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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投保申請均需填妥《轉保問卷》

轉保問卷
本投保申請的保險公司名稱：
投保申請書編號：

瑞達國際 (Quilter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

申請人姓名：

投連壽險保單名稱：

綜合投資相連計劃

全才投資相連計劃

先機資本理財計劃

閣下是否使用或打算使用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部分或全部資金，或使用或打算使用通過減少現有保單的應
付保費而節省的金額，以資助 閣下購買新的人壽保險保單？例如，此等資金或金額可能來自：
a) 就 閣下現有保單作出退保 / 部分退保的安排，以獲得其退保價值
b) 從 閣下現有保單中提取保單貸款 ( 包括自動保費貸款 )
c) 從 閣下現有保單中提取保單價值 ( 例如：套現紅利或贖回基金單位等 )
d) 容許 閣下現有保單失效 ( 例如：終止支付保費 )
e) 行使 閣下現有保單中「保費假期」的權利
是

尚未決定

否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剔號（只可選擇一項）

若 閣下的回答「是」或「尚未決定」
，閣下須完成《重要資料聲明書 - 轉保》(IFS-PR)，
閣下的持牌保險中介人必須向 閣下解釋有關詳情。

如閣下購買此新保單以轉保及取代現有保單，閣下應尋求專業意見以了解風險及轉保的不利後果。「轉
保」是指閣下透過a)至e)其中一項的方式使用(或打算使用)現有人壽保單的部分(或全部)現金價值總額，
或通過減少現有保單應付保費而節省的任何全額，以資助購買新的人壽保單。
忠告：請小心回答上述問題。就現有保單作出變更未必符合 閣下的最佳利益。閣下的持牌保險中介人
必須向 閣下解釋有關變更對 閣下的財務、受保資格及索償資格所構成的影響。因此，閣下的持牌保險
中介人可能會向 閣下索取 閣下現有保單的某些資料。閣下可能需要聯絡現有保單的保險公司並向其索
取有關現有保單準確及最新的資料。
申請人簽署

日期 ( 日／月／年 )

持牌保險經紀中介人簽署

日期 ( 日／月／年 )

持牌保險經紀中介人姓名

保險經紀中介人牌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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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閣下於《轉保問卷》回答「是」或「尚未決定」，請填寫此 IFS-PR 聲明。

重要資料聲明書——轉保

IFS-PR

此《重要資料聲明書⸺轉保》《聲明書》
(
) 旨在協助 閣下了解以新的人壽保險保單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
單所需要考慮的因素及相關風險。閣下的持牌保險中介人必須向 閣下解釋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影響
及相關風險。

若 閣下並非完全明白下文任何段落之內容，或 閣下的持牌保險中介人向 閣下提供的意見或資料與本
《聲明書》所載的資料有差異，則 閣下請勿簽署本《聲明書》，以及不應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單。
閣下應知道之重要事項 於 閣下簽署前請務必細閱。
閣下的保險中介人必須向 閣下詳細解釋的內容。
財務影響(IFS-PR)

(1)

(2)

(3)

(4)

(5)

(6)
(7)

(8)

知情的決定：人壽保險保單通常具較長年期。若 閣下退保／從現有人壽保險保單中提取保單抵押
貸款／提取保單價值／暫停或終止支付保費／減少應付保費，閣下通常會蒙受損失 ( 尤其是在保單
早年的時期 )，包括因需要支付收費而蒙受損失。閣下應仔細比較現有人壽保險保單與擬購買的新
的人壽保險保單，並在作出最終決定前評估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單是否最為符合 閣下之最佳利益。
閣下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退保／失效所得的現金價值與已支付的總保費之差額 – 就現有人壽保險保
單退保或允許其失效所得的現金價值可能會少於 閣下已支付的總保費，即 閣下可能會蒙受損失。
此外，閣下或需承擔因退保或允許保單失效而衍生的退保費用。

保單貸款的利息 – 發出 閣下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保險公司可能會自 閣下提取保單貸款當日起收取
利息。閣下應該仔細檢閱定期報表，以了解於有關時期的期初和期末貸款餘額，以及該期間收取的
利息金額。如果累計貸款金額 ( 及利息 ) 超出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賬戶價值／現金價值的指定水
平，則 閣下的現有人壽保險保單可能會被終止。

提取保單款項／部分退保費用 – 若 閣下於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保單有效期前的訂明期限內，提取保
單價值或部分退保，閣下或需支付相關費用。就 閣下打算購買的新的人壽保險保單而言，閣下或
需於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的保單有效期前的訂明期限內，支付其他提前退保／提取保單價值的費用。
開立保單費用及持牌保險中介人的酬勞 – 若 閣下購買新的人壽保險保單，大部分最初所支付的保費
可能會用於繳付保險公司的保單行政費及持牌保險中介人的酬勞。 因此，閣下可能需要為取代現
有人壽保險保單而承擔額外開支。

較高的保費 – 因 閣下的年齡增長，及健康狀況、職業、生活方式／習慣及所參與的康樂活動有所改
變 ( 與 閣下購買現有人壽保險保單時相比 )，閣下或需為新的人壽保險保單支付較高的保費。
現有人壽保險保單下財務利益的損失 – 閣下或會損失現有人壽保險保單多年來累積的財務利益 ( 例
如：長期客戶獎賞或紅利 ) 或損失有權從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獲得的財務利益 ( 例如：終期紅利或保
單紅利 )。

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的財務利益並非保證 – 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的說明所述利益可能並非屬保證利益，
並會受發出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的保險公司的表現所影響。若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為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保單，則其說明所述利益的計算只基於假設回報率。

受保資格的影響

(9)

保障範圍的轉變 – 若 閣下購買新的人壽保險保單，並以其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單，則現有人壽保險
保單的部分保障，可能會因 閣下年齡、健康狀況、職業、生活方式／習慣及參與的康樂活動有所
轉變，而不包括在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的受保範圍內。此外，新的人壽保險保單可能並不會包括 閣
下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附加保障利益。
索償資格的影響

(10) 若 閣下就現有人壽保險保單退保或允許其失效，則現有人壽保險保單將不再為 閣下提供保障。此
外，視乎新的人壽保險保單的條款及細則，某些保障的等候期或需重新計算 ( 例如：醫療、危疾、
自殺或不可爭議的情況 )。
聲明

保險中介人聲明

本人聲明，本人已經與申請人討論並解釋申請人就以新的人壽保險保單取代現有人壽保險保單的決定對
其的影響及相關風險 ( 包括上述各項 )；本人亦聲明，本人並無作出任何不準確或誤導的陳述或比較，或
隱瞞任何可能影響申請人／投保人的決定的資料。
持牌保險經紀中介人簽署

持牌保險經紀中介人姓名
D

保險經紀中介人牌照號碼

D

M

M

Y

日期 ( 日／月／年 )

Y

Y

Y

申請人聲明 :

本人明白上述各項之內容。

忠告：閣下必須細閱所有項目，以及確保在簽署本《聲明書》前，持牌保險中介人已經向 閣下解釋本《聲
明書》上所有資料。
申請人簽署

申請人姓名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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