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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利息选项
的风险取向

为协助您挑选您的利息选项， 
Canada Life™ 提供这份问卷来 
了解您可承受的风险程度，以及
如何将其与您的财务目标和需求
之间取得平衡。

在挑选利息选项时，您应考虑 
每个方案将来出现的变动幅度，
以及想在保单内维持的储蓄 
水平。

您的财务目标、生活状况和风险
承受程度均可能发生改变。我们
建议您定期与顾问审视您的财务
需求。

选定您的取向
请选择每道问题所对应答案的 
方格。

每个部分的分数将自动 
相加。

根据您的总分来决定您的 
风险取向。

当您知道自己的风险评估取向， 
便可考虑不同利息选项，这些利息 
选项（包括投资风险取向的不同选项） 
都是针对不同风险取向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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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总分：

第二部分总分：

第三部分总分：

第一部分 – 您的人寿保险保单
您为何购买人寿保险保单？

以人寿保险作为保障 [0]

以人寿保险作为保障并获得一些投资增长 [10]

以人寿保险作为保障并获得最大延税效益的投资增长 [20]

第二部分 – 您的投资年期
A. 您认为您何时会动用人寿保险保单内可能出现的退保现金价值？

10 年以内 1 

1  假如您认为您可能需要在不久的将来从保单的退保现金价值提取一大笔资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累积在一份终身人寿保险保单内的资金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我们建议您与顾问 
商讨您的短期财务需求。请注意：退保时须缴付退保费用；存款时须扣除省级保费税。

[1]

10 年至 20 年 [15]

21 年或更长或永不退保 [20]

B. 您提早动用其中一部分退保现金价值的可能性有多大？
少于 10% [25]

10 至 20% [16]

20 至 30% [8] 

超过 30% 1 [8]

第三部分 – 您的投资经验
以下哪一项最能表达您对投资的了解？

我知道的不多，主要依赖顾问的建议。 [2]

我对股票及债券有些许了解，但没有关注金融市场的动向。 [5]

我对投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定期关注金融市场的动向。 [8] 

我完全明白不同投资产品的运作，包括股票和债券，并密切 
关注金融市场的走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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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总分：

第四部分 – 您对风险所持的态度
A. 以下哪一项最能贴切地表达您的投资理念？

我不能接受频繁的波动 [5]

我可以容忍轻微的波动，倾向于选择较安全和较低回报的投资项目 [10]

我可以接受投资期间内价值上有适度波动，以获得较高的整体长线回报 [20] 

我的主要目标是获取长线的高回报。我并不在意短期的价值下跌 [30]

B. 假设您投入 $100,000 作长线投资，您在任何年期内可承受的投资组合 
最大跌幅是多少？
我不能接受任何程度的损失 [2]

我可以接受 $5,000 的跌幅 [5]

我可以接受 $10,000 的跌幅 [10] 

$15,000 的跌幅是我的极限 [15] 

$20,000 的亏损是我的底线 [20] 

我可以接受多于 $20,000 的跌幅 [25]

C.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下跌在所难免。当出现严重亏损时（假设价值最终可能回升），
您会持有投资项目多久？
3 个月以内 [5]

3 至 6 个月  [8]

6 个月至 1 年 [10] 

1 至 2 年 [15] 

2 至 3 年 [20] 

3 年或以上 [25]

D. 有些投资者比较愿意接受投资组合的周期性的价值下跌，以换取较高的 
长线回报潜力。以下哪一项最能表达您对下述句子的感觉？

如果可增加获取较高长线回报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投资价值有可能经常出现的 
大幅下跌。

非常同意 [20]

同意 [15]

不同意 [10] 

非常不同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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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 投资组合的波动性 
一个投资组合是对不同投资项目的选择。某个特定投资组合所赚取的回报与其相关的
风险，取决于投资组合内的构成。

下图是四个假设的投资组合在一年内可能出现的回报波动情况（由最好的到最差的）。
您倾向选择哪个投资组合呢？

投资组合 A  [5]

投资组合 B [10]

投资组合 C [20] 

投资组合 D [30]

第五部分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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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 
您的个人资料
A. 请问您属于哪个年龄组别？

30 岁以下 [15]

30 至 39 岁 [15]

40 至 49 岁 [15]

50 至 59 岁 [10] 

60 至 69 岁 [5] 

70 至 79 岁 [3] 

79 岁以上 [2]

B.  请问以下哪个组别最能代表您目前
每年税前家庭总收入（包括退休金）？ 
$30,000 或以下 [4]

$30,001 至 $60,000 [6] 

$60,001 至 $90,000 [8] 

$90,001 至 $120,000 [10] 

$120,000 以上 [10]

C.  请问您直系亲属家庭的总资产在
扣除了所有贷款或房贷余额之后
是属于哪个组别？
$30,000 或以下 [2]

$30,001 至 $50,000 [4] 

$50,001 至 $100,000 [6] 

$100,001 至 $200,000 [8] 

$200,001 至 $300,000 [10]

$300,000 以上 [10]

D. 您属于哪种投资风格?
保守型 [2]

中度保守型 [6] 

温和型 [10] 

中度进取型 [15] 

进取型 [20]

确定您的 
风险取向

将每个部分的分数加起来，
便可得到最后的总分。

用最后总分对照以下建议的
风险取向。

最后总分 建议的风险取向

115 或以下 保守型 

116 至 145 温和型 

146 至 170 均衡型

171 至 190 增进型

191 或以上  进取型 

第六部分总分： 

第一部分总分： 

+第二部分总分：

+第三部分总分：

+第四部分总分： 

+第五部分总分： 

+第六部分总分：

最后总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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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建议的风险取向是基于您所提供的资料得出，仅供参考之用，
并非用于推荐某个特定万用人寿保险的利息选项。请与您的顾问 
商讨，确保您的利息选项所对应的潜在回报波动是在您接受范围 
之内。

保守型投资风格
保障资金的安全对您而言至关重要。
保守型投资风格：提供多样性及便利性

目标资产组合：
资金会投资在广泛的固定收益投资项目，包括 
担保债券、信用债券、现金及短期证券；有时 
还有各类型加拿大及海外企业发行的股票。

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的资金投资比例 
如下：
• 75% 固定收益投资项目
• 25% 股票投资
附注：保守型投资风格的相关资金可能会随时 
改变，这取决于Canada Life，有关变动恕不作 
另行通知。

可考虑作为资产组合一部分的其他利息
选项：
• 担保利息选项 –  一年、三年、五年和十年 –

令投资组合更为保守
• 与债券挂勾的浮动利息选项 – 令投资组合

更为保守
• 与均衡或资产分配基金挂勾的选项
• 与投资范围广泛的加拿大基金挂勾的股票

选项

请与顾问商讨 
您的选项。

温和型投资风格
保障资金的安全对您而言很重要，但不是您的优先考虑。
温和型投资风格：提供收入及长线投资增长

目标资产组合：
资金会投资在广泛的固定收益投资项目，包括 
担保债券和信用债券，以及各类型加拿大及海外 
企业发行的股票；还有现金和短期证券。

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的资金投资比例 
如下：
• 60% 固定收益投资项目
• 40% 股票投资
附注：温和型投资风格的相关资金可能会随时 
改变，这取决于Canada Life，有关变动恕不作 
另行通知。

可考虑作为资产组合一部分的其他利息
选项：
• 担保利息选项 – 一年、三年、五年和十年
• 与债券或加拿大股市挂勾的浮动利息选项
• 与均衡或资产分配基金挂勾的选项
• 与投资范围广泛的加拿大股票利息选项

请与顾问商讨 
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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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型投资风格
您愿意承受一些风险，以换取长线（20年或以上）的较高回报潜力。
均衡型投资风格：在收入与长线投资增长之间取得平衡

目标资产组合：
资金会投资在广泛的固定收益投资项目，包括 
担保债券和信用债券，以及各类型加拿大及海外 
企业发行的股票；还有现金和短期证券。

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的资金投资比例 
如下：
• 60%股票投资
• 40%固定收益投资项目
附注：均衡型投资风格的相关资金可能会随时 
改变，这取决于Canada Life，有关变动恕不作 
另行通知

可考虑作为资产组合一部分的其他利息 
选项：
• 担保利息选项 – 一年、三年、五年和十年
• 与债券、加拿大或美国股市挂勾的选项
• 与均衡或资产分配基金挂勾的选项
• 与投资范围广泛的加拿大基金挂勾的

股票选项

请与顾问商讨 
您的选项。

增进型投资风格
您愿意承受一些风险，以换取较高的长线回报潜力。您期望假以时日， 
投资得以增值。
增进型投资风格：提供长线的投资增长及一些收入

目标资产组合：
资金会投资在广泛的股票项目，包括由加拿大 
及海外企业发行的普通股及其他类型的股票； 
还有少量投资于固定收益项目，包括担保债券 
和信用债券，以及现金和短期证券。

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的资金投资比例 
如下：
• 80% 股票投资
• 20% 固定收益投资项目
附注：增进型投资风格的相关资金可能会随时 
改变，这取决于Canada Life，有关变动恕不作 
另行通知。

可考虑作为资产组合一部分的其他利息
选项：
• 如果您决定不采用这投资风格，您必须确保

您不同账户的选项有足够的多样性
• 某些与指数挂勾的选项可以提供一定的多样性
• 考虑选择一些以增长和价值为导向的基金去

增加多样性
• 投放在专门行业（如能源和科技）的资金应占

您总资产组合的较少部分

请与顾问商讨 
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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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取型投资风格
您可接受投资的波动，只要有获取较高长线回报的潜力。
进取型投资风格：提供长线投资增长

目标资产组合：
资金会投资在广泛的股票项目，包括由加拿大 
及海外企业发行的普通股及其他类型的股票。

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的资金投资比例 
如下：

100% 股票投资
附注：进取型投资风格的相关资金可能会随时 
改变，这取决于Canada Life，有关变动恕不作 
另行通知。

可考虑作为资产组合一部分的其他利息
选项：
• 与股票指数挂勾的浮动利息选项
• 与个别以增长为导向的基金所挂勾的选项

请与顾问商讨 
您的选项。



关于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Canada Life 是一家领先业界的保险、 
财富管理和福利供应商，专注于帮助 
加拿大人积累财富和改善身心健康。 
170 多年来，我们深受无数个人、 
家庭、企业家的信赖，为他们提供的 
可靠建议并兑现许下的承诺。

自 2020 年 1 月1日起，Great-West Life、
London Life 和 Canada Life 合并为 
一家公司 – Canada Life，而今天，我们
在全国各地已为超过 1,300 万位客户 
服务，我们对此深以为傲。

请浏览 canadalife.com

除非另有注明，所有金额均按加元呈列。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10770 EL),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此册子为 Canada Life 英文册子 (46-10770 EL) 之中文译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册子。若中、英文版本的内容出现矛盾或含糊之处，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Canada Life and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46-10770 EL CHS-11/20

http://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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