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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2013年LIMRA及MetLife調查
**「財富500強」，2015 年 6 月。「財富500強」是《財富》雜誌的註冊商標。《財富》為時代集團支部。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美國最大 人壽保險公司*

近  50年歷史

MetLife, Inc.
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乃美國MetLife, Inc.於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以MetLife品牌經營業

務。美國MetLife, Inc. 為美國最大人壽保險公司*，於全球均具領導地位。

服務近50個國家

高達 43,000億美元有效人壽保險^

逾8,  50億美元資產^^

「財富500強」美國企業排名榜第39位**
及 

服務 9  間排名榜內頭 00名之美國大型企業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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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白高瞻遠矚的您當然希望將用心經營

的豐碩成果世代承傳，這全賴今天的悉心策

劃。您的宏願，無論是財富增長、遺產籌劃

或給予摯愛的保障，MetLife 承富傳源萬用

壽險都周全照顧您的財務策劃需要，助您一

一實現。我們同時為您提供終身保障，讓您

安逸無憂，安享豐碩人生。

潤 澤 財 富 　 豐 碩 人 生

MetLife,  Inc. -  

美國的萬用壽險市場翹楚之一#



管理風險　實現宏願

利率保證　

我們深明您審慎理財，因此MetLife 承富傳源萬用壽險讓您的財富穩定增長，您

亦無需擔心承受過高風險。我們將按派息率1每月派發利息至您的賬戶，持續提升

您的資產價值。縱然派息率會不時調整，我們保證保單期內的派息率將至少為每年

2.25%。

您更可安享最低利息保證，提升您的保單價值，同時管理風險。若您的保單已生效15年或以

上，我們確保賬戶價值最少達到相等於首15個保單年度中，每一個保單年度以每年

3.0%2的派息率累積之金額。您可以讓您財富管理盡在掌握，減低潛在市場波動對

您的影響。

客戶獎賞

貴為我們的尊貴客戶，您可坐享長期客戶獎賞及優越獎賞 3。長期客戶獎賞將於

每5個保單年度派發，每次金額相等於過去60個月的平均賬戶價值之0.1%。

您遠大的財富增長目標，我們竭誠助您達到。我們將於第15個保單年度後派發優越

獎賞。優越獎賞的金額將視乎首次保險金額而定，可回贈高達已繳付行政費用總額

的60%。

# 根據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美國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市場佔有率。

1. 派息率為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公布的利率，並基於多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市場狀況、實際投資表現及投資展望來不時酌情釐定。 
實際派息率可能會比於投保時保單利益說明文件內所載的假設派息率較高或較低。將來之派息率於保單年期內可不時調整。

2. 每年3.0%的最低利息保證只適用於在第15個保單周年仍然生效的保單。由第16個保單年度起，將按照當時派息率派發利息。

3. 如閣下的首次保險金額介乎500,000美元至3,000,000美元以下，閣下的優越獎賞金額將相等於已繳付的行政費用總額之40%。若首次
保險金額為3,000,000美元或以上，閣下的優越獎賞金額將相等於已繳付的行政費用總額之60%。如閣下的首次保險金額為6,000,000
美元或以上，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將會就個別情況釐定優越獎賞所派發的金額，惟優越獎賞金額不會少於已繳付的行政費用總額
之60%。若保單於第15個保單年度完結前終止，閣下將不合資格獲得有關優越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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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Life 承 富傳 源 萬 用 壽 險
成 就 您 所 想



4. 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於保單生效日或以後繳交的最低保費以外之額外保費的申請。對於退回、拒收或限制額外保費而引
致或導致的任何損失，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5. 若每年提取超過相關保單年度緊接前一個週年日的賬戶價值3.5%的款項，須支付退保費用。而保險金額亦因超出年度免費提取限額的差額而須
相應減低。

6. 保險金額減低須符合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不時釐定的規定，並須支付適用的退保費用。

靈活理財　掌握先機

額外供款　

遇上合適機遇，您當然希望把握財富增長時機。除了繳付最低保費外，MetLife承富

傳源萬用壽險讓您可更靈活投入額外保費4。於保單期內，您總共可投入相等於首次保

險金額30%的額外保費。

資金調配　

我們明白您的理財需要會不時調整，MetLife承富傳源萬用壽險特別照顧您的資金

調配需要。於第1個保單年度後，您可從賬戶中提取5部分賬戶價值。若每年提取不

超過賬戶價值3.5%的款項，更無須支付退保費用。

靈活理財　

如您的理財需要或計劃有變，您可於第1個保單年度後調低保險金額6（須支付適用的退保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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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保障　承傳財富

MetLife承富傳源萬用壽險助您保存資產，讓財富世代承傳。若受保人於保障年期內

不幸身故，指定受益人7將獲發人壽保障8，整筆金額相等於（i）保險金額；或（ii）保

單的賬戶價值，以較高者為準。儘管世事難料，您亦可為摯愛家人計劃豐盛未來，

傳承財富。

7. 在保單作出轉讓期間，受益人的指定之有關指示將會自動撤銷。

8. 人壽保障額將會減去保單收費的任何尚欠未付款額（如有）。如受保人於保單簽發日期起計13個月內自殺身故，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將不會
支付人壽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只會退還已繳付之總保費予保單持有人。

6MetLife 承富傳源萬用壽險



計劃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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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投保年齡 18至70歲（上次生日年齡）

保單年期 至受保人100歲（「保單到期日」）

貨幣 美元

最低保險金額 500,000美元

人壽保障 保險金額或賬戶價值（以較高者為準）

保費

保費繳付方式 - 整付保費；或
 - 以分期形式繳付保費9

最低保費9 - 最低保費指於第4個週年日應繳交的最低保費金額。 
 - 在第1、第2、第3及第4個週年日到期應繳保費，須相等於或多於下表指明之最低保費  
  百分比。

	 	 週年日	 最低保費百分比

  第1個 40%

  第2個 60%

  第3個 80%

  第4個 100%

 最低保費以外之額外保費： 
 - 最低金額：每次為5,000美元
 - 最高累積金額：首次保險金額的30% 

派息率

最低派息率 每年2.25%
(適用於整個保單年期）

最低利息保證  首15個保單年度每年3.0%
(適用於第15個保單週年仍然生效的保單）

派息週期 每月

獎賞

長期客戶獎賞 獎賞為過去60個月的平均賬戶價值之0.1%，並於每5個保單年度派發

優越獎賞 第15個保單年度終結時派發

  首次保險金額	 獎賞

  3,000,000美元或以上 回贈60%已繳付的行政費用

  500,000美元 – 3,000,000美元以下   回贈40%已繳付的行政費用

提取款項

提取款項時期 第1個保單年度後

最低提取金額 5,000美元

年度免費提取限額（免收退保費用） 每年為賬戶價值的3.5%（根據緊接前一個週年日的賬戶價值計算）

保單收費

- 保費費用 已繳保費的6%
	 （從已繳保費中扣除）

- 行政費用 視乎受保人的性別、投保年齡、吸煙習慣、居住地及核保類別而定。
	 （每月從保單賬戶價值中扣除）	 行政費用適用於首15個保單年度。

- 保險費用 視乎受保人的性別、當時年齡、吸煙習慣、居住地及核保類別而定。 
 （每月從保單賬戶價值中扣除）

- 退保費用 視乎受保人的性別、投保年齡、吸煙習慣、居住地及核保類別而定。
	 （從有關保單賬戶價值所遞減的款項中扣除）	 退保費用適用於首15個保單年度並因應以下情況：

 (i)  提取超過年度免費提取限額之賬戶價值3.5%的款項
 (ii) 遞減保險金額
 (iii)保單退保

9.  若未能於有關週年日繳付應繳之保費金額，保單將自有關週年日起計31天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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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Life 保險公司財務評級 (i)

(i)  截至2014年4月3日最近期評級。評級只適用於表示有關公司的財務實力以及理賠能力，並不代表任何產品的表現。
(ii) 有關評級被標準普爾放入“Negative outlook”內。

 
A.M. Best

 
惠譽國際

 
穆迪投資

 
標準普爾  

  

Metropolitan Life A+ AA- Aa3 AA-  
Insurance Company (優質) (非常雄厚) (非常好) (非常雄厚) 

MetLife Alico Life Insurance KK 
尚未評級 尚未評級 尚未評級 

AA-
(MetLife Alico Japan)(ii)    (非常雄厚)

MetLife Insurance A+ AA- Aa3 AA-
Company of Connecticut (優質) (非常雄厚) (非常好) (非常雄厚)

MetLife Investors A+ AA- Aa3 AA-  Insurance Company (優質) (非常雄厚) (非常好) (非常雄厚)

MetLife Investors USA  A+ AA- Aa3 AA- 
Insurance Company (優質) (非常雄厚) (非常好) (非常雄厚)

外國稅務申報及預扣義務

• 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可能會不時受制於外國法律、政府間協議、及與外國政府或稅務機關的協議，包括2010年的《外國帳戶稅務遵守法案》及按該法案頒布的美國財政
部規例。

• 為著遵守上述之法規，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可能被要求向任何政府或稅務機關披露閣下任何或全部保單資料，包括閣下的國籍及稅務居留地。因此，大都會人壽保險有
限公司有權要求閣下（及任何獲得本保單價值、或者更改受益人、或者申索或收取本保單項下的給付利益之人士）應相關要求向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提供所有必要的資
料、即時告知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任何變更和填寫及簽署所需文件。如果閣下或任何所述人士未能作出相關行動，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將有權按需要從根據本保單
應給付的任何款項之中扣除或預扣有關款項或將閣下的保單資料提供給相關政府或稅務機關。

• 如果閣下對其本人或其稅務狀況的影響有所疑問，閣下應該尋找獨立的專業意見。

重要注意事項：
• 以上所載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所有內容及條款概以MetLife 承富傳源萬用壽險（「本計劃」）之保單條款所載為準。
• 本計劃為包含儲蓄成分之保險計劃。部分保費是用作支付保險及有關費用。本計劃之儲蓄成分涉及風險及閣下可能蒙受虧損。若閣下於保單到期日前終止保單，閣下取回

的金額可能低於已繳付的總保費。
• 如閣下對保單並非完全滿意，則在閣下未曾在本保單下作出過任何索償的前提下，可在「冷靜期」內要求取消保單，並獲退還已繳保費。閣下必須於「冷靜期」（保單

交付給閣下／閣下的代表或《通知書》（說明已經可領取保單和「冷靜期」的屆滿日）發予閣下／閣下的代表後起計的21天內，以較早者為準。）內提交簽署的書面通
知，並連同保單送達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香港辦事處。當「冷靜期」屆滿後，如閣下於保單文件中所列之保單到期日前取消保單，該退保價值（如有）或會少於閣
下所繳付的總保費。

• 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為本計劃之承保人，全面負責一切計劃內容、保單批核、保障及賠償事宜。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為美國MetLife, Inc. 於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
以MetLife品牌經營業務。

•  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14號太古城中心3座20樓。
•  本刊物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