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享高達2,000港元或同等價值之保險優惠券

獎賞

1 － 幸運號碼／字母
如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的
•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上包含「1」、
    「2」或「5」；或

• 身份證或護照上之英文全名包含
    「M」、「A」、「N」、「U」、
    「L」、「I」、「F」或「E」。

宏利125周年誌慶優惠

推廣期：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1月3日
今年是宏利於香港踏入125周年，我們衷心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我們特意為您及您的家人送上宏利125周年誌慶
優惠，一同慶賀。

如您於推廣期內透過我們的電子投保系統「ePOS」成功申請任何合資格計劃，並符合下列的指定年度化保費金額要求，即
可享高達2,000港元或同等價值之保險優惠券（「保險優惠券」)，可用作即時扣除您的首期保費。您甚至可連同其他推廣優
惠一同使用，享受更多的折扣優惠。立即行動，給您及您的家人額外保障！

250港元
（或31.25美元／207.5人民幣／

40加元／42.5澳元／
22.5英鎊／42.5新加坡元）

500港元
 （或62.5美元／415人民幣／
80加元／85澳元／
45英鎊／85新加坡元）

250港元
（或31.25美元／207.5人民幣／

40加元／42.5澳元／
22.5英鎊／42.5新加坡元）

500港元
 （或62.5美元／415人民幣／
80加元／85澳元／
45英鎊／85新加坡元）

250港元
（或31.25美元／207.5人民幣／

40加元／42.5澳元／
22.5英鎊／42.5新加坡元）

500港元
 （或62.5美元／415人民幣／
80加元／85澳元／
45英鎊／85新加坡元）

250港元
（或31.25美元／207.5人民幣／

40加元／42.5澳元／
22.5英鎊／42.5新加坡元）

500港元
 （或62.5美元／415人民幣／
80加元／85澳元／
45英鎊／85新加坡元）

年度化保費
10,000港元 － 少於20,000港元
 （或1,250美元 － 少於2,500美元／
8,300人民幣 － 少於16,600人民幣／ 
1,600加元 － 少於3,200加元／ 
1,700澳元 － 少於3,400澳元／ 
900英鎊 － 少於1,800英鎊／ 
1,700新加坡元 － 少於3,400新加坡元）

保險優惠券金額

年度化保費
20,000港元以上
 （或2,500美元或以上／
16,600人民幣或以上／
3,200加元或以上／
3,400澳元或以上／
1,800英鎊或以上／
3,400新加坡元或以上）

2 － 生日
如保單持有人於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
的生日月份、或之前或之後之曆月內
投保新保單

3 － 現有客戶
如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為宏利個人
保單的現有客戶（其定義請參閱下列
條款及細則）

4 － 忠實客戶
如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為現有客戶
 （其定義請參閱下列條款及細則），
並持有2017年3月31日或之前簽發的
宏利個人保單

最高累積金額
 （獎賞 1 + 2 + 3 + 4）

本單張的内容並未載有保單的所有條款，而完整條款載於有關之保單文件中。投保前，您應參閱保單條款以了解有關產品之確實條款及細則。我們可按閣下
要求提供該複本。「晉領」、「活亮人生」、「守護一生」、「精選定期」及「萬無一失」個人意外2提供基本計劃（晉領醫療保障系列、活亮人生醫療保障系列、
守護一生醫療保障計劃、精選定期壽險及「萬無一失」個人意外保障計劃2）或附加保障（晉領醫療附加保障、活亮人生醫療附加保障、守護一生醫療附加
保障、精選定期壽險附加保障及「萬無一失」個人意外附加保障2）。

1,000港元
（或125美元／830人民幣／

160加元／170澳元／
90英鎊／170新加坡元）

2,000港元
（或250美元／1,660人民幣／

320加元／340澳元／
180英鎊／340新加坡元）



宏利125周年誌慶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推廣優惠只適用於新投保之合資格計劃之保單（不適用於保單轉移／轉保安排之申請）。有關保單申請必須由宏利的保險顧問透過我們的電子投保系統 

 「ePOS」安排，於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1月3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成功遞交，並獲宏利於2023年3月31日或以前成功批核（「合資格保單」）。為免
存疑，此推廣不適用於任何透過 BuySimple 網上平台（只適用於香港）提交之申請。

2. 合資格計劃包括以下指定基本計劃；及附加於指定基本計劃上之指定附加保障。指定基本計劃及指定附加保障必須透過我們的電子投保系統「ePOS」同
時申請，指定附加保障方可享有保險優惠券，並視為同一份合資格保單以計算保險優惠券金額。為免存疑，除附加於指定基本計劃外，此推廣優惠不適用
於附加於非指定基本計劃上之指定附加保障。

3. 保險優惠券的有效期至2023年1月3日，並適用於所有保費繳付模式。
4. 保險優惠券僅可用於透過我們的電子投保系統「ePOS」投保合資格保單時扣除首期保費。此扣除將於繳付保費時自動完成。
5. 合資格保單必須符合下列第(7)及(8)項之年度化保費及獎賞之要求，方可獲享此推廣優惠。 保險優惠券的金額上限為每項適用獎賞之金額總和。
6. 於推廣期內，同一受保人在同一合資格計劃下只能享有一份合資格保單之獎賞。若於推廣期內投保多過一張相同的合資格計劃（同一受保人），並獲得
  多過一次保險優惠券金額，宏利有權要求保單持有人償還保險優惠券金額。
7. 年度化保費為保單生效日後之首十二個月的合資格保單應繳付保費總額，並於扣除保費折扣（如有 ）及保險業監管局所收取的保費徵費（如適用）前之
 應繳付保費總額。年度化保費包括標準保費及額外保費（如有）。預繳保費（如有）並不會納入計算年度化保費。

 若合資格保單的年度化保費為1,250美元／10,000港元／8,300人民幣／1,600加元／1,700澳元／900英鎊／1,700新加坡元或以上，並少於2,500美元／
20,000港元／16,600人民幣／3,200加元／3,400澳元／1,800英鎊／3,400新加坡元，每項獎賞相等於保險優惠券金額31.25美元／250港元／

 207.5人民幣／40加元／42.5澳元／22.5英鎊／42.5新加坡元。每份合資格保單的累積保險優惠券金額上限為125美元／1,000港元／830人民幣／
 160加元／170澳元／90英鎊／170新加坡元。

 若合資格保單的年度化保費為2,500美元／20,000港元／16,600人民幣／3,200加元／3,400澳元／1,800英鎊／3,400新加坡元或以上，每項獎賞相等於
保險優惠券金額62.5美元／500港元／415人民幣／80加元／85澳元／45英鎊／85新加坡元。每份合資格保單的累積保險優惠券金額上限為250美元／
2,000港元／1,660人民幣／320加元／340澳元／180英鎊／340新加坡元。

 保單貨幣受限於相關產品所提供之貨幣選擇，詳情請參閱相關產品單張。
8. 每項獎賞於每張合資格保單下只能使用一次。每項獎賞的要求如下：
 獎賞1 － 幸運號碼／字母
 如
 a) 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的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包含「1」、「2」 或 「5」；或
 b) 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的身份證號碼／護照英文全名包含「M」、「A」、「N」、「U」、「L」、「I」、「F」或「E」，
 合資格保單便可獲享獎賞1。
 獎賞2 － 生日
 如合資格保單之投保日期為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的生日月份、或之前或之後之曆月內，合資格保單便可獲享獎賞2。為免存疑，有關的投保申請遞交日期

將以電子投保系統「ePOS」收到的申請時間為準。
 獎賞3 － 現有客戶
 如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為現有客戶，合資格保單便可獲享獎賞3。現有客戶是指由宏利簽發並仍然生效的現有個人保單的唯一保單持有人、唯一受保人或

第一受保人。該個人保單必須於合資格保單的遞交申請當日或之前成功批核。為免存疑，以下不會被視為現有客戶：
 a) 公司保單持有人及聯名保單持有人；
 b) 第一受保人以外的受保人（當產品保障範圍不限於第一受保人）；及
 c) 團體人壽及醫療保單下之受保成員。
 獎賞4 － 忠實客戶
 如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為現有客戶，並持有至少一份由2017年3月31日或之前由宏利簽發及仍然生效的個人保單，合資格保單可獲享獎賞4。為免存疑，

合資格保單必須獲得獎賞3之獎賞，才能獲得獎賞4。

人壽及儲蓄
a) 赤霞珠終身壽險計劃 2
b) 世紀傳承保障計劃
c) 靈活自在年金計劃
d) 卓越終身保（整付保費除外）
e) 宏利環球貨幣保障計劃（整付保費除外）
f) 豐譽傳承保障計劃 2（整付保費除外）
g) 創富傳承保障計劃 2（整付保費除外）
h) 優越終身保（整付保費除外）
i) 精選定期壽險

危疾
j) 活耀人生危疾保 2
k) 活耀人生危疾保 2 (加強版)
l) 心愛一家保
m) 悠然危疾保
n) 守護無間危疾保
o) 守護無間危疾保（保寶未來）

醫療
p) 倍康醫療加保計劃
q) 守護一生醫療保障計劃
r) 宏利全護航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只適用於香港）
s) 宏利愛守護自願醫保標準計劃（只適用於香港）
t) 宏利晉悅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只適用於香港）
u) 晉領醫療保障系列

意外
v)     「萬無一失」個人意外保障計劃 2

人壽
a) 精選定期壽險附加保障

危疾
b) 守護安心癌症附加保障
c) 摯無憂危疾附加保障
d) 現金扶危附加保障
e)   「保寶安心」兒童附加保障

醫療
f) 癌症治療附加保障
g) 住院現金保障
h) 守護一生醫療附加保障
i) 晉領醫療附加保障
j) 活亮人生醫療附加保障
k) 門診附加保障（只適用於香港）

意外
l) 意外死亡附加保障
m) 「萬無一失」個人意外附加保障 2

傷殘
n) 保費支付人利益附加保障
o) 傷殘豁免保費附加保障

指定基本計劃 指定附加保障



於本單張內，「您」及「閣下」指保單持有人，「我們」、「本公司」及「宏利」指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宏利金融
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

上述所列明的保險產品乃宏利提供及承保的保險產品。本單張必須與有關產品單張一併閱讀。您不應單獨因此推廣或此單張而購買任何該等產品，請向您的
宏利保險顧問索取產品單張，您可從中了解更多詳細產品資料包括產品風險披露的「重要事項」部份。

如欲了解詳情，歡迎與您的宏利保險顧問聯絡，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852）2510 3383（如閣下身處於香港）及（853）8398 0383（如閣下身處於澳門）。

如欲參閱宏利之私隱政策，閣下可瀏覽宏利網站，網址為 www.manulife.com.hk 。閣下並可要求宏利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如有此需要，
請致函我們。本公司地址可於宏利網站上找到。我們不會因此而收取任何費用。

本單張只可於香港及澳門傳閱，並不可於中國內地傳閱。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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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保險優惠券可與宏利其他現行推廣優惠一併使用。若合資格保單同時亦享有宏利其他現行推廣優惠，此保險優惠券的年度化保費則會以使用其他推廣
優惠前的應繳保費計算。為免存疑，此保險優惠券並不會影響合資格保單所提供的保證現金價值（如有）或合資格保單保單持有人的利益。

10. 如保單持有人對合資格保單於其後有任何更改（包括但不限於更改名義金額、更改保障級別；及／或更改保費繳付模式）而導致年度化保費於首個保單
 年度終結前有所增加，適用的保險優惠券的金額將根據增加前的年度化保費計算。如保單持有人對合資格保單於其後有任何更改（包括但不限於更改名義

金額、更改保障級別；及／或更改保費繳付模式）而導致年度化保費於首個保單年度終結前有所減少，適用的保險優惠券的金額將根據減少後的年度化
 保費計算，宏利有權要求保單持有人償還調整後的保險優惠券的金額與實際已給予至合資格保單的保險優惠券金額之差額。
11. 若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於首個保單年度終結前有任何更改，而導致任何獎賞資格的改變，宏利有權要求保單持有人償還保險優惠券金額。
12. 如保單持有人於合資格保單之首個保單年度終結前取消保單、退保或終止（包括但不限於因受保人身故而導致保單終止），宏利有權從合資格保單的支付

金額中扣除保險優惠券金額。
13. 如合資格保單於其後有任何更改（上述第（10）及（11）項所列明除外）或因任何原因而終止，此保險優惠券將立即不適用。
14. 凡於香港簽發的合資格保單，保險業監管局所收取的保費徵費將會以扣除保費折扣優惠金額前之保費計算。
15. 保險優惠券不能轉讓或兌換現金。在任何退回保費的情況下，以保險優惠券扣減的任何保費部分在任何情形下將不會被視作已繳保費亦不會被計算在退回

金額內。
16. 若您於申請合資格保單前6個月內曾就相同受保人，取消任何與合資格保單相同計劃之已生效保單或撤回任何與合資格保單相同計劃之新保單申請，將
 不能獲享此推廣優惠。
17. 此推廣優惠只適用於香港或澳門簽發之保單。
18. 宏利有權於任何時間更改、終止或取消此推廣優惠而不作另行事先通知。宏利就有關此推廣之決定乃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