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盛入息计划

AXA安盛的「增盛入息计划」（「增盛」）
承诺提供保证可支取现金1至138岁2，
让您在各个人生阶段都能享有更大的
财务弹性，您和挚爱可携手实践人生 

理想、迈向美好将来。

累积财富并享有保证
可支取现金1至138岁2

获得高流动资金， 
配合您的财务需要

所累积的财富
能代代相传

以下的示例阐明「增盛」如何助您达成梦想。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单张提及的年龄均指上次生日时的年龄。
「增盛」的保险利益受限于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内所列的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以及其合资格条件。本单张
只提供「增盛」的部分主要特点和示例仅供参考。您不应单独依靠本单张而作出任何购买决定，并应一并细阅有关产品 
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应对健康挑战，
特设癌症预支保障3

享有人寿保障和灵活的
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4

扫�观看产品视频

「增盛」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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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0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提取后的 
总现金价值*为 

65,056美元（为总缴 
保费约1.1倍）

在第69个保单 
年度结束时，提取 
后的总现金价值* 
为338,929美元 
（为总缴保费 
约5.6倍）

期满利益* 
（在所有过往的 
提取后）： 

4,855,500美元 
（为总缴保费 
约80.9倍）

富传2代

富传3代

Patrick每年 
提取10,000美元， 
以支付Andrew的 
大学学费（总提取 
金额为40,000美元）

Andrew更换保单
被保人#为 Cecilia 
（即Patrick的 
孙女）

Andrew把保单 
持有权转移至

Cecilia

Cecilia开展 
新生意，并提取 

200,000美元 
作业务开展用途

保单已达至 
期满。期满日 
是根据最初 
被保人Andrew 
的年龄计算

Andrew的 
女儿Cecilia 
出生，Patrick  
把保单持有权 
转移至Andrew

• 保单持有人：Patrick（父亲，31岁），
 银行经理
• 被保人：Andrew（Patrick的儿子，2岁）

注：
*「总现金价值」为 (i)保证现金价值、(ii)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其利息、(iii)累积周年红利和其利息，以及 (iv)终期红利的总和。「期满利益」为 (i)累积 
可支取现金和其利息、(ii)累积周年红利和其利息，以及 (iii)终期红利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红利率和 (ii)累积红利和累积可支取现金 
的年利率 (4%)计算。但该等红利率和年利率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须支付的实际数值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 更换被保人之选择权只适用于第8个保单年度结束后和被保人依然在生。更换被保人之选择权受限于相关条款、细则和其合资格条件。详情请参考
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以上示例假设 (1) 保费以年缴方式缴付，而且所有保费均会全数如期缴付；(2) 保单内没有任何欠款；以及 (3) 数值以四舍五入方式调整至整数。

「增盛」能让Patrick

% 相当于最新名义金额5的百分比  

保单年度结束

合共名义金额5的 
110.5% 

将在首15个保单年度内全数支付
首15个保单年度的 
保证可支取现金总额： 

30,655美元

累积财富并享有
保证可支取现金1

获得高流动资金，
配合财务需要

所累积的财富
能代代相传

「我希望为后代预备可靠后盾，助他们建立美好将来。」

P a t r i c k育有一名2岁儿子A n d r e w。他有感儿子的教育开支将会为家庭 
带来经济压力，于是他选择投保「增盛」作为儿子的教育基金，名义金额 
为27,742美元，保费缴付年期为3年，而每年保费为20,000美元（总缴保费
60,000美元）。

示例1 （示例仅供参考）

Andrew 19-22岁 Andrew 33岁 Andrew 49岁; 
Cecilia 16岁

Cecilia 28岁 Cecilia 38岁

（从第3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
至第15个保单年度结束为止）
每年1,803.23美元

（从第3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起至138岁2）
每年554.84美元

额外 
可支取现金

6.5%

保证

 周年 
可支取现金

2%

保证

Andrew

Patrick

Cecilia

2



在第44个保单年度结束
时，提取后的总现金 
价值*为326,534美元
（为总缴保费约3.3倍）

其受益人选择以分期方式
每月收取身故保险赔偿^ 
6,026美元，为期10年， 
总金额为723,062美元+

（为总缴保费约7.2倍）

在第54个保单年度结束 
时，提取后的总现金 
价值*为426,911美元
（为总缴保费约4.3倍）

% 相当于最新名义金额5的百分比   

675

合共名义金额5的 
115.5% 

将在首15个保单年度内全数支付
首15个保单年度的 
保证可支取现金总额： 

52,829美元

15

Steven 71岁
提取125,000美元， 
用作与太太环游世界

注：
*「总现金价值」为 (i)  保证现金价值、(ii)  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其利息、(iii)累积周年红利和其利息，以及 (iv)  终期红利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是以本公司现时 
的 (i)红利率和 (ii)累积红利和累积可支取现金的年利率 (4%)计算。但该等红利率和年利率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须支付的实际
数值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身故保险赔偿」为 (i)此两项中较高者：(a)保证现金价值和 (b)总名义保费扣除名义可支取现金总和、(ii)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其利息、(iii)累积周年红利和
其利息，以及 (iv)终期红利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红利率和 (ii)累积红利和累积可支取现金的年利率  (4%) 计算。但该等红利率和 
年利率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须支付的实际数值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 每月的身故保险赔偿和身故保险赔偿总额并不包括从尚未支付的身故保险赔偿余额所累积的利息。
以上示例假设 (1) 保费以年缴方式缴付，而且所有保费均会全数如期缴付；(2) 保单内没有任何欠款；以及 (3) 数值以四舍五入方式调整至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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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81岁
提取62,500美元， 
用作成立慈善基金， 

回馈社会

Steven 94岁
Steven身故

• 保单持有人和被保人： 
 Steven（27岁），金融科技顾问

「增盛」能让Steven 

保单年度结束

累积财富并享有
保证可支取现金1

获得高流动资金，
配合财务需要

享有人寿保障和
灵活的身故保险
赔偿支付选项4

「我希望累积财富和守护家人，迈向安稳未来。」

Steven是一名金融科技顾问，在努力发展事业同时，他也明白累积财富的
重要性，于是他决定投保「增盛」以作储蓄和策划未来生活用途，名义金额
为45,739美元，保费缴付年期为10年，而每年保费为10,000美元（总缴保费
100,000美元）。

示例2 （示例仅供参考）

额外 
可支取现金

8.5%

保证

 周年 
可支取现金

2%

保证

（从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
至第15个保单年度结束为止）
每年3,887.82美元

（从第5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起至138岁2）
每年914.78美元

2 3



保单年度结束

「我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及早准备，从容面对未来。」

Nancy对设计工作充满热诚，她希望及早为人生作出规划，让她能专心把握
机遇、成就梦想。在33岁时，Nancy选择投保「增盛」以作储蓄和人寿保障 
用途，名义金额为35,051美元，保费缴付年期为5年，而每年保费为15,000美元 
（总缴保费75,000美元）。

示例3 （示例仅供参考）

• 保单持有人和被保人：
 Nancy（33岁），设计师

% 相当于最新名义金额5的百分比   

5

合共名义金额5的 
115.5% 

将在首15个保单年度内全数支付
首15个保单年度的 
保证可支取现金总额： 

40,484美元

15

Nancy 54岁
不幸首次确诊肝癌，可获支付癌症 
预支保障141,366美元（为100%身故 
保险赔偿^和总缴保费约1.9倍 ）， 
纾缓医疗费用所带来的财务压力 
保单随后将会自动终止

「增盛」能让Nancy

注：
^ 「身故保险赔偿」为 (i)此两项中较高者：(a)保证现金价值和 (b)总名义保费扣除名义可支取现金总和、(ii)累积可支取现金和其利息、(iii)累积周年红利 
和其利息，以及 (iv)终期红利的总和。上述预期价值是以本公司现时的 (i)红利率和 (ii)累积红利和累积可支取现金的年利率 (4%)计算。但该等红利率和 
年利率并非保证，本公司可不时厘定并作出调整。须支付的实际数值有可能与示例所显示的数值较高或较低。

以上示例假设 (1) 保费以年缴方式缴付，而且所有保费均会全数如期缴付；(2) 保单内没有任何欠款；以及 (3) 数值以四舍五入方式调整至整数。

累积财富并享有
保证可支取现金1

应对健康挑战， 
特设癌症预支保障3

额外 
可支取现金

8.5%

保证

 周年 
可支取现金

2%

保证

（从第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
至第15个保单年度结束为止）
每年2,979.34美元

（从第5个保单年度
结束时起至138岁2）
每年701.02美元

21

3 4



备注
1. 从第3或5个保单年度结束时起（视乎所选择的保费缴付年期而定），我们将提供可支取现金。

2.  「至138岁」指在期满日（期满日为最初被保人138岁生日当天的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较早者为准）之前的一日。

3. 在5年癌症等候期后，如果被保人或保单持有人在80岁或之前首次确诊患上癌症，我们将支付相当于100%身故保险赔偿的癌症预支保障给保单 
持有人。癌症预支保障的赔偿金额将在保障应予支付时计算。癌症预支保障只适用于保单持有人为个人人士。当癌症预支保障应予支付时，保单
将会自动终止。癌症预支保障受限于相关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详情请参考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4. 在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下，我们备有两种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以给付身故赔偿。身故赔偿可以 (i)一笔过支付或 (ii)按本公司同意在一段指定 
期间内以定期方式分期给付。身故保险赔偿支付选项受限于相关条款和细则，详情请参考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

5. 名义金额是用于计算「增盛」的保费、保证可支取现金和相关保单价值，并不相当于被保人的身故保险赔偿，以及只是决定须支付身故保险赔偿的
其中一个因素。

「增盛入息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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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张只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构成我们与任何 
人士所订立的任何合约。本单张并非保单。有关此计划的详细条款、细则和不保事项，请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约，本公司备有有关保单 
合约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本单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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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将应要求以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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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盛入息计划 
产品单张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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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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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