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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BetterMe

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

                                                         攜手打造更健康的您

作為致力為您提供長遠支援的健康夥伴， A X A安盛竭誠 

助您改善健康與生活質素。藉著「AXA BetterMe」全方位 

身心支援服務平台，我們透過強大的合作夥伴網絡推行 

全面的健康管理計劃，致力守護您健康。

特選客戶可尊享的 A X 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 i,i i,i i i  

(此「計劃」)旨在提供專業指導及建議，助您更有效率及 

更具效益地管理您的身體狀況。您可透過參加此計劃， 

尊享註冊營養師為您打造的個人化餐單，以及註冊健身 

教練提供的體能訓練建議，更可參與一系列關注健康 

工作坊及線上研討會。

主要特點

尊享長達一年的
健康管理計劃 

三高管理
(高血壓、高膽固醇、高體重指標)

糖尿病管理



計劃特點

飲食建議 

註冊營養師提供個人化的飲食建議及餐單。

體能訓練建議
註冊體能教練提供體能訓練建議。

健康教育
定期舉辦工作坊及線上研討會，主題包括 

糖尿病護理、日常運動及飲食計劃等。

護士諮詢 

在一年的計劃時段內，由護士跟進您的進度。  

網頁應用程式 vii

一站式服務包括參與線上研討會、與護士    

對話、諮詢專業意見及翻查報告。

授權機構：亞洲糖尿病基金會 (JADE®) 
服務提供者：基琳健康

糖尿病患者及三高人士 v 如成功投保  /  已成功投保 

愛護同行危疾保障、愛護同行危疾保障(加強版)、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愛護有加危疾保障  (升級版)、
康齊危疾保障、康采 II 嚴重疾病保障、康諾 II 嚴重 

疾病保障、寰宇特選醫療計劃、寰宇特選  I I  醫療 

計劃、A X A安盛守慧醫療保障、A X A安盛智尊守慧 

醫療保障、安盛安心醫療計劃或真智安心醫療保障 

(「合資格保單」) iii，即有機會參加此計劃。此計劃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您知道嗎？

香港近日健康調查vi 顯示，在香港15-84歲人士當中，
糖尿病患者及三高人士的普遍情況為： 

n	超重或肥胖：50%  

n	高膽固醇：50%  

n	高血壓：28%  

n	糖尿病：8%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超重或肥胖有可能增加 

患上嚴重疾病 (如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及腎衰竭) 的 

風險。

資料來源：參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報告書〉(2017)， 
取自https://www.chp.gov.hk/tc/static/51256.html

亞洲糖尿病評估計劃iv (JADE®)

JADE®是由亞洲糖尿病基金會 (ADF)  

設計及開發的綜合性疾病管理系統， 

讓糖尿病患者或糖尿病高危人士 

可有效管理糖尿病及預測日後患上 

糖尿病併發症的風險。J A D E ®提供 

身體檢查，如體重、血壓、化驗、 

眼部及足部檢查  (如適用)，及風險 

預測。



網頁應用程式 vii

您的健康之旅

*   不適用於 (i) 在2020年7月16日或以後遞交申請及 / 或獲成功繕發的合資格保單之申請表內聲明沒有罹患糖尿病的建議被保人；(ii) 2020年7月16日以前
獲成功繕發的合資格保單之被保人，而其參加表格內聲明沒有罹患糖尿病。

第 5階段

第 2次
護士電話跟進

第 4階段

線上研討會

第 3階段

首次
護士電話跟進

第 2階段

健康工作坊

階段

服務

第 1階段

1.1^    由 JADE®提供身體檢查及風險 
評估，以及個人化報告

            身體檢查包括：
            －  體格檢查
            －  健康問卷
            －  化驗
            －  眼部檢查*
            －  足部檢查 
                    (足部神經及血液循環 )*

1.2^    護士諮詢服務
1.3     個人化餐單
1.4     體能訓練建議

^ 1.1及 1.2為強制項目，完成後方可
  晉身下一階段  

提交合資格
基本計劃申請 iii及
此計劃的報名表格

成功申請者
會收到有關計劃的
歡迎通知書

須於收到
歡迎通知書
兩個月內
進行預約

探索AXA安盛
可如何助您
創建健康豐盛的
人生旅程

AXA安盛
糖尿及

三高管理計劃

提交 通知 與服務供應商
進行預約 成為 BetterMe

2個月現在 報名過程 12 個月 隨後



網頁應用程式vii     

此計劃提供一站式網頁應用程式，由 1.2階段開始計算，為期 12個月。參加者必先已完成 1.1及 1.2階段。網頁應用

程式包括以下項目：

n	任務：查看您的計劃進度

n	建議和目標：諮詢專業健康意見

n	查看報告：翻看您的風險預測報告

n	自我監控：記錄您的健康狀況

n	聊天室：與護士對話

n	預約：查看預約紀錄

備註：

i. 除另有註明外，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 (此「計劃」) 之服務主要於香港提供。

ii. 此計劃詳情，請參閱此單張列明之條款及細則。有關合資格保單之產品資料，請參閱相關建議書、產品說明書及保單合約。

iii. 有關參加此計劃之資格，請參閱此單張列明之條款及細則第3至6項。

iv. 亞洲糖尿病評估計劃由亞洲糖尿病基金會設計、發展及授權，服務則由基琳健康提供。

v. 糖尿病患者及三高人士指年滿18歲之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並在簽署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參加表格 (此「表格」) 時有以下任何情況：

  a. 二型糖尿病；

  b. 高血壓；

  c. 高膽固醇；

  d. 體重指標 (BMI*) 高於30 (公斤 / 米2)

   *BMI為體重 (公斤) 除以身高 (米) 的平方

vi. 參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報告書〉(2017)，取自https://www.chp.gov.hk/tc/static/51256.html。

vii. 參加者完成此計劃的1.1及1.2階段後將會收到有關網頁應用程式的登記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AXA安盛保留詮釋此等備註的最終權利。



                 針線

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 (此「計劃」) 由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AXA安盛」、「本公司」或「我們」)  
提供，並受以下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2.  建議持有人 / 持有人及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必須填妥及簽署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參加表格 (此「表格」) ，並於2021年6月30日或以前遞交。
在2020年7月16日或以後遞交申請及 / 或獲成功繕發的保單，其表格須與保險投保書一併遞交以參加此計劃。在2020年7月16日以前獲成功繕發之 
保單，只須遞交此表格。

3. 此計劃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只適用於符合以下所有要求之申請﹕

 a. 保單要求 –

   愛護同行危疾保障、愛護同行危疾保障 (加強版)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愛護有加危疾保障 (升級版) 、康齊危疾保障、康采 II 嚴重疾病保障、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寰宇特選醫療計劃、寰宇特選 II 醫療計劃、AXA安盛守慧醫療保障、AXA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安盛安心醫療計劃或 
真智安心醫療保障基本計劃或其附加契約 (如適用) (「合資格保單」) 須於2020年7月16日或以後遞交申請，並須在遞交申請後60個曆日內獲成功
繕發。在2020年7月16日以前獲成功繕發之合資格保單，其保單須於遞交此表格時仍然生效。

 b. 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須符合之要求 –

  i. 在簽署此表格時須年滿18歲

  ii. 在簽署此表格時，其身體出現最少一項以下的狀況

     - 二型糖尿病；

     - 高血壓；

     - 高膽固醇；

     - 體重指標 (BMI*) 高於 30 (公斤 / 米2)

    *BMI為體重 (公斤) 除以身高 (米) 的平方

     在2020年7月16日或以後遞交申請之合資格保單，上述的狀況須與該合資格保單之保險投保書的聲明一致。AXA安盛保留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 
參加此計劃的資格之最終決定權。

  iii.  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沒有懷孕。如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於提交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參加表格時懷孕，須通知AXA安盛。如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於計劃進行期間懷孕，須通知服務供應商。

  iv.  AXA安盛保留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參加此計劃的資格之最終決定權。如參加者身體出現或懷疑出現不適宜參與此計劃的狀況，AXA安盛有權 
暫停該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參加此計劃。

4. 每人只可以參與此計劃乙次。

5. 若合資格保單於計劃開始日起計12個月 (詳情請參閱此單張列明之條款及細則第6項 ) 內終止，計劃的參加資格將會被即時終止。

6. 計劃詳情如下﹕

 a. 此計劃由護士諮詢服務 (見您的健康之旅表中1.2階段) 當日開始計算，為期12個月。

 b. 除另有註明外，此計劃之服務主要於香港提供。

 c. 此計劃之參加資格不得轉讓。

7.  此計劃之服務由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AXA安盛並不保證服務品質或該服務會否繼續提供或其適合性。AXA安盛不會就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
任何服務、任何行為或其未能履行其應提供之服務而承擔任何責任。

8. AXA安盛不保證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完成此計劃後，其身體狀況的改善情況。

9.  服務所提供的報告 / 意見僅作參考，並不應用作可取代專業醫療診斷或意見。建議持有人 / 持有人及 / 或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並應在作出任何決定前自行判斷。

10. 此計劃期間收集建議被保人 / 被保人個人及健康相關資料只會作內部產品研究及開發用途，不會影響AXA安盛現在及將來的核保決定或賠償決定。

11. AXA安盛保留權利隨時更改或終止此計劃 (全部或部份) 及 / 或更改此計劃之有關條款及細則而不作事先通知。

12.  本單張只載有一般資料，並不構成任何基本計劃或附加契約的銷售建議。有關基本計劃及附加契約的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有關之
建議書、產品說明書及保單合約。

13. AXA安盛擁有此計劃的參加資格的最終決定權。如有任何爭議，AXA安盛之決定將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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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不願意接收AX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個人資料 
保護主任。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閣下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只適用於AXA安盛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 (僅含健康管理計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