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2019 年 4月說明書 
第一份補編

本第一份補編構成2 0 1 9年4月的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本集成信託」）說明書 
（「說明書」）的一部分，並應連同該說明書一併參閱。除另有說明外，所有載於本第一份補編以黑

體字界定的詞語，應具有在說明書內的相同意思。保薦人和受託人就本第一份補編所載資料於其刊發

日期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由2019年4月1日起生效，本說明書將作出以下更改：

1. 於「重要須知」一節 – 第二段後加入以下新措辭：

 「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強積金計劃或匯集投資基金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強積金計劃或匯集

投資基金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更不代表強積金計劃或匯集投資基金適合所有計劃參與者

或基金持有人，或認許強積金計劃或 匯集投資基金適合任何個別計劃參與者或基金持有人。」 

2. 第2頁 – 標題為「定義」一節將加入以下新增定義，並以適當字母順序排列：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界定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具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中的相同涵義」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 是一位已簽署文件（本說明書為方便而統稱為該成員的 
    『參與協議』）以參與本集成信託成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賬戶持有人的成員」

3. 第5頁 – 標題為「關於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一節下，「參加辦法」分節之第一段須全
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以下合資格人士可藉簽署參與協議而加入本集成信託：

 • 任何僱主；

 • 任何自僱人士；

 • 有意轉移至本集成信託的任何僱員，而其累算權益歸屬於（i）該僱員就其現時受僱工作而作出 
 的強制性供款；或（ii）由該僱員或就該僱員支付、並歸屬於其以往的受僱工作或以往的自僱 
 工作的強制性供款；或（iii）其在另一個註冊計劃中的全部或任何一個 或多個個人賬戶；

 • 任何合資格人士，包括有意作為個人賬戶持有人而參加本集成信託的人士或有意作為特別自願 
 性供款賬戶成員而向本集成信託作出特別自願性供款的人士；及

 • 任何合資格並希望在本集成信託中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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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6頁 – 標題為「關於東亞（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一節下「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成員的供款
及權益」分節後加入以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的供款及權益」分節：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的供款及權益

 任何符合『供款』一節下的分節『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下之『資格』一段所述的資格要求的人

士，則可設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並向該賬戶支付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存入該賬戶的可扣稅自

願性供款將符合根據《稅務條例》扣除稅項資格。於2019年4月1日起生效，本集成信託向合資格
人士提供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特點如下：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僅可由合資格人士在有關條件規限下，直接存入強積金計劃下的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賬戶內，以享受稅務優惠。詳情請分別參閱標題為「供款」一節下的分節「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下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稅務優惠安排」與「資格」一段；

 • 僱主毋須參與；

 • 儘管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屬自願性質，其仍須受強制性供款適用的相同歸屬、保存及提取限制規 
 限。因此，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包括超過某一課稅年度最高稅項減免限額的可扣稅自願性供 
 款）所得的任何累算權益將予保留，且僅可在退休後年滿65歲或基於強積金法例下的其他法定 
 理由，方可提取。有關詳情，請參閱「供款」一節下的分節『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下的「提取 
 及終止」一段。」

   
5. 第32頁 - 標題為「供款」一節下「自願性供款」分節後加入以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分節：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稅務優惠安排

 
 《稅務條例》載有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每個課稅年度的最高稅務優惠金額，於2019/2020課稅年度為

港幣60,000元。請注意，該稅務優惠金額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及其他合資格年金保費的總限額，
而非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單一限額；且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將比合資格年金保費優先適用於是項扣

稅的任何申報。

 如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是由本集成信託成員於某一個課稅年度內作出，受託人將向每名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賬戶持有人提供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概要，以便協助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填寫報稅

表。有關概要將於相關課稅年度終結後約5月10日（即於4月1日開始的下一課稅年度初起計40日
（除非第40日不是工作天，則以下一工作天計算）期間屆滿之前）備妥。

 資格

 任何人屬於以下任何一個類別，均可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 強積金計劃的僱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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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強積金計劃的自僱人士成員；

 • 強積金計劃的個人賬戶持有人；

 •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5條獲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 

 每名合資格人士僅可在每個強積金計劃下開立一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若（i）有理由知悉受託人獲提供的資料及文件為不準確或不完整；（ii）申請人未能提供受託人
為確保遵守反洗錢／報稅相關的適用法例及規例而要求的資料及文件；及／或（iii）在受託人和 
保薦人可能認為恰當的其他情況下，受託人可拒絕任何於本集成信託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的申請。

 基於風險管理和合規的目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被拒絕的情況（如上一段中的（i）至（iii））可
能出現。任何被拒絕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不含利息）將在收到任何此類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後45
天內退還，除非出於某些特殊規管原因導致受託人無法在此時間範圍內退款。

 供款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僅可存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該賬戶獨立於供款賬戶或個人賬戶。凡未存

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自願性供款，概不屬於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例如僱員

成員透過其僱主作出的自願性供款，將不合資格進行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稅項減免申報）。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須受強制性供款適用的相同歸屬、保存及提取規定規限。是項規定亦適用於超

過每個課稅年度最高可扣稅金額的供款。

 相關參與協議訂明了存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的最低金額及／或供款頻率的限制。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一經存入本集成信託，則將悉數歸屬於計劃成員。

 為免產生疑問，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對累算權益的保障不適用於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

戶，意即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所得累算權益一般將作為破產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財產的一

部分而歸屬於破產案受託人或破產管理署署長。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可根據其自身情況及承受風險水平，自行甄選基金或選擇投資於本

集成信託下的「預設投資策略」（於標題為「供款」一節中所界定）。若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持有人在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時未向受託人提交有效的投資指示或並無作出任何投資選

擇，其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將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有關「預設投資策略」安排的詳情，請參

閱本說明書「供款」一節。 

 可調動性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可以轉移，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應注意：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可隨時選擇將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所得累算權益，轉移至另一提供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強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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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移須以一筆過形式進行（全部賬戶結餘）；

 • 轉出累算權益的原強積金計劃下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而導致結餘為零），於進行有關轉 
 移後或會被終止；

 • 為免產生疑問，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所得累算權益轉移至該成員於另一強積金計劃下的另一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不可申報稅項減免；及

 •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所得累算權益轉移至該成員於另一強積金計劃下的另一可扣稅自願性供 
 款賬戶，亦須受強積金規例下強制性供款適用的相同保存及提取限制規限。    

 提取及終止

 與強制性供款所得累算權益相同，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所得累算權益僅在以下提取條件下支付：

 • 退休（年滿65歲）／提早退休（年滿60歲並已終止所有受僱／自僱工作，且無意再次受僱或自 
 僱）

 • 死亡

 • 小額結餘

 •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

 •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 罹患末期疾病。

 此外，受託人必須為以下提取條件提供分階段提取選項：

 • 退休（年滿65歲）

 • 提早退休（年滿60歲並已終止所有受僱／自僱工作，且無意再次受僱或自僱）

 除了提取累算權益外，受託人可在以下情況下終止成員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1.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的結餘為零；及

 2.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於365日內無交易活動。」

6. 第37頁 – 標題為「供款」一節下的分節「累算權益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的情況」下，第（i）段分
段（a）的第一句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當成員（包括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成員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加入本集成信託或於

本集成信託設立新賬戶時，他們有機會為其未來供款和從另一個計劃轉移的累算權益提出特定投

資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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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41頁 – 標題為「權益」一節下之分節「享有權益」，第一段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列的情況下，各成員（包括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將有權

就對本集成信託作出的強制性供款及／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如適用）享有權益。現時，該等情

況包括成員（i）達到65歲，（ii）在達到60歲後永久性地終止受僱或自僱或 由於完全喪失行為能

力而終止受僱或自僱，（iii）罹患末期疾病，（iv）永久地離開香港，（v）死亡 或（vi）根據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有權索取小額權益。」

8. 第42頁 – 標題為「權益」一節的分節「權益的支付」下，「以分期方式提取」段落的第一段須全

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就有權享有對強制性供款、自願性供款及／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如適用）權益的成員 

（「合資格成員」）而言，當該成員年 滿65歲或於年滿60歲後永久終止受僱或自僱，可選擇以整

筆款項或分期方式（即部分提取）獲支付其自強制性供款、自願性供款及／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如適用）所產生的權益（統稱「合資格權益」）。在成員有權享有強制性、自願性供款及／或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權益的其他情況下，並不可作出有關選擇及權益將僅以整筆款項支付。」

9. 第42頁 – 標題為「權益」一節的分節「權益的支付」下，「以分期方式提取」段落的第五段末尾

須加入以下新措辭：

 「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說明書的『收費表』一節下的收費表『（E）其他服務收費』。」

10. 第42頁 – 標題為「權益」一節的分節「權益的支付」下，「以分期方式提取」段落的第七段須全

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在符合以下兩段的情況下，如合資格成員有意提取於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內的部分而非全

部合資格權益，該成員應先以就其合資格權益提出有效申索（即提取所有累算權益，而非僅提取

部分權益的申索，一如在本說明書中附件1中標題為『有效申索』的意思」的分節所述）。根據由

並非個人賬戶持有人、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成員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的合資格成員提

出的有效申索，該合資格成員在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內持有的合資格權益將會在有保證的情

況下轉移至個人賬戶，以享有本金保證及保證回報率的全數利益，直至轉移之日為止。在作出有

關轉移後，以分期方式提取個人賬戶的結餘將會被視為在並非發生合符規定事項的情況下對東亞

（強積金）保證基金進行「贖回或轉換」，合資格成員將喪失所提取金額的保證權利。惟若在進

行轉移後，合資格成員於其後在發生合符規定事項的情況下，就其個人賬戶的所有剩餘結餘提出

提取結餘的有效申索，則合資格成員將由轉移至個人賬戶之日至提取結餘之日期間，就其個人賬

戶的剩餘結餘根據新適用率（於本說明書中附件1中「保證機制」一節說明）獲得保證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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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42頁 – 標題為「權益」一節的分節「權益的支付」下，「以分期方式提取」段落的第九段須全

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 如合資格成員（即合符規定事項 （a） 的成員）於本集成信託的個人賬戶、特別自願性供款賬

戶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視屬何情況而定）內持有權益，並有意提取其於東亞（強積金）保

證基金內的部分（而非全部）累算權益，其亦將就以分期方式提取其於個人賬戶、特別自願性供

款賬戶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視屬何情況而定）結餘喪失保證權利，原因是以分期方式作出

有關提取並不符合有效申索的規定（須就全部累算權益提出申索）。惟若合資格成員於其後 在發

生合符規定事項的情況下，就個人賬戶、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視屬何

情況而定）的所有剩餘結餘提出有效申索，成員將仍享有個人賬戶、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或可扣

稅自願性供款賬戶（視屬何情況而定）的剩餘結餘的保證權利。

12. 第45頁 – 標題為「累算權益的轉移」一節的分節「轉移至其他計劃或本集成信託中的其他賬戶」

下，在緊接該分節的倒數第四段之前須加入以下段落：

 「有關將本集成信託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中的累算權益轉移至另一項計劃的詳情，請參閱

『供款』一節的分節『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下之『可調動性』一段。」

13. 第46頁 – 標題為「累算權益的轉移」一節的分節「來自其他計劃的轉移」下，在緊接該分節的最

後一段後須加入以下段落：

 「有關將另一項計劃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中的累算權益轉移至本集成信託的詳情，請參閱

『供款』一節的分節『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下之『可調動性』一段。」

14. 第59頁 – 標題為「收費及支出」一節的分節「收費表」下，列表標題為「（E）其他服務收費」

第一欄中標題為「以分期方式（如適用）自強制性或自願性供款（視屬何情況而定）提取權益的

支付」的部分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以分期方式（如適用）自強制性或自

願性供款（視屬何情況而定）提取權

益的支付

收費（HKD） 付款人 收款人

任何曆年（由每年 1月 1 日至該年的

12月 31日期間）內的首12期（或受

託人釐定的該等額外分期提取次數）

分期提取

免費（除一般規例所准許的

任何交易費用外，該費用應

支付予受託人以外的某方）
成員 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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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65頁 – 標題為「稅務」一節下，緊接「就自僱人士而言」分節後須加入以下「就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賬戶持有人而言」 分節：

 「就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而言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將能夠扣除存入其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但

受限於《稅務條例》規定的每年最高扣稅額。更多資料可參閱『供款』一節的分節『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下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稅務優惠安排』一段。 」

16. 第68頁 – 標題為附件1「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的分節「保證的提供」下，「在發生『合符

規定事項』時的保證」中的（f）分段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f）成員終止受僱，而且成員持續（透過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投資於基礎基金的期間

（直至 並包括其受僱的最後1日）（「合符規定期間」）須至少為36個整月。（此要求只適用於

經由參 與本集成信託公司所僱用的成員。）該合符規定期間是按計劃賬戶的層面（見下文的保證

機 制說明）釐定。若成員（或其遺產代理人）在並非發生合符規定事項的情況下對東亞（強積

金） 保證基金進行贖回、轉換或提取基金單位，則該成員的合符規定期間也可能被重訂為零）。 

為免生疑問，條件（f）並不適用於自僱人士、個人賬戶持有人、特別自願性供款賬戶成員或可扣

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

以分期方式（如適用）自強制性或自

願性供款（視屬何情況而定）提取權

益的支付

收費（HKD） 付款人 收款人

在同一曆年（由每年 1月 1日至該年

的 12月 31日期間）內的首12期（或

受託人釐定的該等額外免費分期提取

次數）分期提取後的每次額外提取

每次分期提取收取 $100（再

加上一般規例所准許的任何

必需交易費用，該費用應支

付予受託人以外某方）

注意：此類費用不適用於： 

• 在受託人收到由成員作  

出的有效提取請求時，該成

員已將全部或部分累算權益

投資於東亞（強積金）核心

累積基金和／或東亞（強積

金）65歲後基金；

• 從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

戶中作出的任何權益提取。

成員 受託人

附註：此等收費不適用於： 

• 若受託人從成員處接收

有效的提取請求時，該

成員已將全部或部分累

算權益投資於東亞（強

積金）核心累積基金和

／或東亞（強積金）65

歲後基金；

• 從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

戶中作出的任何權益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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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68頁 – 標題為附件1「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的分節「保證的提供」下，「在發生『合符

規定事項』時的保證」中的最後一段須全部刪除，並以下文取代：

 「條件（a）至（e），及（g）適用於僱員成員、自僱人士、個人賬戶持有人、特別自願性供款賬
戶成員及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

18. 第70頁 – 標題為附件1「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下的「保證機制」分節下，第一段須全部刪
除，並以下文取代：

 「保證將獨立提供予成員的每一計劃賬戶作出的供款。就此而言，「計劃賬戶」指由受託人依據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在本集成信託下為該成員所維持的分賬戶或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如適

用）（即關於僱主強制性供款、成員強 制性供款、僱主自願性供款、成員自願性供款的獨立計劃
賬戶及成員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在保證機制下，將會就成員的每一計劃賬戶維持一個「合符

規定結餘」*。每當就個別計劃賬戶（透過東亞（強積金）保證基金）對基礎基金作出供款時，一
筆相等於所作出供款的款額將記入該計劃賬戶的合符規定結餘。利息將繼而按下述方式記入該計

劃賬戶的合符規定結餘。」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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