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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ZA 儲蓄保 

以下列出保單的各項條款及細則： 

1. 1. 一般條款 

 

1.1 完整合約  

您（保單持有人）與我們（眾安人壽有限公司）之間的完整合約由本保

單、您就本保單呈交的投保申請文件及作為可保性之證明的書面陳述

及答覆所組成。 

1.2 修訂 

如您提供給我們的投保申請文件，或任何於後續申請或索償內您提供

的陳述、申述或文件內有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受保

人的年齡性別），而我們認為該資料對我們的承保受保人之風險評估或

對接納您任何後續要求有重大影響，本公司可在未經您的同意下修訂

或拒保本保單。任何的修訂都將列明於附加於本保單的批註上。 

若按受保人正確的資料及我們的營運指引，認為本保單應被拒保，我

們有權宣佈本保單由保單生效日起作廢。 

1.3 擁有權  

您在本保單生效期內可擁有保單一切的擁有權。您不可以轉移本保單

的擁有權。 

1.4 第三方權益  

除您及我們以外，其他人士並沒有權執行本保單的條款。 

1.5 冷靜期退保 

您可在收到此合約及保單資料頁起計三十（30）日內，行使取消保單

的權利並獲全數退還已繳保費及徵費（不附利息）。 

1.6 不可異議 

https://insure.za.group/


 
 
 

ZA Life Limited 
電話: +852 3665 3636 

香港數碼港道 100 號數碼港 3 座 F 區 13 樓 1304-1305 室 
insure.za.group                                                         

- 2 - 

除本公司依照第 1.2 項條款所作的修訂外，保單在保單生效日起計生效

達兩（2）年後，及在受保人仍然在生期間，我們不會對本保單作出任何

異議。 

1.7 適用的法律 

本保單必須在香港簽發並受香港法律管轄及闡釋。您及我們均同意遵

從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裁判權。 

若本保單在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法律下已經或將會不合法，

本公司有權於保單被判定為不合法日期起終止本保單。 

1.8 支付貨幣 

您繳付的保費及我們支付的權益金額將以港元（HK$）計算 

2. 2. 您的保障 

 

 

2.1 受益人 

在受保人身故時，受益人享有獲得本保單的恩恤身故賠償之權利。 

在本保單生效期間，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

們呈交更改受益人的申請。受益人的更改須經我們同意、記錄及確認

後才會生效。   

2.2 身故賠償 

若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期間身故，我們將按第 2.1 項條款向受益人支付 

(i) 已付保費總額的 105%減去任何部份退保（如有）；或 

(ii) 保證現金價值， 

以較高者為準。如沒有指定受益人，則支付予您或您的遺產承繼人。 

為計算身故賠償，保證現金價值將根據受保人身故當日而決定。 

我們在接獲令我們滿意的書面索償證明後，將會支付因受保人身故而

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索償證明包括： 

(i) 受保人身故及死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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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索償人有權領取款項的證據；及 

(iii) 我們為證明索償的有效性而合理要求的任何其他文件。 

 

2.3 部份退保 

本保單生效時，您可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通知我們從

保證現金價值中部份退保。當本公司批准申請後，部分退保金額將從本

保單的保證現金價值中扣除。 

部份退保將不被接納若申請是在收到此合約及保單資料頁起計三十

（30）日內提出，或部份退保金額 

(i) 少於 HK$1；或 

(ii) 等於或高於申請時的保證現金價值。 

從收到您的申請通知後開始計算，我們保留權利延遲支付至最多六個

月。我們不會就任何處理中的部份退保金額支付任何利息。 

 

2.4 退保保障 

在收到此合約及保單資料頁起計三十（30）日後，您可透過書面通知或

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於任何時間終止保單並獲得百分之百(100%)的

保證現金價值。保單的終止將會在本公司收到您的通知後，在我們所指

定的日子生效。從收到您的申請通知後開始計算，我們保留權利延遲支

付至最多六個月。我們不會就任何處理中的退保保障支付任何利息。 

2.5 期滿保障 

當本保單在保單到期日仍生效時，我們會向您支付期滿保障相等於百

分之百(100%)的保證現金價值。我們不會就任何處理中的期滿保障支

付任何利息。 

3. 3. 您的保費 

 

3.1 繳付保費 

整付的保費金額已在保單資料頁及內列明。除非在本保單中另有說明，

保費一經繳付將不獲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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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不保事項 4.1 自殺 

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日起計一（1）年內因自殺而身故，不論其自殺時神

志是否清醒，身故賠償只限於退還由保單生效日起計所有已繳付的保

費及徵費(並不包括利息）並扣除任何部份退保。  

5. 5. 終止 

 

 

5.1 保單終止  

本保單將會於下列任何情況發生時終止：  

(i)  第 2.2 項條款下的身故賠償已被賠付；   

(ii)  本保單被取消或被作廢； 

(iii)  本保單在第 2.4 項條款下被退保；或 

(iv)  保單到期日。  

在保單終止生效日後，我們將不會接納任何索償申請。  

5.2 由保單持有人終止保單  

在第 2.4 項條款下，您可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申請為

本保單退保。退保後本保單將會終止。  

6. 6. 稅務及滙報 

 

6.1 稅務及滙報 

以便稅務局實施《稅務條例》規定的自動交換某些財務帳戶資料的安

排，本公司必須遵守《稅務條例》（第 112 章）內以下的要求 

 

(i) 辨識某些帳戶為非除外「財務帳戶」(NEFA)； 

(ii) 為稅務目的辨識 NEFA 持有人及某些 NEFA 持有實體居留的司法

管轄區； 

(iii) 界定某些 NEFA 持有實體的地位為「被動非財務實體」，並為稅務

目的辨識其「控權人」居留的司法管轄區；  

(iv) 收集 NEFA 的特定資料；及  

(v) 將某些所需資料交予稅務局（統稱為「自動交換資料要求」）。 

 

保單持有人需同意遵守「自動交換資料要求」。 

 

在公司要求時，您將需要在三十 (30) 天內向本公司提供所需的資訊

或採取其他我們有理由相信或認為需要遵守 自動交換資料要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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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行動。 

 

如您向本公司提供的任何相關信息有變更時，您同意在相關更改的日

期起計三十 (30) 天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我們。若您成為或變成其他國

家的稅務居民，本公司保留權利取消本保單及向您退還已繳保費及徵

費，並不包括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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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保單內，「本公司」、「我們」或「我們的」指眾安人壽有限公司，而「您」或「您的」指保單持

有人。 

詞語 意思 

「投保申請文件」 是指向本公司就本保單遞交的投保申請，包括與該投保申請有關的投保申

請表格、問卷、可保性之證明、任何已呈交的文件或資料，以及已作出的

陳述和聲明。 

「保單保障期」  是指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保單保障期」的期間，保單於此期間內生效。  

「批註」  是指任何附加於本保單，並修訂本保單現有條款的文件。  

「保證現金價值」 是指經本公司確認，以保單資料頁中的保證現金價值表、總部份退保（如

有）及保單生效的日數所計算的現金價值。 

「香港」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受保人」  是指任何受本保單承保，並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受保人」的人士。 

「保單」  是指「ZA 儲蓄保」計劃下由本公司承保及簽發的本保單，並作為保單持

有人及本公司之間的完整合約，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本條款及細則、投保申

請文件、聲明、保單資料頁及任何附加於本保單的附加險、批註、補充文

件、附錄或附件（如有）。   

「保單週年日」  是指保單生效日的每一個週年日。   

「保單生效日」  是指本保單的起始日，即保單資料頁內列明的「保單生效日」。 

「保單持有人」  是指擁有本保單，並在保單資料頁或後續批註內列為「保單持有人」的人

士。   

「保單期滿日」  是指本保單的到期日，並在保單附表中命名為「保單到期日」。  

「保單資料頁」 是指本條款及細則的附表，當中載有保單生效日、續保日、保單持有人及

受保人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以及本條款及細則所適用的保障、保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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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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