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XA安盛健康同步成員 
尊享優惠計劃      

重塑健康生活



我們明白，邁向健康之路需要無比決心和毅力。作為健康同步計劃的一員，
您值得擁有更健康、更快樂的精彩人生和全面的保障，助您成為BetterMe，
同時為家人帶來更周全的守護。

我們誠意為您獻上AXA安盛健康同步成員尊享優惠計劃^，讓您享有多重禮遇
及周全的保障，更可與家人§分享。由2022年7月18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健康同步成員如成功投保以下任何指定基本計劃1，而首年年度化保費亦符合 
相關要求，您即有機會獲享連串的豐富獎賞2。此優惠可與AXA安盛現行的 
推廣優惠+一併使用。

現在便向您的AXA 安盛理財顧問查詢，或在表格上留下您的聯絡資料，讓我們
為您介紹精彩的優惠詳情。請即行動！

醫療及危疾保障產品

AXA 安盛健康同步成員尊享優惠計劃

摯愛保危疾保障／ 摯愛保危疾保障（升級版）保費回贈

指定基本計劃 • 摯愛保危疾保障／ 
摯愛保危疾保障（升級版）

保費繳付年期 10／ 15／ 20／ 25年

指定基本計劃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 15,000 港元 (或其等值 )#以上

每份獎賞 1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 
保費回贈 2,000 港元 3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升級版） 保費回贈

指定基本計劃 •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升級版）

保費繳付年期 20／ 25年

每份獎賞 2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 
保費回贈 10%4

1獎賞

2獎賞

表一

表二

3獎賞

指定醫療保障產品保費回贈

指定基本計劃
• AXA 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
• 真智安心醫療保障
• 貼心補手術保障計劃
• 癌症治療保障 II／癌症及中風治療保障

每份獎賞 3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 
保費回贈 10%5

表三

# 指定基本計劃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為1,875美元／3,000新加坡元／1,875歐元／2,250澳元／2,250加拿大元／12,195人民幣／  
 1,125英鎊（ 如適用）。 

https://www.axa.com.hk/zh/promotion
http://www.axa.com.hk/zh/be-on-track


# 指定基本計劃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為1,250美元／2,000新加坡元／1,250歐元／1,500澳元／1,500加拿大元／8,125人民幣／ 
 750英鎊 （如適用）。

4獎賞

指定儲蓄計劃獎賞

指定基本計劃 •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 摯匯儲蓄計劃 豐進儲蓄計劃

保費繳付年期 5年 10年 8年

指定基本計劃之 
總首年年度化保費 10,000港元 (或其等值 )#以上

每份獎賞 4 之合資格 
基本計劃之 

獎賞
500港元電子保費現金券6

表四

5獎賞

指定定期人壽產品保費回贈

指定基本計劃 真智精選定期保險／真智定期保險

每份獎賞 5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 
保費回贈 10%7

表五

儲蓄及人壽產品

您和您的家人§有機會獲享以上全部獎賞！
^    AXA 安盛健康同步成員尊享優惠計劃 (“計劃”) 只適用於健康同步計劃的成員及 ／ 或其直繫親屬， 並其相關之指定新計劃只可透過AXA 安盛理財顧問提供。
§ 每名健康同步會員可選擇自己享用或將禮品轉讓予一名直繫親屬 。直繫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
+  有關AXA安盛現行的推廣計劃之詳情，請參閱https://www.axa.com.hk/zh/promotion以了解更多。

備註：
1.  有關指定醫療及危疾保障基本計劃、指定儲蓄及定期人壽基本計劃之產品詳情，請參閱有關建議書、產品說明書及保單合約。
2.  有關各獎賞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
3.  有關獎賞1之保費回贈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1的第1至4項及適用於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4.  有關獎賞2之保費回贈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2的第1至4項及適用於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5.  有關獎賞3之保費回贈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3的第1至4項及適用於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6.  有關獎賞4之電子保費現金券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4的第1至2項及適用於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7.  有關獎賞5之保費回贈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5的第1至4項及適用於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8.  有關HKTVmall 100港元電子購物禮券活動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健康同步計劃之免費 HKTVmall 100港元電子購物禮券活動－條款及細則及適用於 
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與我們的理財顧問會面， 
即可獲取HKTVmall 100港元電子購物禮券8!
若 您 是 AXA 安 盛 的 新 客 戶， 請 即 掃 瞄 二 維 碼 或 到 
https://www.axa.com.hk/zh/be-on-track， 於 表 格 內
留下您的聯絡資料。我們的理財顧問將盡快與您聯絡。
優惠期⾄ 2022 年 12 ⽉ 31 ⽇ 

https://www.axa.com.hk/zh/promotion
https://www.axa.com.hk/zh/be-on-track


1. AXA安盛健康同步成員尊享優惠計劃（「推廣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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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金融有限公司（統稱 
「AXA安盛」）提供，並受下列條款及細則約束。

2. 本推廣計劃的有效期為2022年7月18日至2022年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醫療及危疾保障產品
獎賞1 – 摯愛保危疾保障／ 摯愛保危疾保障（升級版）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1（見下列第2項的定義）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推廣期內，成功遞交以上表一之指定危疾產品基本計劃（「指定危疾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指定危疾基本計劃須於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指定危疾基本計劃必須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及
 d. 該指定危疾基本計劃須符合以上表一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之要求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危疾產品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符合每份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將有機會獲享一次性的2,000港元保費回贈，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獎賞1」），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根據保費回贈時之第一個保單年度之保障金額之保費來釐定；
 b. 如客戶於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保障金額，其首年年度化保費將不等於第一個保單年度之實際已繳付保費，首年年度化保費 

 將會以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於發放保費回贈時的最新保障金額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c. 計算首年年度化保費之金額為保單之標準保費加因核保而需附加之額外保費（如有），惟保費徵費並不包括在內；
 d. 首年年度化保費及獎賞1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相關保單貨幣計算（按AXA安盛釐訂之兌換表，如適用），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 

 小數點後2位；及
  兌換表－外幣兌港元兌換價
 

 1美元= 8.0港元

 e. 當發放相關獎賞時，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生效及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且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1將不獲 
 發放。如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於發放保費回贈之前／之後因任何原因終止，任何未使用之保費回贈金額及／或相關獎賞將被扣回，並不能 
 提取或轉移。

3. 獎賞1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可享的有關保費回贈將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其後將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之詳情。獎賞1將於2024年3月 
31日或以前發放，以用作繳交第3個保單年度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4. 如客戶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危疾基本計劃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危疾基本計劃的申請， 
獎賞1將不適用。

獎賞2 –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升級版） 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2（見下列第2項的定義）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推廣期內，成功遞交以上表2之指定危疾產品基本計劃（「指定危疾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指定危疾基本計劃須於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指定危疾基本計劃必須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及
 d. 符合以上表2之保費繳付年期。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危疾產品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符合每份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將有機會獲享一次性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年年度化保費之10%，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 
（「獎賞2」），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根據保費回贈時之第一個保單年度之保障金額之保費來釐定；
 b. 如客戶於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保障金額，其首年年度化保費將不等於第一個保單年度之實際已繳付保費，首年年度化保費 

 將會以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於發放保費回贈時的最新保障金額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c. 計算首年年度化保費之金額為保單之標準保費加因核保而需附加之額外保費（如有），惟保費徵費並不包括在內；
 d. 首年年度化保費及獎賞2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相關保單貨幣計算（按AXA安盛釐訂之兌換表，如適用），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 

 至小數點後2位；及
  兌換表－外幣兌港元兌換價
 

 1美元= 8.0港元

 e. 當發放相關獎賞時，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生效及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且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2將不獲 
 發放。如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於發放保費回贈之前／之後因任何原因終止，任何未使用之保費回贈金額及／或相關獎賞將被扣回，並不能 
 提取或轉移。

3. 獎賞2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可享的有關保費回贈將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其後將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之詳情。獎賞2將於獎賞2之合資
格基本計劃繕發後的第10個月發放，以用作繳交第2個保單年度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4. 如客戶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危疾基本計劃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危疾基本計劃的申請，獎賞2
將不適用。

獎賞3 – 醫療保障產品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3（見下列第2項的定義）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推廣期內，成功遞交以上表3之指定醫療產品基本計劃（「指定醫療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指定醫療基本計劃須於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指定醫療基本計劃必須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醫療產品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符合每份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將有機會獲享一次性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年年度化保費之10%，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 
（「獎賞3」），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根據保費回贈時之保障級別或保障金額而釐定；
 b. 如客戶於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保障級別或保障金額，其首年年度化保費將不等於第一個保單年度之實際已繳付保費，首年 

 年度化保費將會以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於發放保費回贈時的最新保障級別或保障金額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c. 計算首年年度化保費之金額為保單之標準保費加因核保而需附加之額外保費（如有），惟保費徵費並不包括在內；

AXA 安盛健康同步成員尊享優惠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d. 首年年度化保費及獎賞3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相關保單貨幣計算（按AXA安盛釐訂之兌換表，如適用），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 
 至小數點後2位；及

  兌換表－外幣兌港元兌換價
 

 1美元= 8.0港元

 e. 當發放相關獎賞時，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生效及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且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3將不獲 
 發放。如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於發放保費回贈之前／之後因任何原因終止，任何未使用之保費回贈金額及／或相關獎賞將被扣回，並不能 
 提取或轉移。

3. 獎賞3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可享有關保費回贈將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其後將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之詳情。獎賞3將於獎賞3之合資格
基本計劃繕發後的第10個月發放，以用作繳交第2個保單年度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4. 如客戶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醫療產品基本計劃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醫療基本計劃的申請，
獎賞3將不適用

儲蓄及人壽產品
獎賞4 – 指定儲蓄產品獎賞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4（見下列第2項的定義）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推廣期內，成功遞交以上表4之指定儲蓄產品基本計劃（「指定儲蓄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指定儲畜基本計劃須於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指定儲畜基本計劃必須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及
 d. 該指定儲畜基本計劃符合以上表4之保費繳付年期及總首年年度化保費之要求。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儲蓄產品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符合每份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可獲一張500港元電子保費現金券(獎賞4)，並受下列「500港元電子保費現金券」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a. 500港元電子保費現金券（「此電子券」）由AXA安盛發出。
 b. 此電子券只適用於繳付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期保費，並必須於2023年1月31日或此電子券的指定到期日前（以較早者為準）繳付該成功投保 

 保單之首期保費。
 c. 此電子券並不可用作繳付續期保費、多張保單之保費或任何其他費用。
 d. 電子券金額將因應保單貨幣而調整。該金額將根據保單貨幣，以AXA安盛於保單繕發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當日所釐訂之兌換率計算。
 e. 若客戶在首個保單週年日或以前提早終止或退保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保單（因被保人身故而導致者除外），AXA安盛保留向保單持有人收取 

 已發放此電子券全數金額之權利。
 f. 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保單必須由此電子券上指定的AXA安盛理財顧問辦理，且該AXA安盛理財顧問應為該保單唯一辦理的理財顧問（即不適用 

 於split case)。
 g. 此電子券只可使用一次，每次限用一張。
 h. 此電子券可與其他AXA安盛優惠同時使用（如適用）。
 i. 此電子券必須連同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投保申請書一同出示／遞交。
 j. 如保單持有人或被保人是 AXA 安盛之理財顧問，有關獎賞4將不適用於獎賞4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保單。
 k. 在任何情況下，此電子券均不得兌換現金，任何餘額亦不會獲得退還現金。
 l. 如任何AXA安盛理財顧問未有按條款使用此電子劵，我們將從有關理財顧問之出糧戶口扣減已使用之電子劵的等值金額，而已使用之電子券不會獲得 

 補發。

獎賞5 – 定期人壽產品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5（見下列第2項的定義）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推廣期內，成功遞交以上表5之指定定期人壽產品基本計劃（「指定定期人壽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指定定期人壽基本計劃須於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指定定期人壽基本計劃必須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定期人壽產品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符合每份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將有機會獲享一次性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獎賞一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年年度化保費之10%，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 
（「獎賞5」），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根據保費回贈時之保障金額而釐定 ；
 b. 如客戶於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保障金額，其首年年度化保費將不等於第一個保單年度之實際已繳付保費，首年年度化保費 

 將會以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於發放保費回贈時的最新保障金額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c. 計算首年年度化保費之金額為保單之標準保費加因核保而需附加之額外保費（如有），惟保費徵費並不包括在內；
 d. 首年年度化保費及獎賞5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相關保單貨幣計算（按AXA安盛釐訂之兌換表，如適用），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 

 小數點後2位；及
  兌換表－外幣兌港元兌換價
 

 1美元= 8.0港元

 e. 當發放相關獎賞時，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生效及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且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5將不獲 
 發放。如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於發放保費回贈之前／之後因任何原因終止，任何未使用之保費回贈金額及／或相關獎賞將被扣回，並不能 
 提取或轉移。

3. 獎賞5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可享有關保費回贈將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其後將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之詳情。獎賞5將於獎賞5之合資格
基本計劃繕發後的第10個月發放，以用作繳交第2個保單年度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4. 如客戶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定期人壽基本計劃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定期人壽基本計劃的 
申請，獎賞5將不適用。

健康同步計劃之免費 HKTVmall 100港元電子購物禮券活動（「禮品」）活動－條款及細則（「推廣計劃」）： 
1. 此推廣計劃由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安盛金融有限公司／安盛保險有限公司（統稱 「AXA安盛」）提供。 
2. 此推廣計劃期由 2022年7月18日起至 2022年12 月31日止，包括首尾兩天（香港時間）（「推廣期」）。 
3. 每位健康同步成員可選擇自己參加此推廣計劃或轉讓參加機會予一名直繫親屬。 直繫親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
4. 每位健康同步成員及其直繫親屬（視情況而定）需要符合以下條件（「推廣計劃參加者」）才可符合條件參與是次推廣計劃： 
 a. 於推廣期內，推廣計劃參加者經https://www.axa.com.hk/zh/be-on-track 完成及提交網上表格；  
 b. 推廣計劃參加者同意AXA安盛的理財顧問與其聯絡及安排會面； 
 c. 推廣計劃參加者在 2023 年 1月 31 日或之前於香港境內以親身或視像形式與AXA安盛指定的理財顧問進行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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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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聯絡個人資料保護主任：
1. 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安盛金融有限公司：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或
2.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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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聯絡或瀏覽：
您的理財顧問
客戶服務熱線 ： (852) 2802 2812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公眾假期除外）
www.axa.com.hk

 d. 推廣計劃參加者必須為AXA安盛全新客戶。AXA安盛現有客戶將不合資格參與此推廣計劃。AXA安盛現有客戶是指於提交指定網上表格時已持有任何 
 生效之AXA安盛個人人壽保險、醫療、危疾、儲蓄及投資保單的人士；及 

 e. 推廣計劃參加者不能為AXA安盛之理財顧問及其直繫親屬，均無資格參與此推廣計劃。 
5. 符合上述條款4的推廣計劃參加者（「合資格參加者」），可獲得HKTVmall HK$100電子購物禮券一份（「禮品」），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網上表格 
的提交日期，會面完成記錄及健康同步計劃參加紀錄均以AXA安盛之記錄為準。 

6. 有關禮品將於與理財顧問成功會面後，發放到合資格參加者於指定網上表格中提供的電郵地址。禮品發放時間如下：

階段 與安盛理財顧問完成會面的日期 禮品發放日期 
1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31 日 2022 年 8 月 18 日或以前

2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19 日或以前

3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2022 年 10 月 18 日或以前

4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2022 年 11 月 18 日或以前

5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19 日或以前

6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 18 日或以前

7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2023 年 2 月 18 日或以前

7. AXA安盛並不負責核實合資格參加者所提供的電郵地址的真確性。若所遞交的資料有錯漏／不正確而影響禮品的送遞，AXA安盛概不補發。 
8. 每位合資格參加者只限參加推廣計劃一次。 
9. 如禮品送罄，AXA安盛保留隨時以其他禮品替代之權利。而替代的禮品之價值及種類可能不同。如有任何爭議，AXA安盛之決定將為最終。 
10. 禮品不得兌換現金或任何其他物品。如有遺失／損毀或到期日後仍未使用，概不補發。 
11. 推廣計劃參加者須承諾及保證所有填寫或提交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亦沒有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者之資料。如任何參加者違規或因非法行為導致 

AXA安盛或第三方損失，參加者須負上一切法律責任。 
12. AXA安盛並非禮品的製造／供應商並不就禮品承擔任何義務和責任。由禮品引起的任何爭議均由參加者和製造商／供應商直接解决。禮品之使用受限於
製造商／供應商的條款和細則，有關禮品使用詳情，請參閱製造商／供應商訂立的相關條款及細則。

13. AXA安盛有權隨時更改此推廣計劃的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 
14. AXA安盛對本條款及細則擁有絕對解釋權。如對本推廣計劃有任何爭議，AXA安盛將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獎賞的一般條款
1. 在任何情況下，於推廣計劃下之所有獎賞均不得轉換、不得退還或兌換現金，亦不得轉讓予他人。
2. AXA安盛保留權利隨時更改或終止本推廣計劃（全部或部分）及／或更改本推廣計劃之有關條款及細則而不作事先通知。若本推廣計劃被更改或終止，
及／或其條款及細則有任何修訂，於有關更改／終止／修訂前，任何已於本推廣計劃下獲批核的申請將不受其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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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適用）的銷售建議。有關基本計劃及附加契約（如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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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於推廣計劃下之所有獎賞並非保證，有關申請須以AXA安盛最終批核為準。如有任何爭議，AXA安盛之決定將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註︰
1. 此宣傳單張內有關「被保人」的字詞及表述與AXA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或真智安心醫療保障保單合約內有關「受保人」的字詞及表述具有相同意義。
2. 當相關基本計劃及／或附加契約（如適用）已成功繕發，並且符合推廣計劃的條款及細則內就有關保費回贈之要求後，則此推廣計劃下的保費回贈亦會
構成有關保單合約之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