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高達港幣60,000元扣稅額及
高達港幣4,500元紅利單位回贈
(請參閱條款及細則)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恒生強積金

稅項寬減  獲享更多



誰可以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下列人士可以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並作出供

款。

▼  任何強積金計劃的僱員成員、自僱人士成員或個人

賬戶持有人；或

▼  任何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

甚麼是「可扣稅自願性供款」(「TVC」)?

這是一種可扣稅的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方式。由
2019/2020 課稅年度開始，你於「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賬戶作出的供款，可用作申請扣除個人入息稅（每年以
港幣 60,000 元為上限）1。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是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三種方式
之一，三者的主要分別如下：

1 此金額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及「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合計可享的總扣除額。
如成員於同一課稅年度（即每年的 4 月 1 日至翌年的 3 月 31 日）同時作出「可扣稅自
願性供款」及「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扣稅額會先用於扣除「可扣稅自願性供款」部分，
餘額則用作扣減「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此稅務優惠只適用於香港納稅人。

2 受強積金供應商所訂立的條款及細則約束。
3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提取安排與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相同，你必須年滿65歲方可提取(基
於法定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則不在此限 )。

供款方式 經僱主從
薪金直接扣除

僱員
自願性供款

由你直接供款

靈活供款 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

由你直接供款

供款次數 一般定期
作出供款

定期或一次性 定期或一次性

可扣稅

提取條件 一般於離職時 任何時候2 與強積金強制性
供款一樣3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特點

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可助你節省稅款外，更可提

升退休儲備。

憑著卓越投資表現及專業服務，恒生強積金於積金評級
「2023 強積金大獎」6、2022《指標》年度強積金大獎 7

及《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領先基金大獎 20228 中
奪得創紀錄的業界殊榮。這些獎項肯定了我們持續向客
戶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並致力為客戶爭取理想投資表
現的努力。

恒生強積金 - 值得信賴的退休夥伴

根據「可扣稅自願性供款」金額，潛在可節省的稅款5

「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金額(港幣) 

以下累進稅率下可節省的稅款(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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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節省的稅款高達10,200

4 你無須承諾在往後年度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並可按自己的需要隨時作出任何款額
的供款。定期供款額為最低每月港幣300元，或最低一次性供款港幣1,000元。

5 表格中的資料僅供參考。實際可節省的稅款因人而異。如你對個人的稅務事宜有任何疑
問，應向獨立專業人士尋求意見。

6 積金評級獎項結果及評級乃根據積金評級的評選標準而選出。
7 《指標》最佳表現強積金大獎是取決於《指標》的量化方法及其工具作出遴選。
8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獎項結果乃根據《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的評選標準以及彭
博數據分析系統裏過去一年、五年及十年的數據而選出。

有關詳情及得獎者名單、評選及╱或評級準則╱方法，請瀏覽恒生強積金網頁的「下載表格
及文件」部分之「強積金獎項單張」。

靈活性供款
供款金額，
隨心所欲 4

全面掌握投資策略
全面掌控自己的

投資方案，充分發揮
儲蓄的增值潛能

可扣稅
就你的應評稅
入息享高達
港幣 60,000 元
扣稅額



9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內的強積金可隨時轉移至不同強積金計劃下的另一個「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賬戶。 相關轉移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累積權益必須由其他強積金計劃轉
入（即非恒生及╱或非滙豐強積金計劃）。

10 所有紅利單位回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基本TVC獎賞

由 2023 年 4 月 16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推廣

期」），你於恒生強積金作出指定金額的「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TVC」）或從其他強積金計劃轉移指定金額的

TVC累積權益至恒生強積金 9，可享高達港幣3,000 元

基本紅利單位回贈 10（「基本 TVC獎賞」）。你作出或轉

移至恒生強積金的 TVC越多，紅利單位回贈越多。

額外 TVC獎賞（只能獲得其中一項）

你將獲得額外50%紅利單位回贈（「額外TVC獎賞」），

如你（i）下載及登入恒生Olive Wellness App或（ii）是「積

金好僱主的員工」，即高達港幣4,500元紅利單位回贈10。

 下載恒生Olive Wellness App

 你於推廣期內開立恒生強積金 TVC 賬戶時，須一併

下載並登入恒生 Olive 健康手機應用程式*（「恒生

Olive Wellness App」），完成後須經指定分行的恒

生強積金專員核實。

 積金好僱主的員工

 你於開立恒生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時，

貴 為 2017-18、2018-19、2019-20、2020-21、

2021-22 或 2022-23 年度積金局「積金好僱主」公司

╱機構的僱員。「積金好僱主」為積金局每年舉辦的

嘉許計劃。你可到積金局網站了解有關「積金好僱主」

的得獎機構名單。

紅利單位回贈優惠

* 此應用程式的平台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管理，請瀏

覽恒生銀行網頁 > 個人理財 > 保險及強積金 > 恒生

Olive了解更多詳情。



11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內的強積金可隨時轉移至不同強積金計劃下的另一個「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賬戶。相關轉移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累積權益必須由其他強積金計劃
轉入（即非恒生及╱或非滙豐強積金計劃）。

溫馨提示：

1. 除了作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外，你亦可以將你的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累積權益從其他強積金計劃轉
移至恒生強積金 11，以享有紅利單位回贈優惠。

2. 為節省你的時間，你可以設立直接付款授權 (DDA)
以每月作出定期「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每月定期供

款額低至港幣300 元，讓你輕鬆累積退休儲備。

 你只需從恒生強積金網頁下載「設立╱更改定期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指示表格」（表格編號：HATA），填

妥並遞交予我們。

級別

累積作出／轉移至
恒生強積金的「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

（港幣）

基本TVC獎賞 額外TVC獎賞

基本紅利
單位回贈
（港幣）

累積的基
本紅利單
位回贈 
（港幣）

額外紅利
單位回贈
（港幣）

累積的額
外紅利單
位回贈 
(港幣 )

累積的基
本及額外
紅利單位
回贈 (港幣 )

1 3,000 100 100 50 50 150

2 30,000 200 300 100 150 450

3 60,000 300 600 150 300 900

4 120,000 800 1,400 400 700 2,100

5 180,000 1,600 3,000 800 1,500 4,500



例子12:

12 此例子展示非下載恒生Olive Wellness App及非「積金好僱主」公司╱機構僱員的情況。
例子中的資料僅供參考。

13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內的強積金可隨時轉移至不同強積金計劃下的另一個「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賬戶。相關轉移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累積權益必須由其他強積金計劃
轉入（即非恒生及╱或非滙豐強積金計劃）。

14 所有紅利單位回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15 此金額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及「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合計可享的總扣除額。
如成員於同一課稅年度 ( 即每年的 4月 1日至翌年的 3月 31 日 ) 同時作出「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及「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扣稅額會先用於扣除「可扣稅自願性供款」部分，
餘額則用作扣減「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保費」。此稅務優惠只適用於香港納稅人。

 你於恒生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賬戶作出 / 轉移合共港幣180,000 元

供款，故此你可享港幣3,000元
紅利單位回贈 14。此外，你可於

2023/24課稅年度內就你的

應評稅入息享港幣 60,000元
扣稅額 15。

2023
作出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從其他強積金

計劃轉移「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累積權益13

從其他強積金計劃
轉移港幣120,000元
的「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累積權益
至恒生強積金

於恒生強積金作
出港幣60,000元
的「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

港幣600元的紅利
單位回贈會於10月
起計2個月內分配
至你的「可扣稅自
願性供款」賬戶

4月

六個月的
持有期

10月

5月

六個月的
持有期

11月 港幣2,400元的紅利
單位回贈會於11月
起計2個月內分配
至你的「可扣稅自
願性供款」賬戶



16 適用於恒生強積金現有成員，及由已成功提交所有必需及已填妥的文件後的第二個工作
天起計算。

立即開立恒生強積金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於恒生強積金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流程簡

單方便，只需最快2個工作天16內便能開立及啟動你的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想了解更多，你可以：

親臨 駐有強積金專員的指定恒生銀行分行。

有關指定分行名單，請參閱恒生強積金網頁。

網上預約 於指定的恒生銀行分行與我們的強積金專員
會面，請瀏覽網上預約網頁。

致電 恒生強積金專線 2997 2838

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我們的強積金網站的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持有人」部分。



恒生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TVC」）
- 「紅利單位回贈優惠」的條款及細則（「優惠」）

1. 是次優惠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提供。

2. 所有成員須經恒生強積金專員登記。

3. 此優惠的推廣期為2023年4月16日至2024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4. 獲得此優惠，客戶必須為:

i. 已持有恒生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合資格賬戶」）的現有成員;或

ii. 於推廣期內成功開立全新恒生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的新合資格賬戶持有人。

 及於推廣期內作指定金額的供款及╱或轉移；如下所述。

5. 此優惠適用於成員於其合資格賬戶作出指定金額的供款及╱或轉移。

6. 有關基本TVC獎賞，請參閱以下條款及細則：

• 若成員符合下列所有條件，其合資格賬戶將根據成員於推廣期內的累積TVC供款或轉

移至合資格賬戶的金額，得到相應級別的紅利單位:

i. 累積TVC供款或轉移至合資格賬戶的金額必須於推廣期內達至各個累積金額；

ii. 於推廣期內相關的TVC供款或轉移至合資格賬戶的金額，必須保存於合資格賬戶

直至持有期（如下所述）完結，成員的合資格賬戶方可得到紅利單位；

iii. 每項累積金額的持有期為該供款或轉入的TVC結餘符合該累積金額，及該供款或

轉入TVC結餘已成功分配至成員的合資格賬戶當日起至六個月，以較遲者為準

（「持有期」）;

iv. 成員於紅利單位分配至合資格賬戶前，並沒有從成員的合資格賬戶轉移或提取任

何強積金累算權益；及

v. 相關轉移的TVC累積權益必須由其他強積金計劃轉入（即非恒生及╱或非滙豐強

積金計劃）。

• 紅利單位將於達到各個累積金額相關的持有期後的2個月內（除非營業日），分配至成

員的合資格賬戶。有關分配乃根據分配當日（i）上述合資格賬戶之投資選擇及（ii）有

關成分基金的單位價格來作出。

• 每位成員只可就累積TVC供款或轉移至成員的合資格賬戶而獲得此優惠一次性的紅利

單位。紅利單位將分配至成員於恒生強積金智選計劃（「智選計劃」）的合資格賬

戶。

7. 有關額外TVC獎賞所得的額外回贈相等於成員於基本TVC獎賞所獲得的紅利單位回贈之

50%，此額外獎賞將於基本TVC獎賞的回贈發放日同日發放。如成員均符合下載恒生Olive 

Wellness App及積金好僱主的員工之額外獎賞的回贈資格，最多只可獲得其中一項額外

TVC獎賞。每個合資格賬戶只可獲得額外獎賞一次。

• 透過下載恒生Olive Wellness App以獲得額外獎賞的回贈資格，成員須於推廣期內開立

合資格賬戶時一併下載並登入恒生Olive Wellness App，完成後須經由駐於指定分行的

強積金專員核實。

• 能否通過積金好僱主的員工以獲得額外獎賞的回贈資格，將根據成員成功開立合資格

賬戶時的就業狀況而定。成員必須為2017-18、2018-19、2019-20、2020-21、

2021-22或2022-23年度積金局「積金好僱主」公司╱機構的僱員。

8. 如成員的合資格賬戶於紅利單位分配前已被取消或終止，成員則不會收到任何基本TVC獎

賞或額外TVC獎賞紅利單位。

9. 紅利單位分配至成員的合資格賬戶後，有關成員將在紅利單位回贈分配日的下一個月內

（除非營業日）收到確認通知。

10. 分配至成員合資格賬戶的紅利單位為賬戶結餘的一部分，將會被收取適用於智選計劃的費

用及收費。有關費用及收費詳情，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11. 該紅利單位回贈將於計劃財政期的強積金成員權益報表中，反映於「紅利單位回贈」的項

目內。

12. 如有關成分基金的紅利單位少於0.001個單位，成員的恒生強積金個人賬戶及╱或TVC賬戶

將不會獲存入該紅利單位。

13. 紅利單位不得於紅利單位分配當刻轉換為現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禮品或產品。



14. 若本行於同一時段就相同的產品或服務推出多於一項推廣活動（包括透過專函

方式提供給客戶的推廣優惠），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成員只可獲享其中一項推

廣優惠，並以本行的決定為準。

15. 若對本優惠紅利單位的資格產生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不得異議。

16. 本行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行亦可能運用酌情權取消及

╱或終止本優惠而毋需事前通知成員。

17.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一概以英語版本為準。

18.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該法律詮釋。

信託人可酌情決定是否接納額外自願性供款、靈活供款及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在任何情況下，信託人保留不接受任何額外自願性供款、靈活供款及可扣

稅自願性供款的絕對權利。

優惠受以上及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的條款及細則約束。

投資涉及風險，往績不能作為未來表現的指標。金融工具（尤其是股票及股

份）之價值及任何來自此類金融工具之收入均可跌可升。有關詳情，包括產

品特點及所涉及的風險，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本文件內列明的資訊只供說明用途，建議你就相關稅務及本文件內容審慎行

事。內容並不構成任何形式的稅務意見。本行亦不會提供稅務意見。如你對

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向獨立人士尋求專業意見。

客戶有權要求他╱她的個人資料不被用作直接促銷用途。客戶可致函九龍中

央郵政信箱73770號（c/o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向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資料保障主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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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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