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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饒傳承儲蓄計劃3 IS3

优惠1

保费折扣 首年保费(美元) 首年保费折扣14(a)

< 150,000

$150,000 - < $500,000

≥ $500,000

富饒世代儲蓄計劃 IW

4%

6%

8%

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优惠2

利率 预缴保费，兼享4.5%预缴保费利率 

一笔过缴付两年保费之保单可享：

优惠

保費折扣

第四季禮遇

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缴付保费年期 5年 10年

首年保费折扣 10%

-

10%
次年保费折扣13(b) 8%

年金 / 儲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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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1

保费折扣

额外保障

优惠2

高达100%额外保障及保证将来可保权益16(d)

合资格保单的主要严重疾病 / 身故保障可获额外保障：

投保年龄 30岁以下 30岁或以上

额外保障16(e) 首15年额外 100% 首10年额外 60%

于额外保障期满后，可享有「保证将来可保权益」，于无需提交任何投保资料
证明的情况下，投保指定严重疾病保障基本计划。

首選健康保500+ PS500

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缴付保费年期 10 / 15年 20 / 25年

首年保费折扣

次年保费折扣16(b)

10%10%

5% 10%

缴付保费年期 5 ‒ 9年 10 ‒ 19年 20年或以上

首年保费折扣 6% 8% 15%优惠

保费折扣

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第四季禮遇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

年金 / 儲蓄產品

危疾產品

萬通終身年金 MLA / 世代傳承教育基金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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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自选子女及个人额外保障
基本保障额100,000美元以下可任选以下其中一项额外保障，
而达100,000美元或以上更可同享两项额外保障。

 

 ■ 至子女18岁前：子女可享相等于父 / 母保障额
20%的主要严重疾病保障，最高可达125,000美元

 ■ 可待索偿时方指定受保的子 / 女，并适用于保单
生效前或后出生的子女、继子继女或收养的子女

 ■ 首10年：增大个人基本保障额至130% / 150%
 ■ 10年后：于额外保障期满后，可于无需提交任何 

投保资料证明的情况下行使保证将来可保权益，
投保指定严重疾病保障基本计划

 

额外保障

优惠2

爱自己

30% / 50% 
额外个人保障额

爱共享

20% 
额外子女保障额  

优惠1

保费折扣
首年保费折扣 10%

第四季禮遇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危疾產品

首選健康保障系列 PS1000 / PHC / 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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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5年100%保障18(c)

现有保单持有人18(d)            投保首选癌症储蓄保
非现有保单持有人18(e)        同时投保首选癌症储蓄保 + 其他基本保障计划

可享以下再升级优惠

原有 再升级优惠18(c) 合共

首5年额外100% 
癌症保障 + 延长5年 = 首10年额外100% 

癌症保障

优惠2

额外保障

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首年保费折扣 10%
优惠1 

保费折扣

醫療產品

扣税产品
只适用于香港

保費折扣

优惠
首年保费折扣 3个月

第四季禮遇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危疾產品

首選癌症儲蓄保 PCS

「稅」安心醫療計劃 TVP /「稅」優惠醫療計劃 T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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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投保申请必须于以下个别优惠之优惠期递交并经万通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收妥，并于指定期限前获批核及已缴交首期所需之

保费及保费征费，才可获享优惠(除特别注明外)。
2. 合资格保单必须为本公司于优惠期内全新签发的保单(除特别注明外)。
3. 首年保费优惠金额将相等于合资格保单之「年化保费」乘以适用之首年保费折扣率。如缴费方式为每月 / 每季 / 每半年 / 每年，其「年

化保费」分别按投保时之每月保费乘12期 / 每季保费乘4期 / 每半年保费乘2期 / 每年保费乘1期计算 (除医疗产品外)  。保费折扣优惠亦
适用于合资格保单内之任何附加保障。

4. 所有保费折扣优惠以每份合资格的保单计算，如同时投保多份合资格的保单，每份合资格之保单均可获享首年保费折扣优惠；惟不可累
积不同保单之「年化保费」以计算可获享之保费折扣率。

5. 次年保费优惠金额 (只适用于富饶传承储蓄计划3及首选健康保500+) 将相等于合资格保单之每年保费乘以适用之次年保费折扣率。
6. 个别优惠如包含次年保费折扣，其保费优惠金额将会分两期发放，而发放保费优惠金额时，该保单必须维持生效。
7. 首年保费优惠金额只适用于缴付该合资格保单之首期保费。次年保费优惠金额(如适用)将用于缴付合资格保单之第2个保单年开始之续期

保费。保单持有人将不能以该保费优惠金额缴付其他保单的保费。
8. 如合资格保单于保单获批核后因任何原因取消，保单持有人将不能获享保费折扣优惠，而任何尚未发放的保费优惠金额(如适用)将会被

取消。此外，在任何退回保费的情况下，以保费折扣优惠扣减的任何保费部分在任何情形下将不会被视作已缴保费亦不会被计算在退回
金额内。

9. 如保单持有人于合资格保单的首个及第二个(只适用于富饶传承储蓄计划3及首选健康保500+) 保单年度内要求减低保单之「年化保费」，
可获享的首年及次年保费优惠金额将以调低后之「年化保费」及折扣率(如适用)重新计算，并须退还保费优惠金额之差额予本公司。

10. 于任何情况下，所有优惠均不可转换或兑换现金，亦不得转让予他人。
11. 除下列第19项之「税」安心医疗计划 (TVP)、「税」优惠医疗计划 (TVM) 外，所有优惠将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于个别优惠期内或合资格

保单获签发后的90天内，保单持有人或准保单持有人 (适用于所有优惠) / 受保人 (适用于危疾产品之额外保障)
i) 取消优惠期前已递交的相同类型计划的投保申请/增加保费申请 (如适用) ，并于个别优惠期内重新投保；
ii) 于保单冷静期取消已批核的相同类型计划/取消增加保费申请 (如适用) ，并于个别优惠期内重新投保；
iii) 为(a)已批核的保单，(b)于个别优惠期前已向本公司递交的全新保单，或(c)为增加保费申请减低保费 (如适用) ，并于个别优惠期内

重新投保；或
iv) 因投保申请之跟进期限届满而被公司取消相同类型计划的投保申请 (只适用于危疾产品之额外保障) 。

12. 本公司保留权利随时修改、增删或诠释此细则内一切条款，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将以本公司的最终决定为准

13. 富饶传承储蓄计划3 (IS3) 保费折扣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1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
b) 次年保费折扣优惠只适用于合资格保单：
 i)  首两个保单年的缴交保费方式为年缴，及
 ii) 首两个保单年以非自动转账方式缴交保费，及
 iii) 缴付保费年期为10年

14. 富饶世代储蓄计划  (IW) - 保费折扣及预缴保费利率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3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及已缴付两年保费

(即首年及预缴第二年的保费) 才可获享优惠1及2。
b) 预缴保费利率指客户存放未来续期保费至保费储备金户口内可享之利率。有关预缴保费的详情，请参阅相关保单建议书。本公司保

留随时更改优惠详情或停止提供优惠的权利，而毋须另行通知。
c) 如合资格保单于获批核后因任何原因取消或提取保费储备金户口内之结余，保单持有人将不能获享优惠1及2，储备金户口内之结

余(不包括利息)将获退还予保单持有人，惟须先扣减所享的保费优惠金额。

15. 万通终身年金 (MLA)、世代传承教育基金 (GS) 保费折扣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1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
b) 合资格保单必须为本公司优惠期内全新签发的定期供款计划之美元保单；个别增加年化保费的申请如同时能符合本优惠所列明的各

项要求，亦适用于是次推广计划，详情请向本公司顾问查询。

16. 首选健康保500+ (PS500)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  
 优惠1：保费折扣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3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
b ) 次年保费折扣优惠只适用于合资格保单：
 i)  首两个保单年的缴交保费方式为年缴，及
 ii) 首两个保单年以非自动转账方式缴交保费

 优惠2：高达100%额外保障及保证将来可保权益
c)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递交。合资格客户须于递交投保申请时同时递交已签署之首选健康保500+

计划补充资料(G03-PS500)予本公司，才可获享此优惠。
d) 保证将来可保权益只适用于标准级别以及并无任何索偿纪录的保单。行使时，受保人必须符合当时适用的最高投保年龄及保单适

用的最低保障额及保费要求。按现行规定，最低保障额为15,000美元，而每年保费最低为200美元。
e) 「额外保障」为额外的主要严重疾病保障/身故保障。投保年龄30岁以下之受保人首15年可享之额外保障相等于100%基本保障额；

投保年龄30岁或以上之受保人首10年可享之额外保障相等于60%基本保障额。
f) 请注意此优惠不适用于透过行使保证将来可保权益而购买的「首选健康保500+」之保单 。
g) 有关「额外保障」之条款及细则(包括不保事项)，请参阅相关保单文件。

第四季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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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首选健康保障系列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
 以下优惠1及2适用于首选健康保1000 (PS1000)、首选健康多重保 (PHE)及首选危疾保(PHC)

优惠1：保费折扣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3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
优惠2：免费额外保障-自选子女及个人额外保障
b)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递交。合资格客户须于递交投保申请时同时递交已签署之首选健康保障

系列(PS1000,PHE,PHC)计划补充资料(G03- CI)予本公司，才可获享此优惠。
c) 「爱共享20%」代表指定严重疾病计划的20%额外子女保障额。
d) 「爱自己30%/50%」代表指定严重疾病计划的30%/50%额外个人保障额。
e) 受保人收养的子女必须于香港及澳门合法收养。
f) 每张保单就「爱共享20%」最多可获赔偿一次。
g) 同一受保子/女就本公司之所有「爱共享20%」最多可获一次主要严重疾病的赔偿，而受保子/女个人的总赔偿金额最高为

125,000美元。
h) 「爱共享20%」适用于受保子/女出生三十天起至十八岁生日前，而受保子/女由确诊日起计需最少生存十四天。
i)  「爱自己30%」及「爱自己50%」之保证将来可保权益只适用于标准级别以及并无任何索偿纪录的保单。行使时，受保人必须符

合当时适用的最高投保年龄及保单适用的最低保障额及保费要求。按现行规定，最低保障额为15,000美元，而每年保费最低为
200美元。

j) 若所投保的基本计划有任何不保事项，所选择的「爱自己30%」或「爱自己50%」亦会有相同的不保事项。
k) 请注意此优惠不适用于透过行使保证将来可保权益而购买的指定严重疾病保单(包括「首选健康保1000」 ﹑「首选危疾保」﹑

「首选健康多重保」) 。
l) 有关「爱共享20%」、「爱自己30%」及「爱自己50%」的主要不保事项、「首选健康保1000」、「首选危疾保」及「首选健

康多重保」的重要资料，请参阅「首选健康保1000」/「首选危疾保」/「首选健康多重保」产品册子。有关「爱共享20%」、
「爱自己30%」及「爱自己50%」之条款及细则，请参阅相关保单文件。

18. 首选癌症储蓄保 (PCS)  (只适用于美元保单)     
   优惠1：保费折扣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3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
优惠2：额外5年100%保障
b)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递交。合资格客户须于递交投保申请时同时递交已签署之首选癌症储蓄

保计划补充资料 (G03- PCS) 予本公司，才可获享此优惠。
c) 额外5年之「癌症升级保」(「额外保障」)适用于第6至10个保单年期间受保人被确诊患上癌症所作出的赔偿。
d) 「现有保单持有人」投保时须持有本公司一份或以上之有效个人保险保单(首选癌症储蓄保除外)。
e) 如「非现有保单持有人」同时投保其他计划(不包括首选癌症储蓄保)而不获批核、或于保单冷静期取消保单，则不能获享此优惠。
f) 计划所提供的「保证将来可保权益」将于「癌症升级保」10年期满时方可行使。
g) 请注意此优惠不适用于透过行使保证将来可保权益而购买的「首选癌症储蓄保」之保单 。
h) 有关「首选癌症储蓄保额外保障」之条款及细则(包括不保事项)，请参阅相关保单文件。

19. 「税」安心医疗计划 (TVP)、「税」优惠医疗计划 (TVM) 保费折扣 (只适用于香港)
a) 投保申请必须于优惠期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下午5时30分期间递交，并于2022年3月31日或之前获批核。
b) 保费折扣优惠之计算方法﹕

c) 保费折扣优惠将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i) 保单是从本公司签发的其他保险产品保单转移至的; 或
ii) 于优惠期内，保单持有人退保/行使保单冷静期权益取消任何医疗产品保单或取消已递交的任何医疗产品全新保单/增加保障

级别的申请，并重新递交同一受保人指定计划全新保单的申请。
d) 只有认可的自愿医保计划的实际已缴保费可作为税务扣减，而保费优惠金额(如有)不会包括于税务扣减。有关税务扣减详情，请

浏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网www.vhis.gov.hk/tc/consumer_corner/tax-deduction.html。

*保费优惠金额将以向上舍入方式调整至小数点后2个位。

缴费方式

每月缴付

每季缴付

= 每月保费 x 3

= 每季保费

保费优惠金额* 缴费方式

每半年缴付

每年缴付

= 每半年保费 ÷ 6 x 3

= 每年保费 ÷ 12 x 3

保费优惠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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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计划的一般资料，只供参考之用，并非保单的一部分，亦未涵盖保单的所有条款。有关保障范围、详情及条款, 以及不保事项，请
参阅保单的条款及保障/保单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