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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
司（按揭證券公司）推
出安老按揭計劃，旨
在讓55歲或以上人士
向銀行申請安老按揭
貸款。

本資料冊的目的是讓
有興趣申請安老按揭
貸款的人士，概括了
解安老按揭。然而，
因本資料冊並沒有羅
列安老按揭的所有細
則，您不應假設可透過本資料冊明白有關安老按揭貸款
的所有資料。如果您有興趣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您應因
應個人的情況，向銀行及按揭證券公司索取更多有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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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安老按揭?

安老按揭是一項貸款安排，讓您可以利用您在香港的住宅物業（一個
或以上）作為抵押品，向銀行申請安老按揭貸款。雖然您的物業已抵
押予銀行，但是作為物業業主的您，仍可繼續安居在原有物業直至百
年歸老 1。

您可選擇於固定的年金年期內（10年、15年或20年）或終身每月收取年
金。如有需要，您亦可提取一筆過貸款，以應付特別情況。

一般情況下，您可終身毋須還款，除非您的安老按揭貸款在特定情況
下被終止。

當安老按揭貸款終止時，您（或您的繼承人）可優先全數清還安老按揭
貸款以贖回物業。如您（或您的繼承人）選擇不贖回物業，銀行將出售
該物業以償還您的安老按揭貸款。

如出售物業後所得的款項超過安老按揭貸款的總結欠，銀行會將全數
清還安老按揭貸款後的餘額歸還給您（或您的繼承人）。倘若出售物業
後所得的款項不足以清還安老按揭貸款，您（或您的繼承人）亦毋須擔
心，因該差額會根據按揭證券公司與銀行之間的保險安排，由按揭證
券公司承擔。

1 您須注意在特定的情況下，銀行可終止您的安老按揭貸款。如您未能或決定不全數清還安老
按揭貸款以贖回物業，銀行將收回及出售您的物業，在這情況下，您不能再居住於該物業。
請參閱《重要通知》以獲取進一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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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及如何申請

我是否符合申請安老按揭貸款的資格?

一般情況下，如欲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您必須：
• 為55歲或以上（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業主須為60歲或以上 2），並
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

• 現時沒有破產或涉及破產呈請或債務重組

一般情況下，作為安老按揭貸款的抵押品，您的物業必須：
• 為香港住宅物業
• 由您以個人名義持有，或由您與另外最多兩名借款人以聯權共有
形式持有 3

• 為樓齡50年或以下 4

• 無任何轉售限制（有關當局就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5所設的轉售限
制除外）

• 沒有出租（除非已獲銀行書面批准）

如我有興趣，應該如何申請?

如您有興趣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您毋須透過任何中介人申請安老按揭
貸款，請直接聯絡銀行。銀行將會向您解釋相關詳情，並初步評估您
是否符合申請資格。根據您提供的資料，銀行會為您預備《資料表》及
《貸款資料列表》。《資料表》會記載您的個人資料，《貸款資料列表》則
會按您的年齡、物業價值和不同的年金年期，顯示每月年金的金額，
涉及的利息及按揭保費。

2 如您的物業為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或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訂明的年齡要求，您必須為60歲或以上。

3 在此情況下，另外最多兩名借款人須為該安老按揭貸款的共同借款人，及須符合相關的申請
資格。

4 其他將按個別情況及驗樓報告作考慮。

5 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須為房委會營運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租者置
其屋計劃及綠表置居先導計劃，或房協營運的住宅發售計劃、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資助出售
房屋項目，或按揭證券公司不時接納的其他資助房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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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安老按揭貸款對您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請詳細參閱
由銀行向您提供的《資料表》、《重要通知》及《貸款資料列表》。您亦可
與您的家人及可協助您作出合適決定的人士一同參閱有關資料。如有
任何查詢，請聯絡銀行或致電安老按揭計劃熱線2536 0136。

若您的物業為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由於銀行已從房委會或房協取
得在安老按揭計劃下敍造按揭的批准，您毋須向有關當局另行申請。
然而，您須要簽署及提交《提供及轉移資料授權書》以繼續進行您的安
老按揭貸款申請。

在正式申請安老按揭貸款前，您必須先預約合資格的輔導顧問（輔導
顧問為執業律師），安排輔導會面（請參閱其後有關輔導的章節）。

輔導的目的是協助您進一步了解：
• 安老按揭貸款的產品特色
• 安老按揭借款人的法律權益及責任
• 取得安老按揭貸款的法律後果

如您的輔導顧問認為您已成功完成輔導會面，他將會向您發出《輔導
證書》。獲發《輔導證書》後，您便可前往銀行（但未必須要是為您提供
《資料表》及《貸款資料列表》的銀行）正式申請安老按揭貸款。然而，
如果您認為安老按揭貸款並不適合您，便不應作出申請。

如您的申請成功獲得銀行批核，您須前往律師樓簽署按揭文件。

如有任何非借款人士現正居住在您的物業，或有任何人士對您的物業
擁有權益，他們必須在您取得安老按揭貸款前簽署一份《承諾書》，確
認他們同意銀行對該物業的權益擁有較優先的地位，並且同意在銀行
強制執行安老按揭時遷出該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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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主要特色和優點
靈活的年金年期

您可根據個人需要，選擇於10年、15年或20年的固定年期內，或終身
每月收取年金。為提高靈活性，您可於已選定的年金年期內隨時更改
年金年期。

每月年金金額

一般情況下，物業價值越高，每月年金金額便會越高。當借款人正式
申請安老按揭時的年齡越高及選擇的年金年期越短，每月年金金額亦
會越高。如超過一人申請，例如二人共同借款，其收取的每月年金金
額會較單人借款的每月年金金額為低，而每月年金金額將以最年輕借
款人的年齡計算。表（一）顯示用作計算年金之指定物業價值上限和表
（二）顯示55歲、60歲和70歲的借款人按不同年金年期可收取的每月年
金金額（以指定物業價值每100萬港元計）。

表（一）：用作計算年金的指定物業價值上限
物業估值 6 7, 8 用作計算年金之指定物業價值上限 

800萬港元或以下 100%物業估值

800萬港元以上
至1,200萬港元 80%物業估值或800萬港元（以較高者計）

1,200萬港元以上
至1,600萬港元 70%物業估值或960萬港元（以較高者計）

1,600萬港元以上 60%物業估值或1,120萬港元
（以較高者計，上限為1,500萬港元 9）

6 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的物業估值，以市值扣減補地價金額後作計算。

7 所有1,200萬港元或以下的轉按物業，可用作計算年金之指定物業價值上限一律為物業估值的
80%。

8 如該安老按揭貸款有超過一個物業作為抵押品，所有物業合計的物業估值總額將用作釐定該 
安老按揭貸款的指定物業價值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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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每月年金金額（以指定物業價值每100萬港元計）
參加年齡 55歲 60歲 70歲
年金年期 單人借款 二人借款 三人借款 單人借款 二人借款 三人借款 單人借款 二人借款 三人借款

10年 $3,200 $2,800 $2,500 $3,700 $3,300 $3,000 $5,100 $4,600 $4,200
15年 $2,400 $2,150 $1,900 $2,800 $2,500 $2,250 $3,800 $3,500 $3,200
20年 $2,050 $1,800 $1,600 $2,400 $2,100 $1,900 $3,300 $3,000 $2,700
終身 $1,650 $1,450 $1,250 $2,000 $1,800 $1,550 $3,100 $2,800 $2,400

您所選擇的年金年期和您物業的指定物業價值將影響每月年金金額的
計算。表（三）按不同的借款人數、參加年齡、年金年期及物業價值
的情況，顯示每月年金金額的計算。例子（一）為單一借款人的簡單例
子；例子（二）為二人共同借款，並以較年輕妻子的年齡計算每月年
金；例子（三）則以2,800萬港元的物業作例子，說明指定物業價值設
有1,500萬港元的上限 9。

表（三）：計算每月年金金額的例子（港元）
分類 例子（一） 例子（二） 例子（三）

借款人及
參加年齡 70歲的人士 70歲的丈夫及

60歲的妻子
70歲的丈夫及
70歲的妻子

年金年期 終身 10年 20年
物業價值 $2,500,000 $6,000,000 $28,000,000 9

每月年金
金額 

$3,100 x 2.5
= $7,750

$3,300 x 6
= $19,800

$3,000 x 15
= $45,000

9 所有 2,500 萬港元或以上的物業，可用作計算年金之指定物業價值上限一律為 1,500 萬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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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過貸款

您可選擇於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時及/或於已選定的年金年期內的任何
時間，申請提取一筆過貸款以應付下列情況 10：

• 全數清還您物業的原有按揭貸款（只適用於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時）
• 支付物業的主要維修及保養開支
• 支付醫療開支（包括香港境外的治療）
• 支付為辦理持久授權書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II部向法院申請
有關命令而須向有關律師及醫生支付的費用

您可向銀行查詢在安老按揭貸款下，您可提取一筆過貸款的最高金
額。可提取的最高金額會在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時釐定，而其金額會於
年金年期內隨時間而遞減。

一筆過貸款的金額上限為安老按揭貸款年金現值的90%；而一筆過貸
款的最低申請金額為10萬港元或一筆過貸款金額上限的15%（以較高
者為準）。

當您提取的一筆過貸款金額越高，其後的每月年金則會相應地越少；
如果您提取的一筆過貸款已達金額上限，您將不會再有任何每月年
金，但是，您仍可居住在您的物業直至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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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於原有物業

當您提取安老按揭貸款後，您仍可繼續居住在原有物業安享晚年，直
至百年歸老 11。但是，如果您的安老按揭貸款在特定情況下被終止，
而您又未能或決定不全數還款，銀行將收回及出售您的物業，以償還
安老按揭貸款。

終身毋須還款

安老按揭其中一項特色是在一般情況下您可終身毋須還款，除非您的
安老按揭貸款在特定情況下被終止。

不設提前清還貸款的罰款

您可隨時全數清還安老按揭貸款及贖回物業而毋須繳交任何罰款。儘
管如此，您須注意安老按揭並不接受部分還款。

六個月的解除合約期

於首六個月內，如果您通知銀行決定終止安老按揭貸款，並於指定日
期全數清還貸款總結欠，相關的按揭保費將獲全數退還和豁免。然
而，您仍須全數清還貸款總結欠，包括累算利息和其他已加借入安老
按揭貸款的費用，以及承擔解除安老按揭的相關法律費用。

11 見註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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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保單轉讓

在安老按揭計劃下，除可利用您的物業作抵押外，還可選擇轉讓您的
壽險保單予銀行（須經批核後）作為附加抵押品，以提高每月年金及一
筆過貸款的金額，而壽險保單的退保現金價值將用於償還您的安老按
揭貸款。

擬用作申請轉讓的壽險保單數目不設上限，但其退保現金價值總額上
限為該安老按揭貸款的指定物業價值。您可於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時，
或當安老按揭貸款仍然有效時，提出壽險保單轉讓的申請。惟壽險保
單轉讓只適用於不超過兩位借款人的安老按揭貸款。

一般情況下，當安老按揭貸款終止，而出售物業所得的款項不足以全
數清還貸款時，銀行會動用壽險保單的款項（最高金額為當時的退保
現金價值）以償還該差額。如果仍有未償還的差額，該差額將根據按
揭證券公司與銀行之間的保險安排，由按揭證券公司承擔。在任何情
況下，餘額將會歸還給您（或您的繼承人）。

壽險保單轉讓申請資格

一般情況下，作為安老按揭貸款的附加抵押品，您的壽險保單必須：

• 由您作為壽險保單的持有人及受保人
• 由獲授權於香港經營人壽保險業務的公司所發出
• 以港元或美元作為計算單位
• 已累積退保現金價值，而在餘下的年期內不會減少
• 已完全清繳保費
• 不涉任何投資成份（例如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規管之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 可轉讓，及沒有更改受益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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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單一借款人的安老按揭申請下，壽險保單的受益人必須為您
本人或您的繼承人。至於二人共同借款的安老按揭申請，保單的受益
人必須為另一借款人。按您壽險保單的情況，您須向所屬保險公司安
排更改受益人。

主要特色和優點

更高的每月年金及一筆過貸款金額

透過壽險保單轉讓，可將您壽險保單的價值釋放出來，從而獲取更高
的每月年金及一筆過貸款金額，為您帶來更靈活的財務策劃。

以一筆過貸款清繳保單保費及償還保單貸款

如您的壽險保單尚未完全清繳保費及/或附有保險公司的保單貸款，
您可於申請壽險保單轉讓時，透過申請一筆過貸款，全數清繳保費及
/或償還保單貸款。

不設贖回壽險保單的罰款

您可隨時申請贖回在安老按揭貸款下轉讓予銀行的壽險保單，而毋須
繳交任何罰款，惟仍須支付相關手續費。

附帶壽險保單轉讓之安老按揭的年金金額

附帶壽險保單轉讓安老按揭貸款的每月年金及一筆過貸款金額，將由
按揭證券公司因應申請貸款時的指定物業價值，及壽險保單的退保現
金價值而釐定。請參閱《貸款資料列表》以了解您可收取的參考每月年
金及一筆過貸款金額的詳情。然而有關金額只供參考，最終將由按揭
證券公司根據個別情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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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參考每月年金金額（以指定物業價值每100萬港元及
退保現金價值每100萬港元計）12

參加年齡 55歲 60歲 70歲

年金年期 單人借款 二人借款 單人借款 二人借款 單人借款 二人借款

10年 $5,520 $4,800 $6,500 $5,780 $9,100 $8,200

15年 $4,160 $3,670 $4,920 $4,340 $6,840 $6,220

20年 $3,570 $3,080 $4,200 $3,700 $5,860 $5,320

終身 $2,850 $2,490 $3,520 $3,080 $5,500 $4,960

表（五）：計算每月年金金額的例子（港元）
分類 例子（一） 例子（二）

借款人及參加年齡 70歲的丈夫及
60歲的妻子

70歲的丈夫及
70歲的妻子

年金年期 10年 20年
物業價值 $6,000,000 $28,000,000 13

申請壽險保單轉讓時
之退保現金價值 $6,000,000 $15,000,000

每月年金金額 $5,780 x 6
= $34,680

$5,320 x 15
= $79,800

簽署法律文件

如您的壽險保單轉讓申請成功獲得銀行批核，您須前往律師樓簽署壽
險保單轉讓的相關法律文件。

對於二人的安老按揭貸款申請，您的壽險保單受益人須簽署一份同意
書，以聲明他/她願意將其於壽險保單的利益及權利置於銀行之後。
同時，受益人亦須簽署壽險保單轉讓的相關法律文件。

12 每月年金金額由按揭證券公司根據個別情況釐定，可能與參考水平有所差異。
13 見註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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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利息開支

安老按揭是一項貸款安排，根據安老按揭貸款的總結欠，以複息計
算。請參閱《貸款資料列表》以查看利息如何隨時間而累積。

按揭保費

根據按揭證券公司與銀行之間的按揭保險安排，銀行會向您收取其支
付予按揭證券公司的按揭保費。按揭保費分兩部分，金額將由您支付
並加借入安老按揭貸款：

• 基本按揭保費 － 分7期，由第4年至第10年每年支付，每期費用為
指定物業價值及於申請壽險保單轉讓時之退保現金價值（如適用）
的0.28%。

• 每月按揭保費 － 根據安老按揭貸款的總結欠，以年利率1.25%計
算，按月支付。

請參閱《貸款資料列表》以了解您應支付按揭保費的金額。

輔導費

您須為輔導服務向輔導顧問支付輔導費。如您決定提取安老按揭貸
款，您可選擇將輔導費加借入安老按揭貸款。

法律費用

您須為簽署按揭文件及其他相關法律文件而繳付法律費用。您可選擇
將法律費用加借入安老按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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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費

當安老按揭貸款生效以後，每次成功申請更改年金年期、提取一筆過
貸款、增加或解除附加物業抵押、申請壽險保單轉讓或贖回壽險保
單，須支付1,000港元的手續費。該手續費將加借入安老按揭貸款。

其他費用及開支

如您被要求提交驗樓報告（如您的物業樓齡超過50年），您須支付相關
費用。您可選擇將驗樓報告之相關費用加借入安老按揭貸款。

如您提出申請附帶壽險保單轉讓之安老按揭，您須向保險公司支付就
安排相關壽險保單轉讓而徵收的費用及支出（如有）。

輔導
選擇您的輔導顧問

輔導顧問均是獨立於銀行的執業律師。輔導顧問的角色是向您講解安
老按揭貸款及其壽險保單轉讓予銀行的產品特點、主要的法律權益與
責任，以及作為借款人的法律後果。

香港律師會有列出合資格提供輔導服務的律師名單，您可向合資格的
輔導顧問查詢有關輔導服務的輔導收費。

輔導會面前的準備

當您已選定了合適的輔導顧問，您可能有需要在預定的輔導會面前，
向您的輔導顧問提供關於您及您物業的初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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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只能說或明白某一種語言/方言，或有任何身體殘疾，在輔導會
面前請告知您的輔導顧問，並查詢是否須就輔導會面另作任何特別安
排。您的輔導顧問可能會就該特別安排向您收取額外的費用。

當您出席輔導會面時，請帶同此《資料冊》、《資料表》和《貸款資料列
表》。

出席輔導會面

您可以邀請您的配偶、子女、其他親人和任何可能因您申請安老按揭
貸款之決定而受影響的人士，包括居住在相關物業的人士，一同出席
輔導會面。

在輔導會面中，您的輔導顧問會與您一同細閱並向您解釋一系列的問
題及聲明，以協助您了解安老按揭貸款及其壽險保單轉讓予銀行的產
品主要特點，以及其如何影響您或您的配偶、任何在該物業同住的人
士、繼承人及壽險保單受益人的權益和責任。輔導顧問亦會提示您在
進一步辦理申請安老按揭貸款前須考慮的事項。

輔導會面後

您的輔導顧問會要求您簽署以確認他/她已向您清楚講解前述一系列
的問題及聲明，以及您已充分理解有關內容。如您的輔導顧問認為恰
當，您將於輔導會面當日獲發《輔導證書》，以證明您已成功完成安老
按揭輔導。

取得《輔導證書》後，您可在發出《輔導證書》當日起的6個月內，向銀
行正式提交安老按揭貸款申請。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銀行、您的輔導顧問或按揭證券公司。

安老按揭計劃熱線：2536 0136

按揭證券公司網站：www.hkmc.com.hk

計劃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安老按揭計劃 

甲. 每月年金金額及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列表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以指定物業價值計算： 

 

 

 

 

 

 

 

  

 
 

 

借款人的

參加年齡 

(每月年金

金額將以

最年輕 

借款人的 

年齡計算) 

以物業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指定物業價值)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5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2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終身

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55 $2,500 $2,800 $3,200 $1,900 $2,150 $2,400 $1,600 $1,800 $2,050 $1,250 $1,450 $1,650 $204,880 $232,200 $266,040 

56 $2,600 $2,900 $3,300 $1,950 $2,200 $2,500 $1,700 $1,900 $2,100 $1,300 $1,500 $1,700 $212,660 $240,660 $275,220 

57 $2,700 $3,000 $3,400 $2,000 $2,300 $2,600 $1,750 $1,950 $2,200 $1,350 $1,550 $1,800 $220,700 $249,480 $284,760 

58 $2,800 $3,100 $3,500 $2,100 $2,400 $2,700 $1,800 $2,000 $2,250 $1,400 $1,600 $1,850 $229,020 $258,480 $294,480 

59 $2,900 $3,200 $3,600 $2,200 $2,450 $2,750 $1,850 $2,050 $2,300 $1,500 $1,700 $1,900 $237,610 $267,840 $304,380 

60 $3,000 $3,300 $3,700 $2,250 $2,500 $2,800 $1,900 $2,100 $2,400 $1,550 $1,800 $2,000 $246,480 $277,560 $314,640 

61 $3,100 $3,500 $3,900 $2,300 $2,600 $2,900 $2,000 $2,200 $2,500 $1,600 $1,850 $2,100 $255,660 $287,460 $325,260 

62 $3,200 $3,600 $4,000 $2,400 $2,700 $3,000 $2,100 $2,300 $2,550 $1,700 $1,900 $2,200 $265,130 $297,720 $336,060 

63 $3,300 $3,700 $4,100 $2,500 $2,800 $3,100 $2,150 $2,400 $2,600 $1,750 $2,000 $2,300 $274,910 $308,160 $347,220 

64 $3,400 $3,800 $4,200 $2,600 $2,900 $3,200 $2,200 $2,500 $2,700 $1,800 $2,100 $2,400 $284,990 $318,960 $358,560 

65 $3,600 $4,000 $4,400 $2,700 $3,000 $3,300 $2,300 $2,550 $2,800 $1,900 $2,200 $2,500 $295,400 $330,120 $370,260 

66 $3,700 $4,100 $4,500 $2,800 $3,100 $3,400 $2,400 $2,600 $2,900 $2,000 $2,300 $2,600 $306,130 $341,640 $382,320 

67 $3,800 $4,200 $4,700 $2,900 $3,200 $3,500 $2,450 $2,700 $3,000 $2,100 $2,400 $2,700 $317,180 $353,340 $39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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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的

參加年齡 

(每月年金

金額將以

最年輕

借款人的

年齡計算) 

以物業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指定物業價值)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5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2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終身

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68 $4,000 $4,400 $4,800 $3,000 $3,300 $3,600 $2,500 $2,800 $3,100 $2,200 $2,500 $2,800 $328,540 $365,400 $407,160 

69 $4,100 $4,500 $4,900 $3,100 $3,400 $3,700 $2,600 $2,900 $3,200 $2,300 $2,600 $3,000 $340,250 $377,820 $420,120 

70 $4,200 $4,600 $5,100 $3,200 $3,500 $3,800 $2,700 $3,000 $3,300 $2,400 $2,800 $3,100 $352,280 $390,600 $433,260 

71 $4,400 $4,800 $5,200 $3,300 $3,600 $4,000 $2,800 $3,100 $3,400 $2,600 $2,900 $3,300 $364,620 $403,740 $446,760 

72 $4,500 $4,900 $5,400 $3,400 $3,700 $4,100 $2,900 $3,200 $3,600 $2,700 $3,000 $3,400 $377,300 $417,060 $460,620 

73 $4,700 $5,100 $5,500 $3,500 $3,900 $4,200 $3,000 $3,300 $3,700 $2,800 $3,200 $3,600 $390,330 $430,740 $474,480 

74 $4,800 $5,300 $5,700 $3,700 $4,000 $4,300 $3,100 $3,500 $3,900 $3,000 $3,400 $3,800 $403,680 $444,600 $488,880 

75 $5,000 $5,400 $5,800 $3,800 $4,100 $4,500 $3,300 $3,600 $4,100 $3,100 $3,500 $4,000 $417,360 $459,000 $503,460 

76 $5,100 $5,600 $6,000 $3,900 $4,200 $4,600 $3,400 $3,800 $4,300 $3,300 $3,700 $4,200 $431,380 $473,580 $518,220 

77 $5,300 $5,700 $6,200 $4,000 $4,400 $4,800 $3,500 $4,000 $4,500 $3,400 $3,900 $4,400 $445,720 $488,340 $533,340 

78 $5,500 $5,900 $6,300 $4,100 $4,500 $5,000 $3,700 $4,200 $4,700 $3,600 $4,100 $4,600 $460,350 $503,460 $548,460 

79 $5,600 $6,100 $6,500 $4,300 $4,700 $5,200 $3,900 $4,400 $5,000 $3,800 $4,300 $4,900 $475,310 $518,940 $563,940 

80 $5,800 $6,200 $6,700 $4,400 $4,900 $5,500 $4,100 $4,600 $5,300 $4,000 $4,500 $5,200 $490,580 $534,420 $579,600 

81 $6,000 $6,400 $6,900 $4,600 $5,100 $5,700 $4,300 $4,900 $5,600 $4,200 $4,800 $5,500 $506,070 $550,260 $595,440 

82 $6,100 $6,600 $7,100 $4,800 $5,400 $6,100 $4,600 $5,200 $6,000 $4,500 $5,100 $5,900 $521,870 $566,280 $611,460 

83 $6,300 $6,800 $7,300 $5,000 $5,600 $6,400 $4,900 $5,500 $6,300 $4,800 $5,400 $6,200 $537,900 $582,480 $627,300 

84 $6,500 $7,000 $7,600 $5,300 $6,000 $6,800 $5,200 $5,900 $6,700 $5,100 $5,800 $6,600 $554,110 $598,860 $643,500 

85 $6,700 $7,200 $7,900 $5,600 $6,300 $7,300 $5,500 $6,200 $7,200 $5,400 $6,100 $7,100 $570,580 $615,240 $65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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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年齡 

(每月年金

金額將以

最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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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業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指定物業價值)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5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2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終身 

 

 

 
 

 

 

 

 

 
 

 

 

 

 

 
 

 

 

 

 

 

 

 

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三人

共同

借款 

 

 

 

 

 

二人

共同

借款

單人

借款

86 $6,900 $7,500 $8,300 $5,900 $6,800 $7,800 $5,800 $6,700 $7,700 $5,700 $6,600 $7,600 $587,170 $631,800 $675,720 

87 $7,100 $7,800 $8,800 $6,300 $7,300 $8,400 $6,200 $7,200 $8,300 $6,100 $7,100 $8,200 $603,870 $648,180 $691,920 

88 $7,400 $8,200 $9,300 $6,800 $7,800 $9,000 $6,700 $7,700 $8,900 $6,600 $7,600 $8,800 $620,780 $664,740 $707,760 

89 $7,700 $8,700 $9,900 $7,300 $8,400 $9,700 $7,200 $8,300 $9,600 $7,100 $8,200 $9,500 $637,650 $680,940 $723,780 

90 $8,100 $9,200 $10,600 $7,800 $9,000 $10,500 $7,700 $8,900 $10,400 $7,600 $8,800 $10,300 $654,680 $698,400 $739,980 

91 $8,300 $9,300 $10,700 $8,100 $9,100 $10,600 $8,050 $9,000 $10,500 $8,000 $8,900 $10,400 $671,640 $714,960 $755,820 

92 $8,400 $9,400 $10,900 $8,200 $9,200 $10,800 $8,100 $9,100 $10,700 $8,050 $9,000 $10,600 $688,740 $731,520 $771,300 

93 $8,500 $9,500 $11,000 $8,300 $9,300 $10,900 $8,200 $9,200 $10,800 $8,100 $9,100 $10,700 $705,880 $747,900 $786,600 

94 $8,600 $9,600 $11,200 $8,400 $9,400 $11,100 $8,300 $9,300 $11,000 $8,200 $9,200 $10,900 $723,300 $764,280 $801,720 

95 $8,700 $9,700 $11,300 $8,500 $9,500 $11,200 $8,400 $9,400 $11,100 $8,300 $9,300 $11,000 $741,360 $781,200 $816,840 

96 $8,800 $9,800 $11,500 $8,600 $9,600 $11,400 $8,500 $9,500 $11,300 $8,400 $9,400 $11,200 $759,850 $798,480 $831,960 

97 $8,900 $9,900 $11,600 $8,700 $9,700 $11,500 $8,600 $9,600 $11,400 $8,500 $9,500 $11,300 $777,140 $818,100 $848,880 

98 $8,950 $10,000 $11,800 $8,800 $9,800 $11,700 $8,700 $9,700 $11,600 $8,600 $9,600 $11,500 $792,250 $835,740 $865,800 

99 $9,000 $10,100 $12,000 $8,900 $9,900 $11,900 $8,800 $9,800 $11,800 $8,700 $9,700 $11,700 $805,140 $849,780 $882,900 

100 $9,100 $10,200 $12,200 $9,000 $10,000 $12,100 $8,900 $9,900 $12,000 $8,800 $9,800 $11,900 $815,030 $859,680 $8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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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參考每月年金金額及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列表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以指定物業價值及申請時的退保現金價值計算： 

借款人的 

參加年齡 

(每月年金 

金額將以 

最年輕 

借款人的 

年齡計算) 

以物業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指定物業價值)及退保現金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申請時的壽險保單退保現金價值)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5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2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終身 

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55 $4,800 $5,520 $3,670 $4,160 $3,080 $3,570 $2,490 $2,850 $398,680 $459,560 
56 $4,980 $5,700 $3,800 $4,340 $3,260 $3,660 $2,580 $2,940 $414,100 $476,340 
57 $5,160 $5,880 $3,980 $4,520 $3,350 $3,800 $2,670 $3,080 $430,200 $493,720 
58 $5,340 $6,140 $4,160 $4,700 $3,440 $3,930 $2,800 $3,210 $446,640 $511,520 
59 $5,600 $6,320 $4,250 $4,830 $3,570 $4,060 $2,940 $3,340 $463,760 $529,820 
60 $5,780 $6,500 $4,340 $4,920 $3,700 $4,200 $3,080 $3,520 $481,560 $548,640 
61 $6,060 $6,780 $4,520 $5,060 $3,880 $4,340 $3,210 $3,700 $499,700 $568,140 
62 $6,240 $7,040 $4,700 $5,240 $4,020 $4,470 $3,340 $3,880 $518,600 $588,060 
63 $6,500 $7,220 $4,880 $5,500 $4,160 $4,600 $3,520 $4,060 $537,920 $608,660 
64 $6,680 $7,480 $5,060 $5,680 $4,340 $4,780 $3,700 $4,240 $557,840 $629,680 
65 $7,040 $7,760 $5,240 $5,860 $4,470 $4,960 $3,880 $4,420 $578,520 $651,380 
66 $7,220 $8,020 $5,420 $6,040 $4,600 $5,140 $4,060 $4,600 $599,800 $673,680 
67 $7,400 $8,300 $5,680 $6,220 $4,780 $5,320 $4,240 $4,780 $621,500 $696,400 
68 $7,760 $8,560 $5,860 $6,400 $4,960 $5,500 $4,420 $5,040 $643,960 $719,800 
69 $8,020 $8,740 $6,040 $6,580 $5,140 $5,680 $4,600 $5,320 $667,020 $743,880 
70 $8,200 $9,100 $6,220 $6,840 $5,320 $5,860 $4,960 $5,500 $690,760 $76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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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的 

參加年齡  

(每月年金 

金額將以 

最年輕 

借款人的 

年齡計算) 

以物業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指定物業價值)及退保現金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申請時的壽險保單退保現金價值)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5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2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終身 

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71 $8,560 $9,360 $6,400 $7,120 $5,500 $6,120 $5,140 $5,860 $715,100 $793,400 
72 $8,820 $9,640 $6,660 $7,300 $5,680 $6,400 $5,400 $6,120 $739,940 $819,100 
73 $9,100 $9,900 $6,940 $7,560 $5,940 $6,660 $5,680 $6,480 $765,460 $845,040 
74 $9,460 $10,260 $7,120 $7,740 $6,220 $7,020 $6,040 $6,840 $791,400 $871,760 
75 $9,720 $10,520 $7,380 $8,100 $6,480 $7,380 $6,300 $7,200 $818,120 $898,900 
76 $10,080 $10,880 $7,560 $8,280 $6,840 $7,740 $6,660 $7,560 $845,340 $926,460 
77 $10,340 $11,160 $7,920 $8,640 $7,200 $8,180 $7,020 $8,000 $872,900 $954,540 
78 $10,620 $11,420 $8,100 $9,080 $7,560 $8,540 $7,380 $8,360 $901,140 $982,780 
79 $10,980 $11,780 $8,460 $9,440 $8,000 $9,080 $7,820 $8,900 $929,900 $1,011,540 
80 $11,240 $12,140 $8,820 $9,980 $8,440 $9,700 $8,260 $9,520 $958,900 $1,040,640 
81 $11,600 $12,580 $9,260 $10,420 $8,980 $10,240 $8,800 $10,060 $988,420 $1,070,080 
82 $11,960 $12,940 $9,800 $11,060 $9,520 $10,920 $9,340 $10,780 $1,018,280 $1,099,700 
83 $12,320 $13,380 $10,320 $11,680 $10,140 $11,540 $9,960 $11,400 $1,048,480 $1,129,300 
84 $12,760 $13,920 $10,960 $12,560 $10,780 $12,380 $10,600 $12,200 $1,078,940 $1,159,180 
85 $13,120 $14,460 $11,660 $13,460 $11,480 $13,280 $11,300 $13,100 $1,109,400 $1,189,140 
86 $13,660 $15,180 $12,580 $14,280 $12,300 $14,140 $12,120 $14,000 $1,140,120 $1,218,840 
87 $14,280 $16,080 $13,460 $15,520 $13,280 $15,340 $13,100 $15,160 $1,170,660 $1,248,560 
88 $15,000 $17,060 $14,360 $16,680 $14,180 $16,500 $14,000 $16,320 $1,201,300 $1,27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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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的 

參加年齡  

(每月年金 

金額將以 

最年輕 

借款人的 

年齡計算) 

以物業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指定物業價值)及退保現金價值每 100 萬港元計(申請時的壽險保單退保現金價值)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15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20 年 

每月年金金額 

年金年期 - 終身 

最高一筆過貸款金額 

(於貸款起始日提取)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二人 

共同借款 

單人 

借款 

89 $15,900 $18,220 $15,520 $17,940 $15,340 $17,760 $15,160 $17,580 $1,231,500 $1,307,220 
90 $16,880 $19,560 $16,640 $19,400 $16,500 $19,250 $16,320 $19,100 $1,262,960 $1,336,540 
91 $17,110 $19,780 $16,860 $19,600 $16,730 $19,470 $16,540 $19,310 $1,293,200 $1,365,260 
92 $17,350 $20,200 $17,110 $20,010 $16,970 $19,870 $16,780 $19,710 $1,323,360 $1,393,300 
93 $17,600 $20,430 $17,310 $20,240 $17,170 $20,100 $17,010 $19,930 $1,352,940 $1,420,840 
94 $17,840 $20,840 $17,560 $20,620 $17,380 $20,490 $17,240 $20,340 $1,382,360 $1,447,880 
95 $18,080 $21,070 $17,770 $20,850 $17,620 $20,710 $17,470 $20,560 $1,412,080 $1,474,520 
96 $18,330 $21,490 $18,020 $21,260 $17,860 $21,120 $17,710 $20,970 $1,441,760 $1,500,760 
97 $18,580 $21,730 $18,280 $21,460 $18,110 $21,320 $17,950 $21,190 $1,473,540 $1,528,480 
98 $18,820 $22,150 $18,530 $21,880 $18,360 $21,740 $18,180 $21,600 $1,502,860 $1,555,800 
99 $19,070 $22,570 $18,790 $22,300 $18,600 $22,150 $18,420 $22,010 $1,526,820 $1,582,580 

100 $19,320 $23,000 $19,050 $22,720 $18,850 $22,570 $18,660 $22,420 $1,543,840 $1,601,460 
 

註: 如借款人年齡超過 100 歲，可向參與銀行查詢有關個別年金年期的每月年金金額及於貸款起始日可提取的最高一筆過貸款金額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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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老按 揭計 劃  

 

銀行名單 
 

                                         (更新日期：2016 年 10 月) 

 

 熱 線電話  

1.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278 3399 

2.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 客戶服務熱線 2239 5559 

- 香港分行  

  中環畢打街 20 號 
2841 9611 / 

2973 8888 

- 灣仔支行 

灣仔莊士敦道 32-34 號地下 

3989 3000 

- 九龍支行 

九龍彌敦道 563 號地下 

3989 3110 

- 荃灣支行 
荃灣沙咀道 328 號寶石大廈  

太平興業廣場地下 G9B-G11 號舖 

3989 3720 

3.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806 7222 

4.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2622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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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線電話  

5.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 客戶服務熱線 2818 0282 

- 中區營業部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2 號上海商業銀行大廈大堂樓層 

- 旺角分行  

   旺角彌敦道 666 號 

- 荃灣分行  

   荃灣青山公路 405 號 

6.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 按揭熱線 3608 8686 

- 總行 

中環德輔道中 10 號 

 3608 0135 

 

- 石塘咀分行 

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484-496 號新安大樓 

地下 I 及 J 號 

3609 1606 

- 灣仔分行 

灣仔軒尼詩道 253-261 號依時商業大廈 

地下 A-C 號 

3609 1343 

- 香港仔分行 

香港仔香港仔大道 162-164 號 

3609 1636 

- 堅尼地城分行 

   堅尼地城卑路乍街 108 號地下 D 舖 

3609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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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線電話  

- 旺角北分行 

旺角彌敦道 720-722 號家樂樓地下 

3609 2738 

- 觀塘分行  

   觀塘康寧道 7 號 

3609 2319 

- 大埔分行 

   大埔大埔墟寶鄉街 62 -66 號 

 

3609 3299 

- 荃灣沙咀道分行 

              荃灣沙咀道 297-313 號眾安大廈地下 5 號舖 

           3609 3640 

- 沙田廣場分行 

   沙田沙田廣場地下 3-4 號 

           3609 3249 

7. 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 按揭熱線 2309 5555 

- 總行 

香港德輔道中 45 號 

2309 5555 

- 堅尼地城分行 

吉席街 28 號 

3507 0030 

- 北角分行  

   英皇道 361 號 

3507 0005 

- 西灣河分行  

  筲箕灣道 123 號 

3507 0034 

- 旺角分行 

彌敦道 636 號永隆銀行中心地庫 

3507 0007 

- 深水埗分行  

  大埔道 111 號 

350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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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線電話 

- 美孚新邨分行  

  萬事達廣場 1 樓 N94 舖 
3507 0042 

- 土瓜灣分行  

  土瓜灣道 64 號 
3507 0014 

- 藍田匯景廣場分行 

滙景道 8 號滙景廣場第三層 59 號舖 
3507 0039 

- 荃灣分行  

  沙咀道 251 號 
3507 0010 

- 屯門分行  

   屯門鄉事會路 42 號 
3507 0019 

          -  大埔分行 

              安慈路 1 號海寶花園地下 12 號舖 
3507 0031 

          -  沙田廣場分行 

              沙田正街 21-27 號沙田廣場 L1 樓 2 號舖 

 

3507 0038 

 



Reverse Mortgage Programme  

 

 

For more details of the Programme, you may refer to our website 

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reverse_mortgage_programme.html.  

 

TVC for the Programme: https://youtu.be/NwuHpsJJr-E 
 

 

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reverse_mortgage_programme.html
https://youtu.be/NwuHpsJJr-E

	RM Kit for HKIE
	03LumpSumPayoutClosingChi.pdf
	安老按揭計劃
	安老按揭計劃
	甲. 以指定物業價值計算 
	乙. 以指定物業價值及申請時的退保現金價值計算




	Reverse Mortgage Programm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265L)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HK-Light
    /CFangSongHKS-Light
    /CGuLiHK-Bold
    /CGuLiHKS-Bold
    /CGuYinHK-Bold
    /CGuYinHKS-Bold
    /CHei2HK-Bold
    /CHei2HK-Xbold
    /CHei2HKS-Bold
    /CHei2HKS-Xbold
    /CHei3HK-Bold
    /CHei3HKS-Bold
    /CHeiHK-UltraBold
    /CHeiHKS-UltraBold
    /CJNgaiHK-Bold
    /CJNgaiHKS-Bold
    /CKanHK-Xbold
    /CKanHKS-Xbold
    /CNganKaiHK-Bold
    /CNganKaiHKS-Bold
    /CO2YuenHK-XboldOutline
    /CO2YuenHKS-XboldOutline
    /COYuenHK-Xbold
    /COYuenHK-XboldOutline
    /COYuenHKS-Xbold
    /COYuenHKS-XboldOutline
    /CPo3HK-Bold
    /CPo3HKS-Bold
    /CPoHK-Bold
    /CPoHKS-Bold
    /CSong3HK-Medium
    /CSong3HKS-Medium
    /CSuHK-Medium
    /CSuHKS-Medium
    /CWeiBeiHKS-Bold
    /CXLiHK-Medium
    /CXLiHKS-Medium
    /CXYaoHKS-Medium
    /CXingHK-Medium
    /CXingHKS-Medium
    /CXingKaiHK-Bold
    /CXingKaiHKS-Bold
    /CYuen2HKS-Light
    /CYuen2HKS-SemiBold
    /CYuen2HKS-Xbold
    /CYuenHK-SemiMedium
    /MBeiHK-Bold
    /MBitmapRoundHK-Light
    /MBitmapSquareHK-Light
    /MCuteHK-Light
    /MCuteHKS-Light
    /MDynastyHK-Xbold
    /MDynastyHKS-Xbold
    /MElleHK-Medium
    /MElleHKS-Medium
    /MGentleHK-Light
    /MGentleHKS-Light
    /MHGHagoromoTHK-Light
    /MHGHagoromoTHK-Medium
    /MHGKyokashotaiTHK-Light
    /MHGReithicTHK-Light
    /MHeiHK-Bold
    /MHeiHK-Light
    /MHeiHK-Medium
    /MHeiHK-Xbold
    /MHeiHKS-Bold
    /MHeiHKS-Light
    /MHeiHKS-Medium
    /MHeiHKS-Xbold
    /MKaiHK-Medium
    /MKaiHK-SemiBold
    /MKaiHKS-Medium
    /MKaiHKS-SemiBold
    /MLiHK-Bold
    /MLiHKS-Bold
    /MLingWaiFHK-Light
    /MLingWaiPHK-Light
    /MMarkerHK-Bold
    /MMarkerHKS-Bold
    /MNgaiHK-Bold
    /MNgaiHKS-Bold
    /MQingHuaHK-Xbold
    /MQingHuaHKS-Xbold
    /MSungHK-Bold
    /MSungHK-Light
    /MSungHK-Medium
    /MSungHK-Xbold
    /MSungHKS-Bold
    /MSungHKS-Light
    /MSungHKS-Medium
    /MSungHKS-Xbold
    /MWindyHK-Bold
    /MWindyHKS-Bold
    /MYoungHK-Medium
    /MYoungHK-Xbold
    /MYoungHKS-Medium
    /MYoungHKS-Xbold
    /MYuenHK-Light
    /MYuenHK-Medium
    /MYuenHK-SemiBold
    /MYuenHK-Xbold
    /MYuenHKS-Light
    /MYuenHKS-SemiBold
    /MYuenHKS-Xbold
    /MYuppyHK-Medium
    /MYuppyHKS-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4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4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3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4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6c006f005200650073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87a25e55986f793a3001901a904e96fb5b5090f54ef650b390014ee553ca57287db2969b7db28def4e0a767c5e03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6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fals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協助工具報告


		檔名： 

		z16092726-HKMC-RM-Booklet(c).pdf




		報告建立者：

		

		機構：

		




[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可能會阻止完全存取文件的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4

		失敗: 5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失敗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失敗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失敗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失敗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失敗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略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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