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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

歡迎瀏覽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想享受輕鬆無憂的強積金
帳戶管理？在網上強積金管理平台「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
我們與您攜手體驗快捷又方便的強積金管理服務。跟隨以下
指南的每個步驟，準備感受輕鬆管理強積金的驚喜。

開始體驗
隨時隨地  為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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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訪香港永明金融的首頁 www.sunlife.com.hk。

2. 在功能鍵選擇    選擇「強積金」。

3. 選擇「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4. 您已抵達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

到訪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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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您可以創建自己的用戶名稱，過程只需數分鐘！

小貼士：如果您尚未向我們提供流動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將無法登記網上服務。請完成
「更改個人資料表格」，以更新您的紀錄。

備註：為保障您的個人資料，一次性
驗證碼將在發出後 5分鐘失效。如有
需要，請選擇「重發驗證碼」。 恭喜！您已完成登記。

1. 在登入頁面選擇「成員」  「首次登記」。

首次登記

2. 輸入您的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出生日期
及已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電郵以收取
驗證碼  選擇 下一步 。

3. 您將透過手機短訊或電郵收取驗證碼， 輸入
6位數字的驗證碼  選擇 下一步 。

4. 設定您的用戶名稱及密碼  確認密碼  
選擇 遞交 。

如果您是初次使用的用戶，請按照以下步驟完成登記。如果您已完成登記，請直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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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

到訪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後，請登出。

1.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登出」。

2. 如確定需要登出，請選擇 確認 。

2. 輸入您的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或用戶名稱
及登入密碼。

4. 選擇 登入  ，完成！

3. 如果您想將登入資料儲存至您的裝置，以便
日後更快捷地登入，請勾選「記住我」。

即將完成！只要完成首次登記，您將可開始享受我們的網上服務。

登入與登出3

登入

登出

備註：如果您忘記了密碼，可以在此選擇「忘記密碼」以收取驗證碼並重設密碼。

小貼士：您完成操作後，請登出 - 
特別是在使用共享裝置的情況！

備註：為保障您的帳戶資料，系統
閒置15分鐘後將自動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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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在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及 /或新地強積金僱主營辦計劃 (如適用 )下，您有機會
持有多於一個強積金帳戶。您在計劃行政管理人 ― 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卓譽」）管理下
的所有帳戶檔案，在此一覽無遺。

小貼士：您可以隨時選擇「>」
以查閱更多詳情。

小貼士：您也可以透過選擇
帳戶編號選單以切換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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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持有多於一個帳戶，登入後將首先進入我的檔案頁面。

2. 選擇  以查閱指定的帳戶詳情。 

3. 您可以隨時在上方功能鍵選擇「首頁」，返回我的檔案頁面。

查閱我的檔案



5.1 我的帳戶資料 ― 我的強積金帳戶
登入後，如果您只持有一個帳戶，將直接進入我的強積金帳戶頁面。您可以在此檢閱您的帳戶結餘、盈／（損）、
強積金帳戶投資組合及帳戶詳情。

小貼士：將滑鼠移到圓形圖以
查閱基金結餘，點擊圓形圖則可
前往「過往基金價格查詢」頁面。

我的強積金帳戶圓形圖

過往基金價格查詢
1. 選擇指定的成份基金及時段／起訖
日期。

2. 選擇 基金價格資料 或 圖表 查閱
詳情；或

3. 選擇 下載資料 下載CSV格式的過往
基金價格。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帳戶資料」  「我的強積金帳戶」。

6

5 我的帳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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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強積金帳戶詳情

1. 在我的強積金帳戶向下移動頁面。

2. 在「我的強積金帳戶詳情」選擇  
 查閱詳情。

盈／（損）摘要

1. 在我的強積金帳戶向下移動頁面  
 在「盈／（損）摘要」選擇  查閱詳情。

2. 選擇 盈/（損）詳情 了解更多。

小貼士：在「我的強積金帳戶詳情」
功能，您可以查閱您的強積金帳戶
詳情包括：單位價格、基金單位、
每個供款類別的資產結餘、每個成份
基金的資產分配及結餘。

備註：盈／（損）的結算是由帳戶成立日
開始的投資時期。



5.2 我的帳戶資料 — 我的報表
在我的報表頁面，您現在可以以最環保及方便的方式，查閱並
下載您的電子報表。

小貼士：您可以在此查閱過去
24個月內發出的報表。

1. 選擇報表的類別及時段。

3. 您即可下載並查閱按照類別排序的電子報表及信件。

2. 選擇 查閱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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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您知道您可以在此查閱
哪些報表嗎?

• 成員權益報告
• 供款
• 登記
• 投資轉換
• 資產轉入／轉出
• 其他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帳戶資料」  「我的報表」。



1. 選擇  以查閱每一項交易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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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您知道您的強積金帳戶中
可以有不同交易進行?

• 定期供款
• 紅利回贈
• 供款附加費
• 提取詳情
• 轉入款項
• 轉出款項
• 僱員自選轉入款項

5.3 我的帳戶資料 — 交易紀錄
您可以查閱您過去24個月的交易紀錄，包括：定期供款、轉入／轉出款項、紅利回贈等，清楚地掌握您曾經進行
過的交易紀錄。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帳戶資料」  「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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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在我的指示，
您可以查閱及監察以下指示： 

• 設定／更改用戶名稱
• 更改／忘記密碼
• 投資轉換
• 更改投資授權
• 參加預設投資策略
• 參加基金自動導航系統
• 更改個人資料

小貼士：您可以透過「狀況」以監察指示進度。一般情況下，我們在截止時間前收到的指示，
會在同一公曆日內處理。如在截止時間後遞交指示或在非交易日遞交指示，則將在下一個
交易日處理。

重要事項：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的截止時間為每個交易日的下午4時正。

5.4 我的帳戶資料 — 我的指示
除您的交易紀錄外，我們的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還可以讓您隨時跟進所有在24個月內、透過所有渠道（包括
網上、流動應用程式、書面申請或互動語音系統）所遞交的指示進度。

交易編號 狀況 提交渠道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帳戶資料」  「我的指示」。



小貼士：已遞交的指示只能於截止時間前取消。在截止時間後，有關指示將會進入
「處理中」的程序；狀況為「處理中」或「已完成」的指示均不能取消。

取消指示

1. 選擇  以取消已遞交的指示。 2. 選擇 確認取消 。

3. 如確定要取消該指示，選擇 是 。 4. 您將會看到該指示的狀況由「已遞交」更新為
「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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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詳情

1. 您可以透過選擇  以查閱個別投資指示及個人資料更新的詳情。



6.1 投資指示 – 投資轉換（只適用於現有帳戶結餘）
強積金是一項投資，因此我們明白隨着您進入人生不同的階段，或是有新的投資見解，都不時有機會需要調整您
持有的成份基金組合。

小貼士：在開始進行任何投資
指示前，可檢閱您的現有結餘。

重要事項：在開始進行任何投資
指示前，請細閱「重要說明」。

1. 往下移動頁面，瀏覽您的帳戶結餘以作參考。

6 投資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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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投資指示」  「投資轉換」（只適用於
現有帳戶結餘）。



2. 轉出投資：選擇「 」打開選單以選擇您要轉出的成份基金及其百分比，或勾選「轉出全部結餘」  
選擇 下一步 。 

3. 轉入投資：選擇「 」打開選單以選擇您要轉入的成份基金及其百分比  選擇 遞交 。 

小貼士：您能以基金或供款類別
決定您想轉出的百分比。

小貼士：每一個供款類別（列）轉入
的百分比必須合共等於100%。

13



4. 您將被帶到投資轉換確認資料頁面。

5. 向下移動頁面，細閱並選擇 確認及提交  以確認您
作出的轉換指示。

小貼士：如果您在遞交投資轉換
指示後想改變主意，請在截止時
間前在「我的指示」頁面取消指示。

備註：在「投資轉換」只會轉變
您現有帳戶結餘的投資組合，
未來供款或新轉入的資產，都會
按照「投資授權」進行。

14



6.2 投資指示 — 更改投資授權（只適用於未來供款）
如果您希望／需要更改您未來供款的投資授權，您可以使用更改投資授權的功能。

小貼士：每一個供款類別（列）的
新投資授權百分比必須合共等於
100%。

重要事項：在開始進行任何投資
指示前，請細閱「重要說明」。

1. 選擇「 」打開選單以選擇您的新投資授權  選擇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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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投資指示」  「更改投資授權」
（只適用於未來供款）。



2. 您將被帶到更改投資授權確認資料頁面。

3. 向下移動頁面，細閱並選擇 確認及提交  以確認您作出的更改投資授權指示。

小貼士：如果您在遞交投資授權
指示後想改變主意，請在截止時
間前在「我的指示」頁面取消指示。

備註：除了未來供款，其他
強積金帳戶所轉入的資產亦會
按照「投資授權」的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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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投資指示 — 參加預設投資策略
預設投資策略是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規定而預先制定的投資安排，由兩個混合資產成份基金組成，分別
是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核心累積基金」）與永明強積金65歲後基金（「65歲後基金」）。

小貼士：在「預設投資策略」，所有的未來供款及 /或所有現有結餘均會在您生日當天或生日後
首個營業日（如生日非營業日），自動進行轉換。

重要事項：在開始進行任何投資指示前，
請細閱「重要說明」。

1. 從以下3個選項「未來供款及所有現有結餘
轉換至預設投資策略」、「未來供款轉換至
預設投資策略」、「所有現有結餘轉換至預設
投資策略」作出選擇  點選您的選項。

2. 選擇 選用此項服務 。

3. 選擇 確認  以遞交您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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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投資指示」  「參加預設投資策略」。



6.4 投資指示 — 參加基金自動導航系統
基金自動導航系統會根據預先設定的資產分配比例，因應您的年齡在您每年生日自動調整基金分配。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投資指示」  
「參加基金自動導航系統」。

重要事項：在開始進行任何投資指示
前，請細閱「重要說明」。

1. 向下移動頁面，選擇「更多」以查閱資產分佈
表詳情。

2. 如確認參加基金自動導航系統，選擇 
遞交 。

3. 選擇 確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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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個人資料有任何更新，請透過選擇 更改個人資料  通知我們。

7.1 我的個人資料 — 個人資料
您可以在我的個人資料頁面查閱現時已登記的個人資料。

7 我的個人資料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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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欲更改資料的欄目更改選項或輸入更新  完成後選擇 遞交 。

7.2 我的個人資料 — 更改個人資料
如要更改您目前的個人資料，只需一次申請，即可為您在卓譽行政管理下同一強積金計劃的所有強積金帳戶進行
全面更新。在這個功能下，您更可以更改希望收取受監管／非受監管通知的方式。

小貼士：支持環保！
您可以在此選擇以
電子通訊方式接收
電子報表。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個人資料」  「更改個人資料」。

備註：緊記定期檢閱
您指定的電郵信箱，
包括垃圾郵件信箱
（如未提供電郵地址，
電子通訊僅會以電話
訊息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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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您的現有密碼及新密碼。

2. 再次輸入新密碼以進行確認  選擇 遞交 。

7.3 我的個人資料 — 更改密碼及用戶名稱

更改密碼

小貼士：您可以點選「提示」以
查閱有關設定新密碼的要求。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個人資料」  「更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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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您的現時用戶名稱及新用戶名稱。

更改用戶名稱

在上方功能鍵選擇
「我的個人資料」  「更改用戶名稱」。

小貼士：如果您未設定用戶
名稱，這個功能鍵會顯示為
「設定用戶名稱」。

小貼士：您可以點選「提示」以
查閱有關設定新用戶名稱的要求。

2. 選擇 遞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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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您的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並輸入
已登記的流動電話號碼／電郵以收取驗證碼 

 選擇 下一步 。

1. 在登入頁面選擇「成員」  選擇「忘記密碼」。

如果忘記密碼，現在您可以使用驗證碼輕鬆地重設新密碼 — 就像首次登記一樣簡單！

8 忘記密碼

3. 您將透過收取手機短訊或電郵收取驗證碼，
輸入6位數字的驗證碼  選擇 下一步 。

4. 設定新密碼  確認密碼  選擇 遞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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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多功能

急不及待想探索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在頁尾導覽，我們還集合了更多滿足您需求的功能。

在任何一個頁面向下移動至最底，以查閱頁尾導覽。

最新消息
我們將在此及時向您發佈最新消息及任何修訂。密切
留意我們的更新！

表格及刊物
您可以在此查閱最常用的表格及刊物列表。

行政程序
點選此項目，以了解更多關於行政程序的詳情。

最新基金價格
每次檢視或調整投資組合時，您都可在此獲得最
新的基金價格。

立即登入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體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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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照亮閃耀人生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紅鸞道 18 號祥祺中心 A 座 16樓
 
行政管理人：
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 18 號海濱廣場一座 10 樓

永明退休金計劃熱線：(852) 3183 1888
傳真：(852) 3183 1889 
www.sunlife.com.hk 
 
永明金融集團成員之一  總公司設於加拿大多倫多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刊發
2020 年 10 月編印90

31
01

9-
C/

10
-2

0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