽百慕達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Hong Kong）（「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為長期萬用壽險
計劃，它並不等同或近似任何類型的存款。 當購買這項計劃時，您必須考慮到意料之外的資產流動需要。本產品概要
應與企業概覽及銷售說明文件一併閱讀。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本產品概要所載之保單合約條款及細則，請向您的財務代表索取保單條款。我們亦可應您的要求
提供保單條款的中文譯本以作參考之用。

信守 · 財富 · 跨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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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美人壽（百慕達）有限公司

#

*
**
***
****

NAIC 為美國保險業制定標準和提供監管的機構 ， 由來自美國50個州 、 哥倫比亞特區和五個美國領地的主要
保險監管機構成立和管轄 。
截至2021年3月的資料 。
基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資料 。
總分類賬戶資產主要由全球保險集團資產管理公司管理 。
截至2022年6月的資料 。

備受全球逾19,000名
高資產客戶所信賴****

於2021年處理逾
11,600萬美元的賠償金額

擁有40年管理萬用壽險
組合的豐厚經驗

全美人壽於中國上海設立首個銷售據點 ，
立足亞洲逾 80 年 ， 全美人壽百慕達

並於 2005 年及 2006 年分別在
香港及新加坡開設分行

獲標準普爾持A+評級* 總資產***逾105億美元**

全美人壽 （百慕達） 有限公司 （「全美人壽百慕達」） 秉持協助高資產客戶實現終身財務保障 ， 讓他們的財富能世代
傳承 ， 策劃安穩未來 。

全美人壽公司創立至今逾一個世紀 。 憑藉全美人壽百慕達對高資產客戶的專注 ， 我們成為公認的主要高資產壽險
服務供應商 ， 並在高資產財富保障的各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 ， 包括處理高投保金額而復雜的保單 ， 以助
客戶規劃遺產及業務安排。

全美人壽百慕達於百慕達漢密爾頓成立 ， 這個國際金融樞紐制度穩健 ， 備受推崇 ， 在合規和透明度方面皆聲譽卓著 。
百慕達受歐盟 《償付能力監管II號指令》 「Solvency II」 規管 ， 並具備美國全國保險監督官協會 （「NAIC」）# 的

「合資格司法管轄區」 地位 。

全美人壽百慕達致力向客戶兌現承諾 ， 恪守企業管治的業務重點 ， 並維持穩健的財政基礎 。 我們已獲百慕達金融
管理局發出執照 ， 並嚴格遵守有關當局對償付能力的要求 ， 同時也在香港及新加坡設有分行 ， 並分別獲香港保險業
監管局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出執照 ， 也嚴格遵守有關當局對償付能力的要求 。

我們隸屬全球保險集團 。 全球保險集團為紮根荷蘭海牙的多元綜合國際金融服務公司 ， 提供投資 、 保障及退休方案 。
全球保險集團於阿姆斯特丹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 旗下公司在全球僱用22,600名員工 ， 服務3,170萬名客戶 ， 致力
協助客戶擁有精彩人生 。

卓越往績 ， 放眼未來 。 我們不斷努力創新 ， 繼續肩負保障及傳承客戶財富的使命 。



6

規劃未來的基礎

您努力累積財富，當然希望能好好守護及增值，以實現不同的人生目標，確保家人生活安穩，並將財富世代傳承。

您既需要人壽保障，也希望將財富穩妥傳給下一代，世代伸延。

您希望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保單仍然生效，便能確保享有終身保障。

全美人壽百慕達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是您
實現長遠保障及財富傳承目標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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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故賠償 在任何情況下也相當於保額的100%
相當於保額的100%。

然而，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
應付的身故賠償將會為保額的80%

容許提取現金、申請保單貸款、
轉換受保人及要求保單復效。

然而，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
以上產品特點將不再適用

即使現金價值不足，恆保保證權益令您的
保單持續生效，直至保證恆保期屆滿

（長達受保人年屆100歲）̂

您期望壽險計劃保費靈活，
兼備現金價值增長潛力。

您期望壽險計劃保費靈活，
既具備現金增長潛力，

又能享有恆保保證權益。

保障期 只要現金價值足以支付每月扣款，
您的保單將持續生效

靈活性的差別 容許提取現金、申請保單貸款、
轉換受保人及要求保單復效

此乃一般產品說明。如欲了解更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合約。

^ 最長恆保保證期為受保人年滿100歲。您應參閱當時適用的銷售說明文件所列明的保證恆保期。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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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而言，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應付的身故賠償將會為
保額的80%，並扣除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金額，以及受保人於寬限期身故而須令保單於受保人身故前提供保障
的必要費用。

+      須經全美人壽百慕達審批，並遵從保單合約列明的保費限制條款。

保障重點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為保費靈活的萬用壽險
計劃，既提供壽險保障，也能累積及守護財富，靈活配合遺產或業務規劃的需要。

此乃一般產品概覽。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合約。

終身壽險保障

• 身故賠償^屬終身保障，能配合保障家人生活、財富規劃及保持遺產流動性的目標。

現金價值增長潛力

• 您的保單可以按照全美人壽百慕達公佈的派息率賺取穩定的利息收入，利率不低於每年1.50%。

• 忠誠派息率進一步增加長期現金價值增長的潛力。由第26個保單年度起，戶口價值將會根據忠誠
派息率每年1.00%賺取額外利息，直至受保人年屆100歲為止。

靈活配合需要

• 保單的保費靈活，您可選擇在自選年期內以整付保費或預設保費的方式繳付保費，亦可隨時作出
額外非預設保費供款+。

• 您可以降低保障金額（即保額），並在有需要時從保單提取現金，惟須遵守保單合約的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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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而言，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將不可提取現金及申請        
 保單貸款。

## 若經更新的保額在您提出要求時少於本公司就本產品公佈的最低保額，提取現金要求將不獲受理。
### 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而言，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轉換受保人選項將 

 不適用。
^^ 最長恆保保證期指受保人年屆100歲。請參閱當時適用的銷售說明文件所列明的恆保保證期。

業務保障

• 針對不同業務需要提供所需的保障：
▪ 要員保險
▪ 僱員保障保險
▪ 業務持續性保險（合夥業務及公司）
▪ 商業貸款保障

詳情請向您的財務代表查詢。

恆保保證權益 ─ 只適用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

• 即使您的保單現金價值不足以支付保單的到期費用，恆保保證權益令保單持續生效，直至恆保
保證期屆滿（受保人年屆100歲）̂^，惟必須符合指定條件。

詳情請參閱本產品概要第10頁「關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恆保保證
權益」一節。

轉換受保人選項

• 您可在保單生效期間轉換受保人，以靈活配合不同需要，並將財富傳移給下一代，惟須經核保審批
及符合其他條件###。

提取保單價值#

• 您可在冷靜期後隨時提取保單的部分淨現金價值，惟須支付退保費用，有關限制已載列於保單
合約內。提取現金會令保單的保額減少，減幅相等於任何提取現金的金額加任何適用的退保費用
之總和，惟根據免退保費用提取條款提取現金除外##。

• 由第11個保單年度起，您可於每個保單年度提取戶口價值最多5%的現金價值，而毋須支付退保
費用。免退保費用提取的金額不會令保額減少。

• 您可在必要時申請保單貸款，惟須符合指定條件。

 年滿
���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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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保保證權益經已啟動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除外。詳情請參閱本產品概要第10頁
「關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恆保保證權益」一節。

+   由第26個保單年度起，戶口價值將會根據忠誠派息率每年1.00%賺取額外利息，直至受保人年屆100歲為止。

1. 保費

4. 戶口價值
3. 加派息

利息按公司公佈的利率每日計算。

當中包括：
1. 鎖定派息率
2. 忠誠派息率+

3. 派息率不會低於保證最低派息率

2. 減保費費用

您所繳付的每筆保費於分配至戶口
價值前所扣除的前期費用。

5. 減每月扣款

每月扣款於每個保單月份開始時從戶口價值中
扣减。

當中包括：
1. 保險成本
2. 每月支出收費

若現金價值（戶口價值扣減任何退保費用）不足
以支付每月扣款，閣下的保單可能會失效^。

保單一經繕發，保障即告生效。以下概述保單如何運作：

保單如何運作？



若恆保保證權益已生效，即使您的保單現金價值不足以支付保單的到期費用，您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保障亦會持續生效，直至恆保保證期屆滿，惟須符合指定條件。

上圖僅為假設，僅作概念說明用途。

假設：根據當時適用的銷售說明文件繳付整付保費，並無提取現金、申請保單貸款或減少保額，並已符合令恆保
保證權益保持生效的所有條件。

最長恆保保證期指受保人年屆100歲。您應參閱保單當時適用的銷售說明文件所列明的恆保保證期。

10

關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
恆保保證權益

保額

100%

若您的保單現金價值不足以支付所有費用及
收費，已生效的恆保保證權益將會啟動。

若恆保保證權益持續生效，
保障會一直生效直至受保人
年滿100歲，惟須符合指定
條件。

若恆保保證權益已啟動，應付的身故
賠償將會為保額的80%。

受保人年齡
45 100

80%

身故賠償

如欲享有恆保保證權益，您必須令恆保保證權益持續生效。保單提取、保單貸款及/或降低保額，以及任何
未按照當時適用的銷售說明文件繳付的預定保費付款，均會減少恆保保證權益戶口的淨戶口價值，並令恆保
保證權益提前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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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應付的身故賠償將會為保額的80%，並扣除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金額，以及受保人於
寬限期身故而須令保單於受保人身故前提供保障的必要費用，而應付身故賠償額不能重新增加。

恆保保證權益不能逆轉，一旦啟動，應付身故賠償額不能重新增加，亦不得提取現金、申請保單貸款、行使轉換
受保人選項及要求保單復效。

在任何每月保單日期，如恆保保證權益戶口的淨戶口價值不足以維持恆保保證權益生效，本公司將會向您發出通知，
列明維持恆保保證權益生效所需的金額。如您未能在恆保保證權益寬限期結束前以本公司接受的形式繳付該金額，
恆保保證權益將會自動終止，且不能復效。

在恆保保證權益終止或到期後，您的保單會根據保單合約寬限期條款所述的情況進入寬限期。

恆保保證權益終止的原因 

若發生以下其中一種情況，恆保保證權益將會自動終止：

1. 您未能糾正任何違反保單合約恆保保證權益條款項下相關條件的行為；
2. 恆保保證期已屆滿；
3. 您的保單已退保；及
4. 您的保單因任何原因而終止。

有關恆保保證權益的詳情，請參閱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保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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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此乃一般產品概覽。如欲了解更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合約及說明文件。

全美人壽（百慕達）有限公司承保人

香港分行分行

百慕達管轄法律

美元保單貨幣

無期滿日保單期滿日

一般資料

保障

最低保額

變更保額

• 500,000美元 ─ 香港（只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 1,000,000美元 ─ 其他居住地

可降低保額 ─ 最低保額：500,000美元，受最低保額約束；或須繳付退保費用。

不得增加保額 ─ 如您希望增加保障額，您必須購買另一份全美人壽百慕達保單。

身故賠償

以下兩者的較高者：
1. 保額；及
2. 受保人身故當天的戶口價值（減去任何保單貸款）。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身故賠償將會
為保額的80%。詳情請參閱保單合約。

不適用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受保人年齡

保單持有人

受保人： 
• 16至80歲（第1S及1區）
• 16至75歲（第2區）

個人及商業保險需要，如適用： 
• 個人：18歲或以上；
• 信託結構的受託人及信託結構公司；及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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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符合指定條件（請參閱本產品概要第10頁的「關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
 恆保保證權益」一節）。

恆保保證權益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即使保單的
現金價值不足以支付本保單項下所有
到期費用及收費，您的保單保障仍會在
恆保保證期屆滿前持續生效。最長恆保
保證期為受保人年屆100歲。請參閱保單
當時適用的銷售說明文件所列明的恆保
保證期*。

不適用

不適用
轉換受保人選項

可轉換受保人；受可保權益及其他條件約束。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將不得轉換
受保人。

供款

收取保費 您所支付的每筆保費在扣減保費費用後會撥入保單的戶口價值。

非預定保費 可繳付非預定保費，但須經審批及受條款約束。全美人壽百慕達保留權利拒絕或
退回於任何12個月內繳付總額超過25,000美元的非預定保費。

保費供款方式
及週期

兩種預設保費供款方式：
1. 整付保費（可選擇分批繳付保費，須於首個保單年度內支付）。 
2. 預設保費，不論有否在首個保單年度繳付整付保費（彈性，可繳付至受保人年屆 
 121歲）。

保費限制
如該保單年度所繳付的總保費超過每1,000元保額20美元的比例，並超過上一個
保單年度的每月扣款總額的三倍，本公司保留權利拒絕或退回於該保單年度繳付的
部分或全部保費。

保障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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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最低派息率

在首個保單年度，適用於您戶口價值的派息率為保單繕發時所訂。

您的保單以每年1.50%的保證最低派息率賺取利息。

在首個保單年度後至受保人年屆121歲的保單周年日前，您的戶口價值按本公司
公布的派息率賺取利息。派息率並非保證派息率，並可能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
不時變動，惟派息率不會低於保證最低派息率。

忠誠派息率 由第26個保單年度起，戶口價值將會根據忠誠派息率每年1.00%計算額外利息，
直至受保人年屆100歲為止。

收費

保費費用

從您繳付的每筆保費撥入戶口價值前扣減的前期收費。

所有年度：6.00%

計算方法：保費費用率 x 任何已繳付保費。

每月扣款

派息率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從每個保單月份開始時的戶口價值中扣減。

保險成本
收費於受保人年屆121歲時終止；現行收費率#於首五個保單年度保證不變。

保險成本費率根據性別、居住地、繕發年齡、保單生效年期、核保類別及吸煙
狀況釐定。

計算方法：保險成本費率^ x 身故賠償與戶口價值之間的差額。

每月支出收費
此收費適用於首15個保單年度，每月支出收費率保證為保單繕發時的收費率。

每月支出收費率根據性別、居住地、繕發年齡、保單生效年期、核保類別及吸煙
狀況釐定。

計算方法：每月支出收費率# x 保額。

# 您可向財務代表查詢適用於您保單的相關費率。
^ 在保證期後，保險成本費率便不再為保證，全美人壽百慕達可全權酌情調整相關費率。全美人壽百慕達會在
 調整費率生效的一個月前向您發出書面通知。如欲了解更多有關非保證收費上調的風險，請參閱第17頁的主要 
 產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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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價值

提取現金

您可於冷靜期後隨時提取現金，惟須受保單合約的條款約束。

提取現金及適用之退保費用會令保額減少，但調低後的保額不得低於最低保額。

退保費用

於首15個保單年度內逐年遞減；於以下情況會被收取退保費用：

終止保單
相應年度退保費用率+ x 保額。

提取現金
（相應年度退保費用率+ x 超出免退保費用提取的金額）÷ （1 - 相應年度退保費用率+）

下調保額
相應年度退保費用率+ x 下調的金額。

免退保費用提取

由第11個保單年度起，您可在每個保單年度提取最多5%的戶口價值，而毋須支付退保
費用，保額亦不會減少。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不得提取現金。不適用

不適用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不得提取現金。

+      退保費用率列於保單合約內。

收費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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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期 您可將取消保單的書面申請連同保單交回我們的香港分行。有關文件必須於我們向您
或您的代表交付保單或發出冷靜期權利通知（以較早者為準）後21日內送達。

保單貸款

保單貸款利息

完全退保

只要有淨現金價值（現金價值扣減任何未償還的貸款），您可以在冷靜期後隨時
申請保單貸款，惟須受保單合約條款約束。

貸款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不得申請
保單貸款。

不適用

每年預付7.40%（相等於實際年利率8.00%）。

貸款額利率 每年5.50% 

可完全退保。如在首15個保單年度退保，需要繳付退保費用。

寬限期 相關保單週年日或每月保單日期起計61日。

復效

失效日期後24個月內。

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保單不得復效。不適用

存取價值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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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風險

信貸風險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是由全美人壽百慕達
承保及繕發的萬用壽險計劃。您就保單所支付的所有保費將會成為及一直屬於全美人壽百慕達的資產。您對任何
該等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您只可向全美人壽百慕達追討賠償。若全美人壽百慕達未能履行保單所提供
的利益，您便需要承擔損失的風險，並可能因此損失所有已繳保費及保險保障。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全美人壽百慕達的資訊，請參閱我們的企業概覽。

匯率風險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保單貨幣為美元，
即您所繳付的款項及我們支付的利益均以美元為單位。美元兌換其他貨幣的價值會有所變動，若您的本土貨幣並非
美元，您所作的供款或收取的款項價值在兌換成本土貨幣時可能會有所增減。

調整派息率的風險
全美人壽百慕達會根據其派息率理念考慮各種因素，以釐定派息率。

若派息率下調，納入保單的利息亦會較少，從而影響您保單的戶口價值。

首個保單年度的派息率固定不變。其後我們可能調高或調低派息率。然而，我們保證派息率不會低於每年1.50%。
此外，當受保人年屆100歲後，忠誠派息率便不再適用。

非保證收費上調的風險
在保證收費期後，我們可能上調保險成本。若我們調高保險成本費率，從保單扣除的金額便會增加，繼而影響您
保單的戶口價值。

我們可能根據預期未來賠償及開支等因素而調整收費，但收費不會超出保單合約列明的最高限額。 

通脹風險
在通脹的影響下，保單利益的未來實際價值可能低於現時的價值。

自殺除外責任
若受保人於保單繕發日期後兩年內自殺身亡，我們將不會支付身故賠償，只會退還您當時已繳付的保費，惟須扣除
所有從保單提取的現金、保單貸款及相關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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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除外責任及限制

如受保人的職業或其他行為涉及高風險活動，保單可能會受若干除外責任批註約束。該等批註將會納入保單合約，
並構成您與我們所訂立合約的一部分。如欲了解在該等情況下我們的責任限制，請參閱該等批註的條款。

此外，請查閱保單申請表格及保單合約的詳細條款及細則，並留意我們不會支付保單賠償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
我們在任何司法管轄區被要求採取特定行動以履行合規責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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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更改保額
您可選擇調低保額，最低下調金額為500,000美元，惟新保額不得低於保單的最低保額。若您於首15個保單年度內
下調保額，將須支付退保費用。

然而，您不可增加現有保單的保額。如您想增加保障，您可選擇購買另一份全美人壽百慕達的保單。

提取現金
您可於冷靜期後隨時向我們發出書面申請，以提取您保單的部分淨現金價值，惟須受下文所述的限制約束。我們會
從您保單的戶口價值扣除提取現金的金額及任何退保費用，並相應下調保額。

於任何保單年度內，您可提取現金的上限為：
(甲) 戶口價值；減
(乙) 所有未償還保單貸款；減
(丙) 3 個月每月扣款的總和；減
(丁) 完全退保費用。

若您要求提取現金的金額高於上述最高金額，則會被視為要求完全退保。

任何提取現金的金額將須支付退保費用，除非保單合約的免退保費用提取條款另有規定。

若新的保額低於最低保額，將不允許提取現金。

從保單提取現金會導致您失去部分或全部壽險保障，故決定提取現金前應慎重考慮。

對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將不得提取現金。 

免退保費用提取
由第11個保單年度起，您可於每個保單年度提取保單戶口價值最多5%的現金，而毋須支付退保費用。免退保費用
提取的金額不會令保額減少。
免退保費用提取的最高金額為甲項及乙項之較低者，其中︰
(甲) 截至提取現金日期您保單戶口價值的5%，減去上個保單週年日起計所有免退保費用提取的總和；及
(乙) 保單合約提取現金條款所列明可供提取現金的最高金額。
超出免退保費用提取最高金額的任何提取現金金額，將會受保單合約的提取現金條款約束。

對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恆保保證權益一旦啟動，免退保費用提取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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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終止保單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旨在提供長期保障。
於首15個保單年度內終止保單須支付退保費用。終止保單後您會失去所有壽險保障。此外，由於提供保障涉及費用
及成本，故終止保單時（尤其在投保初期）您所收取的金額可能少於已繳付的保費。因此，您決定終止保單前應慎重
考慮。

保單貸款利息
保單貸款會產生利息開支。若您不繳付保單貸款利息，我們會作出新的保單貸款以繳付該利息。若現金價值在扣除
未償還貸款及貸款利息後，不足以支付每月扣款，您的保單便可能會失效^。

保單貸款的預付年利率為7.40%（相當於實際年利率8.00%）。

此外，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將以相等於未償還保單貸款額的戶口價值部分作為擔保，該部分的派息年利率將為5.50% 。

有關貸款利率及其他詳情，請參閱保單合約。

保單失效
在某些情況下保單將會失效#，包括於任何每月保單日，現金價值（扣減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不足以支付您保單的
每月扣款（及任何到期貸款利息）。

有關導致保單失效的詳細原因，請參閱保單合約。

在保單失效前，您將有61日的寬限期，而您必須於寬限期屆滿前繳付所需款項，以令保單繼續生效。若您未能繳付
所需款項，保單將會失效#，您亦會失去所有壽險保障。而在保單生效期間，我們仍會扣除有關費用及收費。

取消保單的權利
您購買保單後有權在冷靜期內取消保單。您可將取消保單的書面申請連同保單交回我們的香港分行。有關文件必須
於我們向您或您的代表交付保單或發出冷靜期權利通知（以較早者為準）後21日內送達。我們會取消您的保單，即
保單從未生效，同時亦會退還所有已付保費。然而，若您已就保單獲得賠償，將不獲退還已付的保費。

^ 恆保保證權益已啟動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除外。詳情請參閱本產品概要第10頁 
 「關於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的恆保保證權益」一節。
# 恆保保證權益已啟動的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除外。



免責聲明

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Hong Kong) 及Universal Life Alpha Pro Century (Hong Kong) (保單表格編號UL21 HK) 
為全美人壽百慕達承保及繕發的萬用壽險計劃。全美人壽百慕達於百慕達漢密爾頓成立。此文件提及的保單僅於
香港發售。受保資格及保費受核保規限。若受保人於首兩個保單年度內自殺身亡，全美人壽百慕達所支付的身故賠償
僅限於已付保費（扣減任何提取現金、未償還保單貸款及欠付貸款利息）。

本文件僅為概覽，並非銷售要約或用作招攬購買全美人壽百慕達產品之用。本文件僅作提供資料之用，不應理解為
財務、稅務或法律意見。客戶及對此產品有興趣之人士應自行尋求財務、稅務或法律意見。本文件中所有案例及
其他說明或範例只作提供資訊及作說明之用，並非預測未來表現。實際的保費、費用及利益取決於不同因素，當中
包括受保人之年齡、性別、風險類別、吸煙狀況及居住地。本文件內所示的所有貨幣價值均為美元。本文件最後
更新日為2022年12月。客戶及對此產品有興趣之人士應參閱保單合約以了解詳細條款及細則。儘管全美人壽百慕達
已審慎編製本文件，惟全美人壽百慕達對文件內容的準確性並不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對任何相關的責任
亦概不負責。如欲了解計劃詳情，請與全美人壽百慕達之分銷商聯絡。

本產品概要提述的保單合約以英文編寫。本產品概要與相關保單合約之内容如有任何爭議或歧義，將以保單合約
為準。本產品概要的中文與英文版本之内容如有任何爭議或歧義，將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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