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tached MPF(S) – W(R) Form is to be completed by any person who wishes to claim for payment of accrued benefits from a 
MPF scheme on ground of Attaining the Retirement Age of 65 or Early Retirement. 
 
附表  (第MPF(S) – W(R) 號表格)  是供基於已達到 6 5歲退休年齡或提早退休的理由而擬向強積金計劃提出
申索累算權益的人士填報。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forms together with this signed cover sheet and required documents: 
請將填妥表格連同此簽署頁面及所需文件郵寄至:          
 
Principal Trust Company (Asia) Limited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30/F Millennium City 6,                                                               香港九龍觀塘 
392 Kwun Tong Road,                                                                  觀塘道 392號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創紀之城 6期 30樓 
 
Tel No. for Enquiry: (852) 2802-2812 / 2885 8011 查詢電話: (852) 2802-2812 / 2885 8011 
 

 
NOTES  注意： 
 A photocopy of your HKID Card / Passport for verification must be enclosed with this form.  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須
隨本表格附上，以作核實。 

 For the last payment of withdrawing accrued benefits by installment, the actual amount paid out may be more or less 
than the specified withdrawal amount in the Form. The account with no account balance after completion of last 
withdrawal request shall be closed except we receive any subsequent contributions or transfer-in benefits to your 
account before the termination is completed. 在最後一期以分期方式提取之累算權益，實際支付權益可能多於或少
於本表格上的註明提取金額。完成最後一次申索及沒有結餘的帳戶將被取消，於取消完成前有任何供款或權益
轉移至帳戶內除外。 

 
IMPORTANT NOTES on PRINCIPAL GUARANTEED FUND for PRINCIPAL MPF – SMART PLAN only 
信安 - 明智之選 - 信安保證基金之重要事項： 
 Members should note that 會員應注意 

 
The Principal Guaranteed Fund (“Fund”) is a non-unitized constituent fund and invests solely in a single approved 
pooled investment fund in the form of an insurance policy issued by Principal Insurance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Sponsor”). The guarantee of the Principal Guaranteed Fund Policy, in which the Principal Guaranteed Fund 
of the Principal MPF – Smart Plan invests, is given by the Sponsor. Your investments in this constituent fund, if any, are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credit risks of the Sponsor. The guarantee applies in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only. Please refer to 
Section 5.1(6) of the offering document of the Principal MPF - Smart Plan for details of the credit risk, guarantee 
features and guarantee conditions. Upon realization of units in this constituent fund other than under the guarantee 
conditions, the proceeds of realization are subject to a reduction by the Sponsor of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member's 
account balance (or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account balance). The rate of redu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Sponsor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nd can be changed by the Sponsor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The current maximum rate of 
reduction is 5%.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Authority”), the 
maximum rate may be increased. For the latest declared crediting rate and rate of reduction, please call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at 2802 2812. 
 
信安保證基金(「本基金」)乃非單位化的成分基金並只投資於由美國信安保險有限公司(「保薦人」)提供以保單
形式成立的單一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信安強積金－明智之選的信安保證基金所投資的信安保證基金保單之保證
由保薦人提供。因此，您於此成分基金的投資(如有)會受保薦人的信用風險所影響。此項保證只適用於特定情
況。有關信用風險、保證特點及保證條件的詳情，請參閱信安強積金－明智之選說明書的 5.1(6)部份。在保證
條件以外的情況變現此成分基金的單位時，變現該等單位的收益將會受制於保薦人的扣減。此扣減將相等於會
員的賬戶結餘 (或賬戶結餘之有關部份) 之若干百分比。扣減比率由保薦人全權決定並可隨時更改而不會另行通
知。現時扣減比率最高為 5%，而此最高比率經積金局批准可定為更高之百分比。有關最新公佈之年利率及扣
減比率，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查詢 2802 2812。 

 
Members should note that investment markets could fluctuate significantly. Fund prices may go down as well as up.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given the time required to implement fund switching instructions, such instructions will 
achieve your desired results. Please carefully consider your own risk tolerance level and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your own retirement plan)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choices. If in doubt, please contact your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 for further details. 

 
成員必須注意投資市場可能出現顯著的波動，基金單位價格可跌可升。由於處理有關基金轉換投資指示需要一
定的時間，因此未必能夠保證達到您預期的結果。在作出投資選擇前，您必須小心衡量個人可承受風險的程度
及財政狀況（包括您的退休計劃）。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您的獨立財務顧問了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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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ad this important note before you complete the Form MPF(S)-W(O), Form MPF(S)- W(R), 
Form MPF(S)-P(M) and Notice of Request Severance Payment/Long Service Payment:- 

To process the withdrawals / transfer of MPF accrued benefits, the below document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Trustee. 

- Notice of Member Termination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ether Severance Payment (“SP”) / Long
Service Payment (“LSP”) offsetting is involved (to be completed by employer). If outstanding
document, the Trustee needs to follow up with employer or employee before releasing / transferring
the accrued benefits.

- Request for SP / LSP offsetting (to be completed by employer and signed by both employer and
terminated member, if applicable). If Employer indicates the need to offset SP/LSP but the relevant
document is outstanding, the Trustee needs to follow up with employer or employee before
releasing / transferring the accrued benefits. If Employer does not provid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before the deadline which set by the Trustee, the trustee will proceed with the benefit paid out /
transfer out of all the member’s accrued benefits from the terminated member’s account after the
deadline.

- Fund Transfer Form / Claim Form – (to be completed by terminated member). If the Trustee does
not receive the Fund Transfer Form / Claim Form within 3 months after the Trustee is notified of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the MPF accrued benefit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 personal account under
Principal MPF Scheme.  If SP / LSP offset is involved, it will be processed at the same time.

請於填寫表格 MPF(S)-W(O)、 MPF(S)-W(R)、MPF(S)-P(M) 及要求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通知前細閱此
重要事項： 

在處理提取/轉移強積金累算權益時,以下文件需遞交予受託人。 
- 僱員離職通知書以確保是否涉及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由僱主填寫)。如文件未齊全，受託人需與

僱主或僱員作出跟進，才可提取/轉移有關累算權益。

- 要求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如適用，由僱主填寫並由僱主及離職僱員簽署)。如僱主表示要對沖遣
散費/長期服務金但有關文件未齊全，受託人需與僱主或僱員作出跟進，才可提取/轉移有關累算權
益。若僱主在受託人設定的截止日期前未能提供相關文件，受託人將會於該截止日期後把會員/成員
所有累算權益提取或轉出其終止會員/成員戶口。

- 計劃會員/成員資金轉移申請表 / 申索累算權益的表格(由離職僱員填寫)。如受託人於獲知終止受僱
後三個月內，未收到計劃會員/成員資金轉移申請表/申索累算權益的表格，則強積金累算權益將轉
移到信安強積金計劃內的個人帳戶。如要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金，會在此同時處理。

  

   

  
 

   

  
   

 

 

 

  

This section is only for Employer / Employee read only. 此部份只供僱主/僱員閱讀。 

 

                 

                 

  

 
  

  

    

 

        

 

                 

                 

  

 
  

  

    

 

        

Important Notes on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  for Member

If  you  have  changed  your  telephone  number,  residence  address  or  mailing  address  that  involves  in  a  change  of
jurisdiction or country, or you have changed your tax residence, please provide an updated Self-Certification Form-
Individual  to  Principal  within  30  days  of  such  changes.  The  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our  website  at
www.principal.com.hk.

共同滙報標準  (“CRS”)會員/成員重要提示  :

若  閣下更改電話號碼、住址或通訊地址，而涉及改變司法管轄區或國家，又或是更改稅務居住地，請於更改生效後
30天內向信安提交一份更新的「自我證明表格  –  個人」。表格可於本公司網頁www.principal.com.hk下載。

Trustee & Administrator: Principal Trust Company (Asia) Limited  受託人及管理人:  信安信託(亞洲)有限公司

  Sponsor: Principal Insurance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保薦人:  美國信安保險有限公司

30/F, Millennium City 6, 392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392號創紀之城6期30樓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02 2812 or  或(852) 2885 8011 Employer Hotline  僱主專線  :  (852) 2519 1188  Fax  傳真:(852) 2827 1707  Website:  網址: www.principal.com.hk

May2023

http://www.principal.com.hk/
http://www.principal.com.hk/
http://www.principal.com.hk/


本頁所載預設投資策略披露及商業守則為本表格之一部份。會員/成員在填寫此表格前必須細閱其內容。 

預設投資策略披露及商業守則 (生效日期為2017年4月1日) 

預設選擇 

(1) 由 2017 年 4 月 1 日生效日期起，預設投資策略將會成為本計劃的預設投資安排。

(2) 會員/成員可就僱主或會員/成員供款選擇不同基金。若沒有指示，未來供款和轉移自另一項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權益將設定為預設投資策略。

有效投資選擇 

(1) 基金選擇分配必須為整數。

(2) 基金選擇分配最低為5%。

(3) 就新登記會員/成員而言，若基金選擇分配之總和少於或多於百分之一百，又或是分配率修改而沒有簽署作實，未來供款和轉移自另一項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權益將設定

為預設投資策略。

(4) 就基金轉換而言，轉換指示的百分比必須為整數百分比，及轉入總和必須是100%。若基金選擇分配之總和少於或多於100%，轉換率非整數或轉換率經修改而沒有簽

署作實，現有未來供款和轉移自另一項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權益之投資分配及/或累算權益基金分配(如有)將繼續不變。

(5) 就把部分累算權益轉出至其它成分基金的情況，會員/成員的任何或所有分賬户內沒有給予明確指示的餘下累算權益，其基金分配將保持不變，直至該會員/成員遞交另

一有效之基金轉換申請。

預設投資策略特色 

(1) 會員/成員可自由選擇按照預設投資策略下投資。同時，會員/成員亦可混合選擇預設投資策略及其他成分基金，包括信安核心累積基金及信安65歲後基金。

(2) 自動降低投資風險之特性只適用於會員/成員因已選擇或基於預設投資安排於預設投資策略中。此特性並不適用於會員/成員選擇信安核心累積基金及信安65歲後基金為

獨立之成分基金。

(3) 週年降低投資風險之日期定於會員/成員之生日。倘若會員/成員之生日並非交易日，則會改為下一個交易日。假使會員/成員生日是2月29日而該年沒有2月29日，則降

低投資風險會在3月1日進行。

(4) 就選擇預設投資策略而沒有完整出生日期之會員/成員而言:

 若只能提供出生年份及月份，週年降低投資風險將會在出生月份之最後一個曆日進行，若該天不是交易日，則會延至下一個交易日。

 若只能提供出生年份，週年降低投資風險將會在每年之最後一個曆日進行，若該天不是交易日，則會延至下一個交易日。

 若未能提供出生日期，會員/成員之累算權益將全部投資於信安65歲後基金，亦不會進行降低投資風險。

(5) 已登記之會員/成員之後更改出生日期或遞交出生日期，本公司會在更新會員/成員紀錄後之十個工作天內就預設投資策略進行一次降低投資風險。

終止降低投資風險 

(1) 若會員/成員就未來新供款之投資選擇向本公司提交有效之投資指示而該指示不涉及任何預設投資策略，則未來供款和轉移自另一項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權益之投資選擇

在預設投資策略下之降低投資風險機制會終止。

(2) 若會員/成員向本公司提交有效之基金轉換指示以轉出在預設投資策略下所有現有基金結餘，則累算權益在預設投資策略下之降低投資風險機制會終止。

(3) 對於已故會員/成員，一旦本公司收到會員/成員之身故證明，降低風險機制便會停止。 倘若自會員/成員身故之日至本公司收到令其信納的該等身故證明期間，降低風

險經已發生，則該等降低風險將不會被撤銷，但是，將不會發生與已故會員/成員有關的任何進一步之降低風險。

多項交易 

(1) 若本公司收到另一指示，包括但不限於認購（例如供款或基金轉入）、贖回（例如基金轉出或提取權益）或轉換基金指示，降低投資風險將自動在會員/成員生日當天

進行，而上述之指示則會在服務運轉時間內處理。

(2) 若於週年降低投資風險日需要為有關會員/成員處理一個或更多特別指示，包括但不限於購入、贖回或轉換基金指示，每年降低風險的安排只會在此等指示辦妥後進

行，則每年降低風險的安排將會於原來的降低風險日期辦妥。

(3) 為確保轉換指示或更改投資授權指示能於降低風險之日或之前辦理，會員/成員在提交有效指示前，應參考強積金管理局網站中「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載列之截止時

間及所需時間完成（收妥指示日期後起計）。受託人在每年降低風險之日之前收到但不滿足所需時間規定之任何有效的轉換指示或更改投資授權指示，僅可於進行每年

降低風險之後方可辦妥。

轉移或提取累算權益 

(1) 就同一計劃下由一個帳戶轉移累算權益至另一個帳戶，例如，轉移一個離職會員/成員帳戶內之累算權益至同一計劃下之個人帳戶，將會用基金單位轉移方式處理。

有關未來供款和轉移自另一項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權益之投資分配，除非會員/成員在新個人帳戶提交投資指示，否則投資分配將設定為預設投資策略。

(2) 就任何特定指示涉及基金單位贖回、不同計劃下之個人帳戶整合、累算權益之部份或全數提取，因會員/成員離職或僱員在自選安排下而轉移累算權益、長期服務金/遣

散費抵銷及僱主轉換計劃，全部或部份之會員/成員累算權益(包括預設投資策略)將被提取。在預設投資策略下之餘下累算權益仍會有降低風險機制，直至預設投資策略

下之帳戶結存為零。

(3) 當帳戶已結束及所有累算權益已被提取或轉移至另一計劃，其後再收到之供款將會從已結束之帳戶內提取給會員/成員或轉移至另一計劃而不會作出任何投資。

聯絡詳情 

(1) 有關預設基金安排、降低投資風險機制及降低投資風險列表之詳情可向客戶服務部熱線 2802 2812 / 2885 8011或登入本公司網址www.principal.com.hk查詢。

http://www.princip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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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 5 章）  

（《條例》）  

 

基於已達到 6 5 歲退休年齡或提早退休的理由而  

申索強積金累算權益（權益）的表格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閱讀下列重要資料：  

 

填寫表格  

 

(a) 本表格僅供擬基於已達到 6 5 歲退休年齡或提早退休的理由提出申索，要求從一個

強積金註冊計劃（計劃）提取權益的人士填報。若基於提早退休的理由提出申索，

計劃成員必須達到 60 歲，並已永久性地終止所有受僱及自僱工作，且無意再次受

僱或自僱。若基於其他理由申索權益，請填寫第 MPF(S)–W(O)號表格。  

 

(b) 如申索人／計劃成員擬從多於一個計劃提取權益，須就每個計劃填寫一份表格。  

 

(c) 請把填妥的表格及所需證明文件交予有關計劃的受託人，以便處理有關申索。若提

供的任何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有關受託人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d) 填寫本表格前，請先細讀註釋。  

 

(e) 就此項申索權益申請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你的申索。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可

能會為該目的而轉交相關服務提供者及政府或規管機構，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管理局）。  

 

提交申索前須注意的事項  

 

(f) 就依據《條例》第 11 條支付的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權益而言，提取權益須受有關

計劃的管限規則所規限。詳情請查閱有關計劃的要約文件，而要約文件可於有關計

劃受託人的網站閱覽。詳情請向有關受託人查詢。  

 

(g) 就依據《條例》第 11 A 條存入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權益而言，提取權益

須受與強制性供款相同的提取規定所規限（惟根據第 11 A (3 )條，若干與抵銷遣散

費或長期服務金有關，以及與保障債權人及其他人士的權益有關的條文並不適用）。 

 

選擇提取方式前須考慮的因素   

 

( h )  若基於已達到 65 歲退休年齡或提早退休的理由而申索權益，可以選擇整筆提取或

分期提取。在選擇提取權益的金額及時間時，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請細心考慮你的

個人需要、風險承受能力及財政狀況，然後才作決定。受託人可就每次提取向計劃

成員收取必需交易費用；如計劃成員在一個公曆年內從同一個強積金帳戶分期提取

第 MPF(S) – W(R)號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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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超過四次（或計劃准予免費分期提取的次數），受託人可向該計劃成員收取額

外費用或施加罰款。詳情請向有關受託人查詢。  

 

 
 

 

 

 

 

 

 

 

 

 

 

 

 

 

 

 

 

 

 

 

 

 

 

 

 

 

 

 

 

 

查詢   

 

( i )  如欲查詢帳戶詳情及個別計劃或基金的資料，請聯絡有關受託人。  

 

( j )  有 關 申 索 權 益 的 一 般 查 詢 ， 請 聯 絡 有 關 受 託 人 或 管 理 局 （ 電 郵 地 址 ：

mpfa@mpfa.org.hk或熱線電話：2 91 8  010 2）。  

 

  

 

請注意  

 

 若從保證基金提取權益，可能導致計劃成員不符合部分或所有保證條件，以致

影響其享有保證的資格。詳情請查閱計劃的要約文件或向有關受託人查詢。   

  

 基金單位價格會因市場波動而出現變化，單位價格可跌亦可升。你向受託人提

交申索表格當日的基金單位價格，或會與贖回基金單位當日的價格有所不同。 

 

  如現時你的權益是按照計劃的預設投資策略投資，請留意預設投資策略的降低

投資風險機制，會由計劃成員年滿 50 歲開始運作。如計劃的受託人在預設投

資策略下按年降低你的投資風險的時間，與接獲你的申索權益申請的時間相當

接近，該計劃的受託人將根據其運作程序及在符合《條例》規定的情況下，訂

定處理降低風險及申索權益的次序。如欲瞭解計劃受託人如何處理該等交易，

請向受託人查詢詳情。  

 

  如權益並非整筆提取，計劃成員帳戶內餘下的權益將繼續進行投資。投資涉及

風險，基金單位價格可跌亦可升。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此外，若餘

下的權益繼續投資保證基金，其享有的保證或不再適用。詳情請向有關受託人

查詢。請詳細考慮你的投資目標、財政狀況、風險承受能力及有關計劃及成分

基金的主要特點（例如風險種類及水平，及收費種類及水平）。如欲瞭解詳情，

可於管理局的網站（www.mpfa.org.hk）參閱管理局印製的資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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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已達到 6 5 歲退休年齡或提早退休的理由而  

申索強積金累算權益（權益）的表格  

 

 

第 I部－申索人註 1／計劃成員資料  

 

(1) 申索人資料  

姓名註 2 

（與你的香港身
分證上的姓名相
同）  

姓氏：                                                   

名字：   

身分證明  香港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本欄僅供沒有香港身分證的人士填寫）  

聯絡資料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香港／九龍／新界  

（請刪去不適用者）  地區／國家（如非香港地區）  

街道  街道號碼  屋邨  

大廈  座 樓 室 

 

 

(2) 計劃成員資料（如與申索人不同）  

姓名註 2 

（與你的香港身
分證上的姓名相
同）  

姓氏：                                                   

名字：  

身分證明  香港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本欄僅供沒有香港身分證的計劃成員填寫）  

 

 

 

第 MPF(S) - W(R)號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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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申索資料  

(1) 帳戶資料（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計劃名稱   

  計劃內所有帳戶  

  計劃內的指明帳戶

（請註明計劃成員

帳戶號碼註 3）  

(1) 

(2) 

(3) 

 

( 2 )  申索權益的理由及所需文件註 4 及 註 5（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本人之前曾基於下述理由從第 I I ( 1 )部指明的所有帳戶分期提取權益，因此無須就

是次申索再次提供所需文件。  

理由  所需文件  

 

□ 已達到 65 歲退

休年齡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出生日期

及身分證號碼（如不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

核對有關資料）註 6 

 

□ 提早退休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出生日期

及身分證號碼（如不擬親身出示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供

核對有關資料）註 6；及  

□  有關提早退休的法定聲明表格  

  （第 MPF(S) – W(SD1)號表格）註 7正本  

如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並未載有出生月份及／或日子，請提供載有該計劃成員出

生日期的證明註 8：  

□  載有計劃成員出生月份及／或日子的護照或其他旅遊證件的副本；或  

□  在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上圈出（或以其他方式顯示）該身分證的簽發日

期的月份及日子，以表示計劃成員擬採用其香港身分證的簽發日期的月份及日

子作為其出生月份及日子；或  

□  有關計劃成員出生日期的法定聲明註 7正本  

 
( 3 )  擬從第 I I (1 )部指明的每個帳戶提取的權益金額註 9 及註 1 0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整筆
註 11       或 

 

  註明提取金額
註 12 港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向有關受託人查詢最低提取金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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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付款方式（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  支票   

□  直接存入銀行帳戶  

（這項選擇只適用於有提供此項服務的受託人，而銀行可能會因此收取費用。）  

 銀行帳戶持有人姓名：   

 銀行名稱：   

 銀行帳戶號碼：   

 

只 適 用 於
海外銀行:  

銀行地址：   

 Swift 編號：   

 
其他結算資料（如有）：  

（例如 IBAN）  
 

 貨幣：   

 

第 III 部－授權及聲明  
 

( 1 )  終止沒有剩餘款項的強積金帳戶（如適用）  

本人／我們*
註 1謹此授權受託人在以下情況終止在第 ( I I ) ( 1 )部所述的計劃成員帳戶： 

( i )  該帳戶內的權益已被全數提取，並無剩餘款項；  

( i i )  （只適用於僱員供款帳戶）該供款帳戶所涉及的受僱已經終止；及  

( i i i )  （只適用於自僱人士供款帳戶）終止自僱，生效日期為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日）。   

( 2 )  聲明  

本人／我們*
註 1聲明，盡本人／我們*所知所信，本表格及隨附文件所提供的資料均

屬正確無訛且並無缺漏。  

 

 

 

申索人簽署  

 

 

 

日期（年／月／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注意：根據《條例》第 4 3 E 條，任何人在給予管理局或核准受託人的任何文件中，明知或罔

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首次定罪者，最高可處

罰款$ 1 0 0 , 0 0 0 及監禁一年；其後每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 2 0 0 , 0 0 0 及監禁兩年。根

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 0 0 章）第 3 6 條，任何人明知而故意在法定聲明中作出在

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亦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兩年及罰款。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200*100*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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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已達到 65 歲退休年齡或提早退休的理由而  

申索強積金累算權益（權益）的表格  

（第 MPF(S) – W(R)號表格）  

註釋  

 

 

( 1 )  要求支付權益的申索，可由計劃成員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 36 章）獲委

任代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計劃成員行事的產業受託監管人（產業受託監管人）

作為申索人提出。如法庭委任超過一人為產業受託監管人，該等人士應按照委任

條款及有關法庭命令所載的任何其他規定，以產業受託監管人的身分提出申請及

在相關文件簽署。請就第 I 部另紙詳載各申索人的資料。在此情況下，除非法庭

另有授權，否則本表格須由所有獲法庭委任為該計劃成員的產業受託監管人的人

士簽署。  

 

( 2 )  如申索人／計劃成員沒有香港身分證，請填上護照上的姓名。  

 

( 3 )   計劃成員帳戶號碼可循以下途徑查閱／查詢：  

( i )  查閱成員證明書、接納通知或參與通知；或  

( i i )  查閱周年權益報表或受託人提供的其他報表；或  

( i i i )  受託人為成員提供的諮詢服務。  

如有疑問，請聯絡有關強積金註冊計劃（計劃）的受託人。  

 

( 4 )  如有需要，有關計劃的受託人在處理付款申索時可能會要求申索人提交文件的正

本，以核對資料。  

 

( 5 )  由產業受託監管人代表計劃成員提出的申索，除須提供有關該計劃成員的所需文

件外，亦應夾附以下文件：  

( i )  產業受託監管人身分的證明文件副本，即法庭命令的副本；  

( i i )  每名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副本，以供核對其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如不擬親身

出示申索人的香港身分證供核對有關資料）註 6；及  

( i i i )  產業受託監管人就申索權益所作的法定聲明表格（第 MP F( S)–W (S D 4)號表

格）註 7正本（如適用）。如使用該表格作出聲明並把該表格夾附於本申索，

便無須提交基於提早退休的理由作出申索的法定聲明表格（即第 MP F(S )–

W (S D1 )號表格）。  

 

( 6 )  如申索人／計劃成員沒有香港身分證，而又不擬親身出示護照以供核對資料，則

須提供護照副本（只須提供載有個人資料及護照號碼之頁），以供有關受託人核

對申索人／計劃成員的姓名及護照號碼。  

 

( 7 )   法定聲明必須是一份屬該聲明宣誓所在地有效的法定聲明（例如在香港，法定聲

明須在監誓員（例如在民政事務總署諮詢服務中心）或公證人或太平紳士面前作

出，並由他們簽署）。在香港以外地方所作的法定聲明，只要是在公證人或獲該

地方法律授權監誓或監理法定聲明的人士面前作出，並由他們簽署，亦可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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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如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並未印有出生月份及／或日子，則可採用以下其中一種

方法，就其出生月份及／或日子提供證據：  

( i )  採用某份官方文件（例如旅遊證件或有關計劃成員的出生日期的法定聲明）

所載的出生日期；或  

( i i )  採用計劃成員香港身分證上的簽發日期的日子及月份。  

 

如計劃成員沒有採用以上任何一種方法就其出生月份及日子提供證據，則受託人

在沒有上述證據的情況下，會以下述日子作為該計劃成員的出生日期：  

( i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所載的出生月份的最後一日（如該香港身分證只載有

出生年份及月份，而沒有出生日子），作為其出生日期；或  

( i i )  計劃成員的香港身分證所載的出生年份的最後一日（如該香港身分證只載有

出生年份，而沒有出生月份及日子），作為其出生日期。  

 

請注意，就計劃成員作出的強制性供款（如有），將根據計劃成員提供的證據，

或按上述預設的出生日期計算，於計劃成員年滿 6 5 歲當日終止。  

 

( 9 )  如申索人擬就同一個計劃內的不同帳戶選擇不同的提取金額，須就每個帳戶分別

填寫一份表格。  

 

( 1 0 )    受託人不得就向計劃成員整筆支付或每公曆年首四次（或計劃准予免費分期提取

的次數）向計劃成員分期支付權益，而向該計劃成員收取費用或施加罰款，或從

該計劃成員的帳戶扣除費用或罰款，但為執行該項權益提取而進行買賣投資所招

致，或是合理地相當可能招致，並須向某方（該受託人除外）支付的必需交易費

用除外。如向計劃成員支付權益的次數多於每公曆年四次（或計劃准予免費分期

提取的次數），受託人可向計劃成員收取費用或施加罰款。有關支付權益的安排

及所涉及的費用，請向有關計劃的受託人查詢。  

 

( 1 1 )  此提取方式適用於從第 I I ( 1 )部指明的每個計劃成員帳戶內提取整筆權益（如計

劃成員根據有關計劃的管限規則有權提取由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權益，則包括該

等權益，另外亦包括由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權益）。詳情請向有關計劃的

受託人查詢。  

  

( 1 2 )  此提取方式適用於從第 I I ( 1 )部指明的每個計劃成員帳戶內分期提取權益（如計

劃成員根據有關計劃的管限規則有權提取由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權益，則包括該

等權益，另外亦包括由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權益）。就每個計劃成員帳戶，

受託人會根據贖回權益當日的資金分配，按比例從每個分帳戶（如有）中贖回註

明的提取金額（如計劃成員根據有關計劃的管限規則有權提取由自願性供款所產

生的權益，則包括該等權益）。如帳戶結餘少於申索人註明的提取金額，則帳戶

內的結餘將會被全數提取。如申索人其後擬提取帳戶內餘下的權益，請向有關計

劃的受託人另行提出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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