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豐裕達年金計劃—認知障礙保障

聲明：此單張所載資料乃一般摘要，請與滙豐裕達年金計劃
（
「基本計劃」
）
之產品冊子及建議書一併閱讀。
有關此附加保障的詳盡條款及細則
（增值服務除外）
及不保事項請細閱其條款。

投保資格

•
•

若受保人的受保年齡 ^ 是介乎 55 歲至 70 歲，便可繳付額外保費以投保此附加保障。
不適用於滙豐裕達年金計劃的 1 年儲蓄期或合計保費金額保單。

保障範圍

•

若受保人於以下期間確診患有嚴重認知障礙，可以獲得的保障如下：
— 儲蓄期：您可收回已繳付予此保障的全數保費，而此附加保障將於保費退還後隨即終止。
— 年金期：每月認知障礙入息將會派發給您指定的認知障礙保障收益人
（請參閱以下定
義）
或您自己，直至受保人身故或年屆 99 歲▲
（以較早者為準）
。

認知障礙保障收益人

您需指定其中一位身故賠償受益人為「收益人」以收取每月認知障礙入息。在保單生效期間，
您亦可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更改認知障礙保障收益人。
除收取每月認知障礙入息外，您也可以指定收益人一旦在受保人被診斷患上嚴重認知障礙後
收取基本計劃之每月年金金額，惟每月年金金額的支付方式必須為「現金提取」
。

嚴重認知障礙定義

「嚴重認知障礙」指由專科註冊醫生並是腦神經專科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或神經精神科專科
醫生明確診斷的嚴重永久性認知障礙而受保人因此永久需要他人持續監護的情況，並在滿分
為 30 分的簡短智能測驗中，得分低於 10 分。

保費供款年期

此保障的供款年期與基本計劃的供款年期相同。您應於整個保費供款年期繳付保費。在獲得
任何本附加保障的保障金額前，您須繳清所有未繳付的本附加保障保費。

保費釐定

保費在整個保費供款年期是不變及保證的，及根據受保人的受保年齡 ^ 及性別，每月認知障
礙入息和基本計劃年金期而釐定。

保障金額

認知障礙保障內的每月認知障礙入息保障金額等於基本計劃的每月保證年金金額，而年金期首
10 年的每月保證年金金額逐年遞增 3%，其後保持不變，上限為每位受保人每月港幣 30,000 元
/3,750 美元或其等值。

( 轉下頁）
由滙豐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刊發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頁 1/3

FIAP_riderfactsheet_0721_C

注：
• 此自選附加保障並沒有任何退保利益。請細閱滙豐裕達年金計劃之產品冊子了解基本計
劃的退保利益。
• 您可要求調低本附加保障之投保時每月認知障礙入息，本附加保障內的所有的每月認知
障礙入息亦將根據此作出調整，已繳保費將不會獲退還。
• 若本附加保障的基本計劃之投保時每月保證年金金額減少，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降低本
附加保障的投保時每月認知障礙入息。但調低投保時每月認知障礙入息後，已繳保費將
不會獲退還，而剩餘保費將會相應減少。

保障終止

本附加保障將在以下情況下自動終止
（以較早者為準）
：
(a) 根據相關此保單條款，當基本保障終止、到期、失效或退保
（如有）
；或
(b) 保障終止日；或
(c) 於儲蓄期間因受保人罹患嚴重認知障礙而獲本保障已繳保費之退還；或
(d) 每月認知障礙賠償已獲首次支付
（惟本保障終止並不影響我們往後所支付之每月認知障礙
入息）
。

不保事項

不保事項：
(i) 受保人在簽發日期、保單日期或保單復效的生效日期
（以較遲者為準）
前已有的任何已存
在的狀況。
(ii) 因以下任何情況
（直接或間接）
導致或促成
（全部或部分）
的嚴重認知障礙，本保單概不會
支付任何保障：
(a) 任何自己蓄意造成的傷害或企圖自殺，不論神志是否清醒；或
(b) 受到酒精或非由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影響而中毒；或
(c) 任何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HIV) 或任何與 HIV 有關的疾病，包括後天免疫力缺乏症
（即
愛滋病）
，或任何由此而致的突變、衍化或變異；或
(d) 所有精神疾病相關成因 ; 或
(e) 可逆轉之器質退化性腦病。
「已存在的狀況」指以下描述的任何狀況或疾病：
• 以前曾存在或一直存在；或
• 致病因素以前存在或一直存在；或
• 受保人知曉該狀況或疾病及其病徵或病狀；或
• 任何化驗室的測試或調查顯示可能有該狀況或疾病的存在；或
• 受保人出現認知障礙徵兆或病徵，其包括但不限於喪失記憶力、難以管理時間、不能夠
在工作場所、家居或社區獨立活動或缺乏能力照顧自己。
如您需要更多資料或對「已存在的狀況」存有疑問，您須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重要事項

•
•

索償必須於受保人發覺患上嚴重認知障礙後 90 日內提出。
您須在索償後定期提交受保人在生證明，否則本公司或會停止支付每月認知障礙入息。

主要風險

•
•

信貸風險及無力償債風險 — 您須承受我們的信貸風險。
通脹風險 — 由於通貨膨漲，將來的生活費用很可能較今天的為高。因此，您或您的受益
人將來從保單收取的實際金額可能較低。
延誤或漏繳到期保費的風險 — 如有任何延誤或漏繳基本保障及╱或自選附加保障到期保
費，或會導致保單失效，您可收回的款額
（如有）
可能會明顯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
退保風險 — 如您在早期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額或會明顯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認知障礙
保障並沒有任何退保利益。如您部分退保基本計劃，此認知障礙保障的保障額將作出調減。

•
•

• 由 Preferred Global Health（
「PGH」
）
提供環球醫療關顧服務；
• 免費獲享的「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 認知健康風險評估」
；
• 免費獲享的認知障礙症健康諮詢 。
有關詳情，請參閱增值服務的條款及細則。

( 轉下頁）
由滙豐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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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務

適用於增值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適用於由 Preferred Global Health（
「PGH」
）
提供環球醫療關顧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1. PGH 環球醫療關顧服務提供予滙豐裕達年金計劃
（
「本保單」
）
之認知障礙保障的受保人，並被醫生確診患有嚴重認知障礙
（於產品冊子及保單條款內已界定）
。
2. PGH 提供的環球醫療關顧服務不受其他特殊不保事項條款約束，並且遵循與本保單相同的不保事項條款。請參閱本保單完整的不保事項條款及細則。
3. 不論受保人擁有多少滙豐裕達年金計劃保單，每位受保人於其保單期內只享有一次服務。
4. 受保人須要在保單仍生效時向滙豐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提交指定的表格以啟用環球醫療關顧服務。若受保人被確診患有嚴重認知障礙，在保
單中受保人指定的最新認知障礙保障收益人可以代表受保人提交指定表格。
5. 環球醫療關顧服務包括以下各項：
a. 診斷核實及治療方案：一種用於以病歷和醫學影像初步診斷的綜合評估。哈佛醫學院附屬醫院或根據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被評選為排名前 1% 的美國
醫院的專家
（
「專家」
）
將會透過多名專家審閱後確定或提供另一種診斷建議，並制定治療計劃方案。受保人會收到包含專家們意見和建議的診斷核實及治
療方案報告，報告之翻譯本可按要求提供。
b. 醫生與醫生對話： 於診斷核實及治療方案報告完成後，可要求受保人的當地醫生與專家就具體情況和治療計劃進行了專業討論。醫生間的對話是保密，
並且沒有第三方
（包括受保人）
的參與。首次醫生與醫生對話是免費的，若受保人要求之隨後對話，將會向客戶收取額外費用。
6. PGH 與美國當地醫院可將受保人的個人健康資料用於治療目的，例如醫生、醫院和其他醫療保健提供者之間的協調、管理或提供醫療保健和相關服務、或
在醫療保健提供者之間進行諮詢時與病患相關的資料、或於轉介病患時醫療保健提供者之間轉移。受保人的健康資料可能會轉移到受保人於醫療記錄中居住
地以外，並轉移到美國，以便美國當地頂級醫院的檢查專家提供他們的醫療服務。PGH 與美國的醫院和專業醫護人員均須遵守美國
《健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
案》
之私隱規例，客戶受這些規例所保護。
7. 本公司對環球醫療關顧服務的質素不會承擔任何責任，也不控制 PGH 向受保人提供環球醫療關顧服務範圍，本公司亦不會對受保人使用該服務所造成的任
何費用、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隨時修訂和更改滙豐裕達年金計劃之認知障礙保障之服務條款及細則，而無需事先通知保單持有人或受
保人。
適用於免費「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 — 認知健康風險評估」
（
「健康檢測」
）
及認知障礙症健康諮詢
（
「健康諮詢」
）
的受滙豐保險規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
8. 健康檢測將透過由康訊生物分析有限公司提供以中文大學研發為基礎的「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 — 認知健康風險評估」
。此健康檢測是為促進健康應用以及
只適用於未有認知障礙症狀的成年人仕。健康檢測服務的中央數據處理系統由康訊生物分析有限公司運作及管理。本公司將不會承擔由該健康檢測服務的科
技應用引起之任何責任。
9. 健康諮詢將由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
「路德會」
）
合資格護士為受保人及其一位家庭成員提供。本公司將不會承擔由路德會履行的健康諮詢而可能造成的任何
直接或間接損失、損害或利益損失。
10. 有興趣及合資格的受保人需於有關文件提及的指定服務期內預約所提供的健康檢測及健康諮詢，否則該等服務會被視為無效。這些服務不可用作銷售、兌換
現金、折扣或轉換其他服務。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及路德會保留最終決定權。健康檢測及健康諮詢不涉及任何保險中介或銷售人員與您接洽或討論任何
保險事宜。
11. 健康檢測及健康諮詢由路德會提供及負責其行政部份。對於認知測試評估及認知障礙症的健康諮詢服務，本公司只負責為您揀選相關的服務提供機構並贊助
健康檢測及健康諮詢的相關費用
（受本公司規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如有任何爭議或有關與任何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服務質素，本公司一概不承擔任何責
任。

2021 年 7 月
^ 受保年齡指受保人的下一次生日年齡。
▲
指當受保人的下一次生日為此年齡的保單周年日。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滙豐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是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保險業務的附屬公司
之一。
本公司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
認知障礙保障為滙豐裕達年金計劃的一項自選附加保障。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
「滙豐」
）乃根據保險業條例
（香港法例第 41 章）註冊為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保險代理機構。此乃本公司之
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並只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透過滙豐銷售。
對於滙豐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
（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職權範圍）
，滙豐須與您進行金融糾紛調解
計劃程序；此外，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將直接由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

Preferred Global Health（
「PGH」
）
是一家獨立的病人組織，於 1997 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成立，旨在在診斷出嚴重疾病後為其成員尋求最佳的醫療效
果。PGH 及其個人護理專員和醫護關顧服務團隊並不提供醫療建議。PGH 不僱用某些醫生或醫院、不從中獲得報酬，也不是某些醫生或醫院的關聯公司或代表。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於一九七七年成立，服務範圍涵括幼兒園、兒童及家庭服務、寄養服務、輔導服務中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學校社工、社區發展、
復康服務、長者中心、耆年日間護理中心及耆年院舍，單位遍佈港九、新界及離島。
由滙豐人壽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刊發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頁 3/3

FIAP_riderfactsheet_0721_C

本公司對本單張所刊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本產品冊子並無遺漏足以令其任何聲明具誤導成份的其他
事實。本產品冊子所刊載之資料乃一摘要。有關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您的保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