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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挚爱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而给他们最好的
礼物莫过于为他们打造安稳和愉快的未来。世事
变幻无常，所以您更应该为家人的幸福着想，趁早
未雨绸缪。您需要一份贴心的人寿保障，让您 

可以安心守护家人的未来，无惧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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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逸人寿保障计划”（“享逸”）是一份分红寿险保单。只需缴付为期10年或18年的相宜保费， 

“享逸”便可提供人寿保障直至138岁1并让您在人生旅途上实现财富增值，为您的挚爱缔造美好 

未来，让您更安心无忧。

享逸人寿保障计划

特点

保障您与挚爱的未来

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款额 
以备可用现金

更具灵活弹性 
满足所需

保证现金价值和非保证终期红利 
实现财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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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现金价值和非保证终期红利　实现财富累积

保证现金价值　保障您的未来 

“享逸”提供现金价值2，而此现金价值由本公司所保证。保证现金价值在保单期满或保单退保时 

支付。

终期红利　增添潜在回报

在保单生效3年后，您也可享有终期红利。我们将从第3个保单年度完结时开始，每年最少厘定 

终期红利一次。终期红利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减少或增加终期红利。终期红利的实际金额将在
支付时厘定。当保单生效3年后，终期红利有可能在保单期满、保单退保或被保人身故时支付。有关
详情，请参阅“享逸”信息一览表和重要信息部分下的非保证利益。

保障您与挚爱的未来

人寿保障

当被保人不幸身故，我们将支付身故保险赔偿，其金额相当于：

100% 基本保额

 非保证终期红利（如有）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如有）

 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如有）  

关怀20额外身故保险赔偿

在关怀20额外身故保险赔偿下，在首20个保单年度内，如果身故保险赔偿须应予
支付时，我们将支付额外35%基本保额，确保您的挚爱得到经济支持。

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款额　以备可用现金

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

您可申请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以抓紧和稳握市场良机。从第25个保单周年日开始（如果保费
缴付年期为10年）或第30个保单周年日开始（如果保费缴付年期为18年），在每个保单周年日起计的
30天内，受限于本公司的批准以及必须符合本公司不时生效的行政规则下，您可申请3转移终期红利 

最新价值的指定百分比（“已行使率”）至终期红利锁定户口，而您申请进行该转移的终期红利金额为 

“锁定金额”4,5。所有保单年度合共的已行使率不得超过“锁定总上限率”（现时为60%）6。

额外35% 
基本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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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锁定金额4,5获得本公司批准，锁定金额将从终期红利中扣除，并在切实可行的期限内尽早转移至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4。在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后，在相关保单年度的终期红利以及任何本公司可能
在其后保单年度宣派的终期红利应因此相应减少，但基本保额将维持不变。

本公司可按本公司以绝对酌情权不时厘定的利率向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派发利息。

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款额　

您可随时申请以一笔过方式7提取部分或全部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而无须把保单退保，以应付
人生不同阶段的财务需要。

更具灵活弹性    满足所需

灵活选项以支付身故赔偿

为增加灵活性以配合您和您的挚爱的需要，我们可按您的选择以一笔过支付或定期方式分期给付 

身故赔偿。我们备有两种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以给付身故赔偿，详情如下：
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 身故赔偿如何给付
1. 一笔过给付 • 一笔过
2. 分期给付 • 身故赔偿将会按本公司同意在一段指定期间内以定期方式分期 

给付。下列为现时可供选择的支付年期和支付方式选项，下列选项 

可由本公司以绝对酌情权不时作出更改：

- 支付年期：10 / 20 / 30 年

- 支付方式：年缴 / 月缴

• 尚未给付的身故赔偿余额将按本公司不时以完全酌情权厘定的 

利率累积利息。

保证可保选择权

为让您更感安心，在您的“享逸”保单有效期间内，您可选择为被保人申请一份本公司厘定为合资格 

的人寿保险新保单并无需提供进一步的健康证明，但您对被保人的人寿需具有可保权益（如果您 

并非被保人）和您的“享逸”保单为标准费率级别。

新保单的保额最高可达您的“享逸”保单在第20个保单周年日的基本保额的35%。您可从第20个保单 

周年日起两个月内并且被保人年龄为70岁或以下行使此权益。除了被保人无需提供进一步的健康 

证明外，您的新保单申请必须符合所有要求。

通过保单贷款支取现金 

如果您急需现金周转以应付财务挑战，您可随时申请从保证现金价值2作出保单贷款８，但须获得本公司
批准。

自选额外保障

您也可选择在“享逸”增添其他附加契约，例如危疾（重大疾病）、医疗、意外和伤病保障等，配合
个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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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例子仅供说明和参考之用。所有数值以美元为货币单位。

示例

情境1
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以月缴方式分期给付，为期10年
锁定终期红利：1次
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款额：1次

当Ivan踏入65岁退休之龄，他决定在第30个保单周年日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在75岁，Ivan不幸身故，他的妻子（指定受益人）
将以分期方式每月收取身故保险赔偿以支持生活费用，为期10年。

情境2
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一笔过方式给付
锁定终期红利：3次
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款额：3次

当Ivan踏入65岁退休之龄，他在不同年龄按个人需要（如周游列国、支持女儿的婚礼开支和支持生活费用）行使终期红利锁定 
选择权。在75岁，Ivan不幸身故，他的妻子（指定受益人）会以一笔过方式收取身故保险赔偿。

被保人 ： Ivan（非吸烟者）
保单缮发时的年龄：35岁
职业 ：教师

Ivan已婚并育有一位2岁的女儿。他每月需偿还房贷，储蓄金额 
不多。在35岁时，他投保一份基本保额$500,000的“享逸”保单而 
保费缴付年期为18年，以享有人寿保障和实现财富累积，安心 
守护家人。

35岁

投保“享逸”， 
基本保额$500,000

75岁

不幸身故，他的妻子以一笔过 
方式收取身故保险赔偿

$677,912
（基本保额$500,000 +  

终期红利最新价值$177,912）

65岁 68岁 69岁
终期红利最新价值 $176,500 $176,000 $132,440
已行使率6 20% 30% 10%
锁定金额4,5 $35,300 $52,800 $13,244

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
提取的金额7 $35,300 $52,800 $13,244

0

40180 保费缴付年期：18年

35岁

投保“享逸”， 
基本保额$500,000

65岁
转移60% 

终期红利最新 
价值至终期红利
锁定户口4,5,6 

$105,900

70岁
以一笔过方式 
提取全部终期 
红利锁定 
户口的价值7 

$123,888

75岁
不幸身故， 

他的妻子每月收取
身故保险赔偿 

$5,343，为期10年
（不包括利息）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会 
享有本公司不时厘定的利率以
积存生息

尚未给付的身故保险赔偿余额将
留在本公司以积存生息。累积的
利息会于10年期完结时给付

保单 
年度

50403530180 保费缴付年期：18年

保单 
年度

33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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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逸”信息一览表

保费缴付年期和
被保人缮发年龄

保费缴付年期 被保人缮发年龄

10年 10天# – 70岁

18年 10天# – 60岁

#如果被保人出生地为香港或澳门，缮发年龄方为10天起，否则从14天起

保费缴付方式 每月 / 每半年 / 每年

保险保障期 直至被保人138岁1

保费9 固定和保证

最低基本保额 20,000美元

人寿保障

身故保险赔偿相当于：

100% 基本保额
 非保证终期红利（如有）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如有）
 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 （如有）

关怀20额外身故保险赔偿
在首20个保单年度内，如果身故保险赔偿须应予支付时， 

额外35%基本保额将会支付

保证现金价值2 在保单期满或退保时支付

非保证终期红利*

■ 在保单生效3年后，非保证终期红利有可能在保单期满、保单退保或被保人身故时支付

■ 在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下，从第25个保单周年日开始（如果保费缴付年期为10年）或 

第30个保单周年日开始（如果保费缴付年期为18年），在每个保单周年日起计的30天内，
您可申请3转移不高于终期红利的锁定总上限率（现时为60%）6至终期红利锁定户口。 

您申请进行该转移的终期红利金额为锁定金额4,5

■ 我们可按本公司以绝对酌情权不时厘定的利率向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派发利息

■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可以一笔过方式7提取

退保发还金额 /
期满利益

保证现金价值2 

 非保证终期红利（如有）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如有）
 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如有）

* 详情请参阅重要信息部分下的红利理念

额外35% 
基本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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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冷静期
如果您并非对保单完全满意，您有权经由退回保单并附上书面申请来取消已购买的保单。在交付保单给您或您的代表后或 
通知书（说明已经可以领取保单和冷静期的届满日）发送给您或您的代表后（以较先者为准）起计的2 1天内， 
本公司的客户服务（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澳门殷皇子大马路 
43-53A号澳门广场20楼〔适用于澳门缮发的保单〕）必须直接收到由您签署的有关申请信。保单将随后予以取消， 
而您已缴付的保费将被退回，但如果索偿申请已被接纳，保费将不予退回。

非保证利益 
红利理念
此计划通过结合
(a) 保证利益，包括保证现金价值和身故保险赔偿；及
(b) 非保证终期红利
为您同时提供寿险保障和储蓄增长潜力。

我们如何决定您的终期红利？
为向您提供持续保障以及履行保证财务责任，您所缴付保费的一部分将投资于具有良好信用评级的再保险资产以配合部分 
保证利益。投资于再保险资产后，您的保单余下的保费和其他保单持有人余下的保费，将汇集成一个分红基金，并将由
我们内部进行投资和管理。

在赚取投资回报的同时，我们会从分红基金中扣减开支、退保金额、索偿金额、归属于保证利益的费用、有关行使终期 
红利锁定选择权的资产转移，以及来自此分红基金的共享利润。此分红基金的价值称为“资产份额”，它对我们厘定您的 
终期红利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当我们厘定您的保单的终期红利金额时，我们会考虑以下各点：
(a) 资产份额；
(b) 目前和未来预期的保证金额；及
(c) 预期分红基金未来可赚取的回报。

此计划的资产份额的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与亏损会影响您的终期红利。为使我们与您的利益一致，我们的目标是将90%的
利润和亏损分配给您，余下的10%则归属于我们。

您的分红保单是为长线持有而设。当我们厘定您的终期红利时，我们也会考虑到保单年期，在较早的保单年期，保单的
终期红利会被调低以反映此因素。

什么因素会影响您的终期红利？
在厘定您的终期红利时，我们会考虑 (i)可能影响投资回报的金融和经济因素的过去表现和未来前景及 (ii)已行使的 
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对您的终期红利有显著影响。

投资回报
这包括利率变动令利息收益改变，以及金融市场和经济状况变动带来分红基金的资产价值改变。这可能源自风险或 
多项因素的变动，如利率、货币风险、流动性风险、信贷 / 违约风险、波幅风险，以及整体投资环境。

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
当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时，您的相应共享利润将以终期红利锁定金额的形式支付，相应的资产将从资产份额 
转出。在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后，在相关保单年度的终期红利和任何本公司可能在其后保单年度宣派的终期红利
应因此相应减少。

当厘定终期红利时，我们也可能进行缓和调整。分红基金的价值可能在几天之内骤升骤跌，我们可能会缓和一些短期 
波幅，而不立即与您分享收益或分摊亏损。

由于您的保单会与其他类似的保单汇集，如果您的保单所属组别内的保单特性出现变动，您的终期红利也可能随之改变。

基于以上各点，我们最少每年对分红业务进行一次详尽分析，并建议宣派终期红利。

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累积价值的利息
您可以选择把锁定金额留在终期红利锁定户口以赚取利息（在本公司按酌情权把锁定金额用作偿还任何欠款及 /或未缴 
的应付保费（如有）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将组成一个独立基金，而它并非资产份额的一部分，并独立管理。利率是非
保证的。我们将不时根据该基金资产的过往投资表现以及未来投资前景厘定利率。我们也可能会参考市场利率。



8

投资目标和策略
投资目标
分红基金的整体投资目标是确保保单承诺的保证利益得以实现，同时在中期至长期带来具竞争力和稳定的回报。

投资策略
我们采用严谨有序的方式厘定策略性资产分配，包括资产性质和投资金额。我们谨慎地和经常监察市场状况，并于 
适当时机调整分配。此外，我们可能运用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协议以辅助我们执行投资策略，藉此管理资产的流动性，
并达致具效率的投资组合管理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或将部分或全数预期未来保费作预先投资，以减低未来投资收益的 
不确定性。

我们会不时检讨投资策略和资产分配，并将于有需要时作出调整。我们致力确保保证利益得以实现，并保持非保证回报
潜力，以支持派发终期红利。此外，我们也会评估多项因素，如风险承受能力及市况和经济前景的变动，以维持最理想
的资产组合。

资产选择
我们通过一系列以美国和亚洲（包括香港和中国）市场为主的广泛投资，为分红基金维持稳健的资产组合。对于固定 
收益的投资，一般而言并在合适投资可供选择以及可获接受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力符合相关保单的计值货币。然而， 
鉴于上述市场限制，我们也投资于并非以保单货币计值的资产（“货币不相符”）。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考虑使用衍生 
工具对冲货币风险，以及更广泛而言确保资产与保单的合适配对。在某些特定策略下，货币不相符可能带来额外回报或
作为分散投资的来源。我们也旨在为保单维持充足流动性，以及合适地分散风险。

资产分配
您的保费的最多70%将投资于再保险资产，余下的保费将主要投资于债券和增长资产。此计划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信用
评级的再保险资产，以配合保证财务责任。另外，我们也会使用增长资产以提升投资组合的表现。

现时的目标资产（不包括再保险资产）分配如下：
资产^ 分配*

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及其他相似的投资工具 30% - 50%#

增长资产 50% - 70%#

^ 债券资产分配包括多项子资产类别，例如 (i)发达市场投资级别公司债券、(ii)发达市场政府债券、(iii)新兴市场投资级别债券，和 (iv)高收益债券。增长资产分配包括多项 
子资产类别，例如 (a)上市股票、(b)私募股权、(c)房地产，和 (d)对冲基金。

* 实际总分配比重将相当于100%，部分持仓可能为现金。此外，为有效地管理投资组合或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和展望以优化投资组合，我们可能在若干程度上偏离上述 
目标资产类别。

#  资产的目标分配于不同的保单年度略有不同：债券资产（即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相似的投资工具）的目标分配在较早的保单年度通常处于以上范围的较高点，其后 
逐步调至较低点；相反，增长资产的目标分配在较早的保单年度通常处于以上范围的较低点，其后逐步调至较高点。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网页https://www.axa.com.hk/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或https://www.axa.com.mo/zh/
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内有关的“分红保单概要”。

有关本公司的分红寿险计划的履行比率及总价值比率，请参阅本公司网页https://www.axa.com.hk/fulfilment-ratios-and-
total-value-ratios或https://www.axa.com.mo/zh/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内的信息。

保单货币 
如您的保单的货币单位并非您的本地货币，您可能须承受汇率风险。货币一经转换，您所收取的金额和应缴保费可能会 
因汇率改变而变动。

暂停缴付保费
您应在整个保费缴付年期内缴付保费。在宽限期结束时（即保费到期日后31天）仍未缴付保费，可能会导致保单终止。 
您可能会丧失保单所提供的保障，而可获得的保单价值（如有）有可能远低于您所缴付的保费。

提前退保
保单是为长线持有而设，保单持有人有权退保，然而提前退保有可能导致重大损失，您可取回的金额有可能远低于您所缴付
的保费。有关退保发还金额的计算，请参阅“享逸”信息一览表。

https://www.axa.com.hk/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
https://www.axa.com.mo/zh/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
https://www.axa.com.mo/zh/participating-policy-fact-sheets
https://www.axa.com.hk/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
https://www.axa.com.hk/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
https://www.axa.com.mo/zh/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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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 
未来的生活费用可能会因通胀而比现在高。如果实际通胀率高于预期，您就保单所获得的金额的购买力有可能低于预期。

终止
当发生下列任何一项情况（以最早者为准），保单将自动终止：
(a) 保单失效、被取消或退保时；
(b) 当被保人身故时；
(c) 于保单期满日（即在被保人138岁生日当天的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较早者为准）；
(d) 当依据保单“跨境”条款行使终止保单权利时；或
(e) 当保单的欠款相等于或超过保证现金价值及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价值的总和时。

自杀除外
若被保人于 (i)保单日期或 (ii)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以日期最迟者为准）起计1年内自杀身故（无论自杀当时被保人的神志 
是否正常），身故赔偿将只限于退还已缴付的保费（但不包括其利息）。将退还的保费金额是由 (i)保单日期或 (ii)保单的 
任何复效日期（以日期较后者为准）起开始计算。

若被保人在增加任何保额及/或附加契约数额的日期起计1年内自杀身故（无论自杀当时被保人的神志是否正常），在厘定 
须支付的身故赔偿时，所增加之保额及 / 或附加契约数额将当作未曾生效，而本公司将会退还因增加保额及 / 或附加契约 
数额而缴付的额外保费（但不包括任何利息），而该退还的保费将成为身故赔偿的一部分。

任何欠款、未缴付的应缴保费和本公司就保单已支付或应支付的保险利益或赔偿将从身故赔偿中扣除。

保费征费（只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
保险业监管局将按照适用的征费率通过本公司对保单收取征费。保单持有人须支付征费以避免任何法律后果。

第三者权利
适用于香港缮发的保单
《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623章）（“第三者条例”）并不适用于本保单。任何不是保单某一方的人士或 
实体不能根据“第三者条例”强制执行保单的任何条款。

适用于澳门缮发的保单
任何不是保单某一方的人士或实体不能强制执行保单的任何条款。

美国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
根据美国《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海外金融机构（“海外金融机构”）须向美国国内 
税收署（“美国国税局”）报告关于在美国境外在该海外金融机构开设帐户的美国人的某些资料，并取得该等美国人对 
该海外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转交该等资料的同意。未就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与美国国税局签署协议（“海外金融机构 
协议”）或不同意遵守海外金融机构协议要求及 /或未因其他原因获得上述行为豁免的海外金融机构（称为“非参与海外
金融机构”）源自于美国的所有“须预扣款项”（定义见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初期包括股息、利息和某些衍生付款）  
将面临30%的预扣税（“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

美国与香港 /澳门已签署一项跨政府协议（“跨政府协议”），以便于香港 /澳门的海外金融机构遵守海外帐户税收合规 
法案，该协议将为香港 /澳门的海外金融机构创设一个框架，使其可依赖以一套简化的尽职调查程序：(i)查明美国 
身份，(ii)寻求其美国保单持有人对披露的同意，和 (iii)向美国国税局报告该等保单持有人的相关税务资料。

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适用于本公司和本保单。本公司为参与海外金融机构。本公司承诺遵守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
为此，本公司要求您：

(i) 向本公司提供某些资料，包括（如适用）您的美国身份识别详情（如姓名、地址、美国联邦纳税人识别号码等）；和
(ii) 同意本公司向美国国税局报告该等资料及您的帐户资料（如帐户余额、利息和股息收入及提取）。

如果您未遵守该等义务（即成为“不合规帐户持有人”），则本公司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不同意的美国帐户的帐户余额、 
付款金额和数目的“汇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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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本公司须对您的保单作出的收付款项征收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目前，本公司仅在下述情形下
须征收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

(i) 如果香港税务局 /澳门政府未根据跨政府协议（和香港 /澳门与美国订立的相关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与美国国税局 
交换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可能须对向您的保单支付的须预扣款项中扣减和预扣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
并汇付给美国国税局；和

(ii) 如果您（或任何其他帐户持有人）为非参与海外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可能须对向您的保单支付的须预扣
款项中扣减和预扣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预扣税并汇付给美国国税局。

对于海外帐户税收合规法案对您及您的保单可能具有的影响，您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备注

1.     “138岁”指被保人138岁生日当天的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较早者为准。
2. 用于计算现金价值的相关现金价值率由本公司保证。如果基本保额有任何改变，相关的现金价值将相应被调整。
3. 每个保单年度内只可申请一次。
4. 每个保单年度的锁定金额不得少于本公司不时厘定的最低金额。现时每个保单年度的最低锁定金额为终期红利最新价值的10%。如果在保单下有 
任何欠款及 /或未缴的应付保费，本公司可按酌情权把锁定金额用作偿还该欠款及 /或未缴的应付保费并且以相当于锁定金额的金额为上限， 
并在锁定金额余额（如有）转移至终期红利锁定户口前进行。

5. 如果您要求行使终期红利锁定选择权，将转移至终期红利锁定户口的锁定金额将按截至您的申请批准日的终期红利最新价值厘定。该金额可能会与 
您提交申请时所显示的终期红利金额有所分別。

6. 锁定总上限率现时为终期红利的60%，但本公司可不时以其完全酌情权作出更改。
7. 如果从终期红利锁定户口提取的金额少于本公司不时厘定的最低金额，则该提取将不获允许。
8. 申请保单贷款须受限于本公司不时厘定的最低和最高金额要求并须经本公司批准。保单贷款将被收取利息，本公司并有酌情权不时厘定或调整 
利率。任何未清偿的保单贷款及 /或利息将从保单须支付的任何保险赔偿（包括但不限于身故赔偿）和利益中扣除。

9. 保单行政费已征收和已包含在保费计算中。

注：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产品说明书提及的年龄均指被保人上次生日时的年龄。

“享逸人寿保障计划”由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们”）承保。
此计划须受有关保单合约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所限制。我们保留接受此计划申请的最终权利。本产品说明书只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成我们与 
任何人士所订立的任何合约。本产品说明书并非保单。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请参考有关保单合约，本公司备有有关保单合约 
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本产品说明书的繁简文本如有任何歧义或不一致，概以繁体文本为准。本公司备有繁体文本的产品说明书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关于AXA安盛

AXA安盛为AXA安盛集团之成员，凭借其超卓的产品及服务，现时于香港及澳门的客户人数已超过130万1。AXA安盛集团不单是全球
最大财产险商2，在香港及澳门，我们是其中一家最大的医疗保险供应商。

“帮助客户活出更精彩人生”是AXA安盛的目标，并切实反映于我们所做的一切。AXA安盛为最多元化的保险公司之一，提供 
全方位的保障予个人和商业客户。我们为人寿、健康及财产提供全面综合的解决方案，积极满足客户所有的保险需求。

作为一家创新的保险公司，我们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革新客户体验，使保险变得更简易及更个人化。我们不断推动创新，集中
于健康保障领域上寻求突破，照顾客户于预防、治疗和康复路上的种种需要。

我们一直以回馈及支援社区为使命。安盛慈善基金是我们企业社会责任的旗舰计划，涵盖我们在推广健康、教育和社区服务方面
的努力，致力为香港及澳门创造正面和持久的影响。

1 包括安盛金融有限公司、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及安盛保险有限公司的客户
2 由AXA Corporate Solutions、AXA Matrix Risk Consultants、安盛保险、安盛艺术品保险、与AXA XL保险及再保险汇集而成

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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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X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系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澳门广场20楼安盛保险（百慕达）
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

享逸人寿保障计划 
产品说明书

2019年12月

香港
电话	： (852) 2802 2812
传真	：	 (852) 2598 7623

www.axa.com.hk

澳门
电话	： (853) 8799 2812
传真	：	 (853) 2878 0022

www.axa.com.mo



关怀20额外升级 
身故保险赔偿

当您筹划未来，为您的挚爱提供充足保障以应付突发 

事故至为重要。您现在可以通过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
赔偿 i，为您提升「享逸人寿保障计划」（「享逸」）下的 

人寿保障。

您只需成功申请「享逸」以及任何指定附加契约ii,iii，并在
保单日期 iv当日，缮发的指定附加契约 ii的总年度化保费
达125美元或以上，您便可享有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 
赔偿i的保障。

如果被保人在「享逸」保单的首20个保单年度内不幸身故， 

相当于15%基本保额v的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 i 

将被支付。

「享逸 
人寿保障计划」

=+ 指定附加契约ii

（在保单日期iv当日， 
缮发的指定附加契约ii的总年度化 
保费须达125美元或以上）

身故保险赔偿 
100%基本保额v

+
关怀20额外身故保险赔偿 

35%基本保额v

+
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i

15%基本保额v

在「享逸人寿保障计划」下
如果被保人在首20个保单年度内 
不幸身故，我们将支付：

合共 
基本保额v

达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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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i. 有关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的详情，请参阅本单张所载的相关条款和细则。
ii. 指定附加契约包括：

人寿保障 • 真智精选定期保险
• 真智定期保险

医疗保障

• AXA安盛智尊守慧医疗保障*
• 癌症及中风治疗保障
• 癌症治疗保障 II
• 真智安心医疗保障
• 真智住院现金保障
• 真智住院现金保障–首年一元附加契约
• 智轻松医疗保障*

危疾保障

• 早期严重疾病保障 III 附加契约
• 金装康愉保险 II 附加契约
• 金装康宁保险 II 附加契约
• 智倩女性保障附加契约
• 真智康宁保险 II 附加契约

意外保障

• 意外保险附加契约
• 儿童意外保险附加契约
•「倍关怀」意外保险附加契约
•「倍为您」意外保险附加契约

伤病保障

• 因申请人身故而豁免保费附加契约
• 因申请人身故或伤残而豁免保费附加契约
• 伤病入息保障
• 伤病入息特级保障
• 豁免保费附加契约

长期护理保障 •「爱护一生」终身保障

*只适用于香港

iii.「享逸」以及指定附加契约须获成功缮发。
iv.  本单张内的「保单日期」指「享逸」基本计划的保单日期。
v.  本单张内的「基本保额」指在被保人身故当日的「享逸」基本计划的保额。

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的条款和细则
1. 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由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们」）提供，并受 
下列条款和细则约束。

2. 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只适用于当所有下列条件已符合时：

a. 客户成功递交「享逸」以及任何指定附加契约的申请。

b.「享逸」以及指定附加契约须获成功缮发。

c. 在保单日期当日，缮发的指定附加契约的总年度化保费须达125美元或以上。

3. 如果被保人在「享逸」基本计划的有效期间内和第20个保单周年日前身故，而「享逸」基本计划的身故保险赔偿须应予支付时，除身故保险赔偿和
关怀20额外身故保险赔偿外，我们将另支付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

4. 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相当于基本保额的15%。任何欠款和未缴的应付保费均将从应付保险赔偿中扣除。

5. 当发生下列任何一项情况（以最早者为准），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将自动终止：

a. 在「享逸」基本计划的第20个保单周年日；

b. 任何在保单日期当日附着「享逸」基本计划的指定附加契约的保额减少（无论是否因「享逸」基本计划的保额减少或其他原因所导致）；

c. 任何在保单日期当日附着「享逸」基本计划的指定附加契约的保险计划因应保单持有人的要求而被更换至保障较少的较低级别的保险计划；或

d. 任何在保单日期当日附着「享逸」基本计划的指定附加契约并非因该指定附加契约期满或在该指定附加契约下提出任何索偿之故而被退保或 
终止。

6.「享逸」以及指定附加契约的申请须获本公司批核。

7. AXA安盛保留权利随时终止此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及 /或更改此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的条款和细则而不作事先通知。如果此 
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被终止，及 /或其条款和细则有任何修订，在任何终止 /修订前获批核的申请将不受其影响。

8. 本单张只载有一般信息，并不构成任何基本计划或附加契约的销售建议。有关「享逸」以及指定附加契约的产品详情、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请参阅
有关的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9. 如果对此关怀20额外升级身故保险赔偿有任何争议，AXA安盛的决定将为最终和具决定性。

如阁下不愿意接收AXA安盛的宣传或直接促销材料，敬请联系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2座20楼2001室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澳门广场
20楼安盛保险（百慕达）有限公司（于百慕达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个人资料保护主任。AXA安盛会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确保不会将阁下纳入 
日后的直接促销活动中。

（只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
202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