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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您的顧問查詢

穩定增長之道

如果您需要人壽保險並希望獲得穩定的

增長，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可能

是您的理想選擇。請向您的顧問查詢它

如何助您實現具體目標。

在您的投資組合當中，有些部份可能涉及重大風險，

但人壽保險不會是其中之一。

您購買分紅人壽保險，是為摯愛親人或慈善機構，在您身故後提供保障。

這種保障具有眾多重要的特點，例如保單的保證現金值，就讓您在有生之年

可以靈活運用。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0825),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0825CH-6/20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ased on current Canadian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for Canadian residents. Reasonable effort was made to make 
sure of its accuracy, but errors and omissions are possible. Future changes to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y affect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isn’t intended to be legal or tax advice.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you should talk to an appropriate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sor. 

您可能長時期都用不著這些賠償或特點。但重點是在您

有需要時，它們可以隨時發揮作用 — 例如您可以運用

保單現金值來應急或把握一些機會。

您需要保單的現金值維持穩定，並有所增長，而波動性

也要低於股票投資。

Canada Life™ 可助您一臂之力。

以下是 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其中一些有助於

保單穩定性和增長的特點：

1. 獲保證的賠償金、保費繳付和現金值

2. 下跌風險保障

3. 深思熟慮制定的資產組合

4. 回報平穩化

在變幻不定的時期提供安穩保障

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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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幻不定的時期提供安穩保障

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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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現金值來應急或把握一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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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慮制定的資產組合

為尋求穩定和長期增長，我們管理分紅賬戶就猶如

管理一個廣泛多元化的固定收益賬戶。目前的目標

資產組合是約 75% 固定收益投資及 25% 股票投資。

確切的資產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具體情況取決於

分紅賬戶的投資指引。

目前，佔最大部份的投資是債券和房屋貸款。

我們經過深思熟慮，非常審慎地制定資產組合。

我們專注於高質量的債券、納入受保貸款、

資產多元化，並由專業投資團隊積極管理。

從長遠來看，這種資產組合有助於為您的保單

提供強勁、穩定及低風險的增長。

一個持有較多股票的資產組合意味著可能在某些

時期有較高的增長；但也意味著更多短期波動性

和風險，而我們旨在盡量減低這些不利因素。

分紅人壽保險

紅利價值

同比增長

另類投資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基本保證價值的變動

歸屬價值 : 建立下一層

的「基礎」

廣泛多元化的固定收益賬戶

Canada Life 分紅賬戶所投資的資產

固定收益

股票

政府及
企業債券

房屋貸款

私人配售

普通股及
優先股

現金及
等同現金

僅為大約比例，並可能隨時變動。

房地產

紅利分配息率

紅利分配息率只是影響個別保單表現的一個因素。它是

用以釐定來自分紅賬戶投資的分紅保單擁有人紅利金額，

而它不能直接與某一保單的現金值增長掛鉤。保單現金值

的實際增長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而變動，例如產品類型、

產品特點、保費繳付期、投保年齡、評級、紅利選擇及

紅利分配。

平穩法

我們不會立即將投資損益納入紅利分配息率內。我們

反而會使用平穩法，將損益逐漸納入紅利分配息率內。

這種做法去除了高低的波動，因此有助於向您提供

較穩定的紅利。平穩化的方式在未來可能改變。

回報平穩化

平穩化是通過在一段時間內，把投資損益納入紅利分配息率

來發揮作用的程序。

我們的長線投資策略加上

平穩化方式，有助於減輕

短期波動對分紅保單擁有人

紅利的投資部份所造成

的影響。

平穩法示例圖

未經平穩化的回報

經平穩化的回報

時間
所示回報為假設例子。

回
報

170 多年來，Canada Life 致力於提供分紅人壽保險，

在分紅人壽保險市場上擁有豐富經驗。自1848 年開始，

我們一直向分紅保單擁有人派發紅利，即使在經濟困境時

亦然。我們從未撤離過分紅人壽保險市場，而一貫的優秀

表现足以印證這承諾。

我們將繼續管理分紅賬戶以維持其穩定性和強勁實力。

每年，我們都可能保留分紅賬戶的一些利潤，並累積為

分紅賬戶的部份盈餘。久而久之，Canada Life 累積了

大量盈餘，可用於：

• 幫助確保公司的財務實力和穩健性

• 在出現重大變化期間提供幫助

堅定不移的承諾

面對逆境，保單擁有人紅利仍然表現良好

列出的金額包括 Canada Life、Great-West Life 和 London Life 的數字。 

數字反映在相關年度的公司年報中公佈向保單擁有人派發的紅利金額。數字可能經四捨五入。2001 年之前報告的金額可能包括向加拿大境外簽發
保單派發的保單擁有人紅利。

過往業績並不可被視為未來表現的指標。

獲保證的賠償金、保費及現金值

您保單的穩健性建基於以下幾項保證：獲保證的賠償金

(身故賠償金)，獲保證的保費和獲保證的現金值。

獲保證的身故賠償金

保單的基本保額在您有生之年獲得保證。

獲保證的保費

不論您的年齡，基本保額所需的保費都不會增加。

獲保證的現金值

您的保單具有現金值，您可在有生之年運用這些現金。 

除非您從現金值提款，否則現金值會日漸增長。

這些保證是假設您已繳付所需保費。如果您兌現部份

或全部保額，將會令賠償金和現金值減少，而您也可能

需要就提取的金額報稅。

下跌風險保障

下跌風險是指資產值意外下降的機會。

分紅人壽保險可以保障您資產的下跌風險程度，

因為：

• 如上所述，您保單的基本保額具有獲保證的賠償金及

現金值。

• 從保單的一週年開始，分紅保單擁有人可能會獲得

紅利。紅利可用於購買額外的保險，增購的保險

可能具有相關的現金值。

• 現金值一經存入保單，便歸屬於您。除非得到

保單擁有人授權繳付保費或用作維持保單的

免稅資格外，現金值不會減少或作任何其他用途。

如果市場下跌，它也受到保障。

歸屬示例圖

紅利不獲得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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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慮制定的資產組合

為尋求穩定和長期增長，我們管理分紅賬戶就猶如

管理一個廣泛多元化的固定收益賬戶。目前的目標

資產組合是約 75% 固定收益投資及 25% 股票投資。

確切的資產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具體情況取決於

分紅賬戶的投資指引。

目前，佔最大部份的投資是債券和房屋貸款。

我們經過深思熟慮，非常審慎地制定資產組合。

我們專注於高質量的債券、納入受保貸款、

資產多元化，並由專業投資團隊積極管理。

從長遠來看，這種資產組合有助於為您的保單

提供強勁、穩定及低風險的增長。

一個持有較多股票的資產組合意味著可能在某些

時期有較高的增長；但也意味著更多短期波動性

和風險，而我們旨在盡量減低這些不利因素。

廣泛多元化的固定收益賬戶

Canada Life 分紅賬戶所投資的資產

僅為大約比例，並可能隨時變動。 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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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平穩化

平穩化是通過在一段時間內，把投資損益納入紅利分配息率

來發揮作用的程序。

紅利分配息率

紅利分配息率只是影響個別保單表現的一個因素。它是

用以釐定來自分紅賬戶投資的分紅保單擁有人紅利金額，

而它不能直接與某一保單的現金值增長掛鉤。保單現金值

的實際增長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而變動，例如產品類型、

產品特點、保費繳付期、投保年齡、評級、紅利選擇及

紅利分配。

平穩法

我們不會立即將投資損益納入紅利分配息率內。我們

反而會使用平穩法，將損益逐漸納入紅利分配息率內。

這種做法去除了高低的波動，因此有助於向您提供

較穩定的紅利。平穩化的方式在未來可能改變。

股票

政府及
企業債券

房屋貸款

私人配售

普通股及
優先股

現金及
等同現金 房地產

固定收益



88
-1

92
2

88
-2

39
1

獲保證的賠償金、保費及現金值 深思熟慮制定的資產組合

您保單的穩健性建基於以下幾項保證：獲保證的賠償金

(身故賠償金)，獲保證的保費和獲保證的現金值。

獲保證的身故賠償金

保單的基本保額在您有生之年獲得保證。

獲保證的保費

不論您的年齡，基本保額所需的保費都不會增加。

為尋求穩定和長期增長，我們管理分紅賬戶就猶如

管理一個廣泛多元化的固定收益賬戶。目前的目標

資產組合是約 75% 固定收益投資及 25% 股票投資。

確切的資產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具體情況取決於

分紅賬戶的投資指引。

目前，佔最大部份的投資是債券和房屋貸款。

我們經過深思熟慮，非常審慎地制定資產組合。

我們專注於高質量的債券、納入受保貸款、

資產多元化，並由專業投資團隊積極管理。

從長遠來看，這種資產組合有助於為您的保單

提供強勁、穩定及低風險的增長。

一個持有較多股票的資產組合意味著可能在某些

時期有較高的增長；但也意味著更多短期波動性

和風險，而我們旨在盡量減低這些不利因素。

獲保證的現金值

您的保單具有現金值，您可在有生之年運用這些現金。 

除非您從現金值提款，否則現金值會日漸增長。

這些保證是假設您已繳付所需保費。如果您兌現部份

或全部保額，將會令賠償金和現金值減少，而您也可能

需要就提取的金額報稅。

下跌風險保障

下跌風險是指資產值意外下降的機會。

分紅人壽保險可以保障您資產的下跌風險程度，

因為：

• 如上所述，您保單的基本保額具有獲保證的賠償金及

 現金值。

• 從保單的一週年開始，分紅保單擁有人可能會獲得

 紅利。紅利可用於購買額外的保險，增購的保險

 可能具有相關的現金值。

• 現金值一經存入保單，便歸屬於您。除非得到

 保單擁有人授權繳付保費或用作維持保單的

 免稅資格外，現金值不會減少或作任何其他用途。

 如果市場下跌，它也受到保障。

歸屬示例圖

分紅人壽保險

紅利價值

同比增長

另類投資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紅利不獲得保證

基本保證價值的變動

歸屬價值 : 建立下一層

的「基礎」

廣泛多元化的固定收益賬戶

Canada Life 分紅賬戶所投資的資產

固定收益

股票

政府及
企業債券

房屋貸款

私人配售

普通股及
優先股

現金及
等同現金

僅為大約比例，並可能隨時變動。

房地產

紅利分配息率

紅利分配息率只是影響個別保單表現的一個因素。它是

用以釐定來自分紅賬戶投資的分紅保單擁有人紅利金額，

而它不能直接與某一保單的現金值增長掛鉤。保單現金值

的實際增長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而變動，例如產品類型、

產品特點、保費繳付期、投保年齡、評級、紅利選擇及

紅利分配。

平穩法

我們不會立即將投資損益納入紅利分配息率內。我們

反而會使用平穩法，將損益逐漸納入紅利分配息率內。

這種做法去除了高低的波動，因此有助於向您提供

較穩定的紅利。平穩化的方式在未來可能改變。

回報平穩化

平穩化是通過在一段時間內，把投資損益納入紅利分配息率

來發揮作用的程序。

回
報

我們的長線投資策略加上

平穩化方式，有助於減輕

短期波動對分紅保單擁有人

紅利的投資部份所造成

的影響。

平穩法示例圖

所示回報為假設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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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不移的承諾

170 多年來，Canada Life 致力於提供分紅人壽保險，

在分紅人壽保險市場上擁有豐富經驗。自1848 年開始，

我們一直向分紅保單擁有人派發紅利，即使在經濟困境時

亦然。我們從未撤離過分紅人壽保險市場，而一貫的優秀

表现足以印證這承諾。

我們將繼續管理分紅賬戶以維持其穩定性和強勁實力。

每年，我們都可能保留分紅賬戶的一些利潤，並累積為

分紅賬戶的部份盈餘。久而久之，Canada Life 累積了

大量盈餘，可用於：

• 幫助確保公司的財務實力和穩健性

• 在出現重大變化期間提供幫助

面對逆境，保單擁有人紅利仍然表現良好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

$56 萬300

1930 
經濟大薫條

$1,350 萬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

$880萬

1945 
篤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870 萬

1957 
1957經濟衰退

$2,530 萬

1970 
越戰

$7,280 萬

1974 
石油危機(1974-1975) 
$1 億 50萬

1981 
1981 經濟衰退

$2 億 3,100 萬

2001 
911 事件後經濟蕭條

$6億 6,260 萬

2008 
金融危機

$8億 8,360 萬

列出的金額包括 Canada Life、Great-West Life 和 London Life 的數字。 

數字反映在相關年度的公司年報中公佈向保單擁有人派發的紅利金額。數字可能經四捨五入。2001 年之前報告的金額可能包括向加拿大境外簽發
保單派發的保單擁有人紅利。

過往業績並不可被視為未來表現的指標。

未經平穩化的回報

經平穩化的回報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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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幻不定的時期提供安穩保障

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在您的投資組合當中，有些部份可能涉及重大風險，

但人壽保險不會是其中之一。

您購買分紅人壽保險，是為摯愛親人或慈善機構，在您身故後提供保障。

這種保障具有眾多重要的特點，例如保單的保證現金值，就讓您在有生之年

可以靈活運用。

您可能長時期都用不著這些賠償或特點。但重點是在您

有需要時，它們可以隨時發揮作用 — 例如您可以運用

保單現金值來應急或把握一些機會。

您需要保單的現金值維持穩定，並有所增長，而波動性

也要低於股票投資。

Canada Life™ 可助您一臂之力。

以下是 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其中一些有助於

保單穩定性和增長的特點：

1. 獲保證的賠償金、保費繳付和現金值

2. 下跌風險保障

3. 深思熟慮制定的資產組合

4. 回報平穩化

請向您的顧問查詢

穩定增長之道

如果您需要人壽保險並希望獲得穩定的

增長，Canada Life 分紅人壽保險可能

是您的理想選擇。請向您的顧問查詢它

如何助您實現具體目標。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ased on current Canadian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for Canadian residents. Reasonable effort was made to make 
sure of its accuracy, but errors and omissions are possible. Future changes to 
tax legislation and its interpretation may affect this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general in nature and isn’t intended to be legal or tax advice. For specific 
situations, you should talk to an appropriate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sor.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0825),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46-10825CH-6/20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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