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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

更全面保障 
更多禮遇獎賞

獲享高達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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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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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5	/	20	/	25 年 20	/	25 年

每份獎賞一 A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之保費回贈 2個月3

表一A

指定基本計劃／附加契約 •	AXA 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

投保指定基本計劃／ 
附加契約數目 一份 二份或以上

每份獎賞一 B 之 
合資格基本計劃／ 
合資格附加契約# 

之保費回贈
3個月4 6 個月4

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
盡享更全面保障及精彩獎賞！ 

作為您人生旅途上的可靠夥伴，AXA安盛一向致力提供優質的保險服務。我們的產品涵蓋醫療及危疾保障、手術保障、
儲蓄、一般保險，以及專為僱員福利醫療保險而設的商業方案，助客戶每天邁步向前。

我們誠意為您獻上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由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如您成功投保以下任何全新指定基本計劃／附加契約1，並符合相關之首年年度化保費／累積已付保費及其他適用之 
要求，您即有機會獲享優質保障及豐富獎賞2。請即行動！ 

醫療及危疾保障產品

表一B

由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投保AXA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真智安心
醫療保障基本計劃，可享由AXA安盛「為健康行動」推廣活動提供之簡易核保程序，詳情請聯
絡您的理財顧問。 

指定危疾保障產品保費回贈

AXA 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保費回贈

1A

1B
獎賞

獎賞



指定基本計劃 •	貼心補手術保障計劃

投保指定基本計劃數目 一份 二份或以上

每份獎賞一 C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之保費回贈 3個月5 12 個月5

表一C
貼心補手術保障計劃保費回贈

手術保障產品

1C
獎賞

早鳥獎賞
由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投保上述獎賞一A ／獎賞一 B／
獎賞一 C之任何指定醫療及危疾和手術保障產品，您更有機會在獎賞一A ／獎賞一 B／獎賞一 C之
上額外獲享1,000 港元保費回贈6。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2A
獎賞

2B
獎賞

* 年利率4.5%的保證優惠利率只適用於合資格金額。

表二 A

指定基本計劃 •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 • 豐進儲蓄計劃

保費繳付年期 5年 10年 8年

指定基本計劃及 
其附加契約（如適用）

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美元）
5,000美元或以上

每份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

之保費回贈百分比
（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 
總首年年度化保費之百分比）

10%7 15%7 12%7

表二B

指定基本計劃 • 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

第1個保單年度
就合資格金額

之保證優惠利率
年利率4.5%8

儲蓄產品

獎賞二B之推廣期為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

本推廣計劃之獎賞二B將就您的預繳保費提供高達年利率4.5%的限時保證優惠利率*，直至第1個
保單年度完結。

您只須於投保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時一筆過繳付相等於基本計劃首年年繳保費之2倍及有關
保費徵費的金額，相等於第2個保單年度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基本計劃的年繳保費及有關保費
徵費的金額（「合資格金額」）將會存入於本公司所持的保費儲備金賬戶內。

安進儲蓄系列 II – 躍進／豐進儲蓄計劃保費回贈 

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之保證優惠利率



一般保險產品

表三

指定一般保險產品

產品系列 指定一般保險產品

消閒及旅遊系列
• 高爾夫球綜合保險
•「卓越」海外升學樂
•「卓越」豐盛優遊樂（全年保障）

責任系列 •「卓越」優傭樂
• 工程綜合保險（室內裝修）

個人意外系列 •「卓越」全意保
•「卓越」全心保

財物系列
•「卓越」豐盛優居樂^

• 尊雅家居保險
• 全險（住宅）
• 火險（住宅）

汽車系列 •「卓越」優車樂
	（綜合保障及第三者責任保障）

一個或多個指定 
一般保險產品之 

總累積已付保費9（港元）
1,600港元或以上 

每份獎賞三之 
合資格投保人#之獎賞

Nathome 迷你多功能料理鍋
（建議零售價：468 港元）

^	 除了獎賞三，「卓越」豐盛優居樂客戶有機會免費獲享額外「清潔及消毒服務保障」，詳情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獎賞

3
指定一般保險產品之 Nathome 迷你多功能料理鍋



僱員福利醫療保險

您將有機會同時獲享以上全部獎賞！

獎賞

備註:
1. 有關指定醫療及危疾保障基本計劃及／或附加契約、指定手術保障基本計劃、指定儲蓄基本計劃及其附加契約（如適用）、指定一般保險產品及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之產品詳情，請參閱有關
建議書、產品說明書及保單合約。

2.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3. 有關獎賞一A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一A的第1至4項。
4. 有關獎賞一B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一B的第1至6項。
5. 有關獎賞一C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一C的第1至7項。
6. 有關早鳥獎賞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早鳥獎賞的第1至3項。
7. 有關獎賞二A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二A的第1至4項。
8. 有關獎賞二B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二B的第1至10項
9. 指定一般保險產品之總累積已付保費包括為香港汽車保險局支付的附加費。該指定一般保險產品必須透過AXA安盛理財顧問投保。有關獎賞三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三的
第1至6項。

10. 有關獎賞四之詳情，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獎賞四的第1至4項。
#請參閱本單張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之有關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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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指定僱員福利醫療 
保障計劃 每份獎賞四之合資格保單#之獎賞10

• 安心同行企業	
醫療保障計劃

• 攜守同行企業	
醫療保障計劃

新客戶（全新）可享
10% 首年即時

保費折扣
或

新客戶（轉自其他
保險公司）可享

豁免轉保附加保費

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之新客戶專享禮遇



新保單一 新保單二 新保單三 新保單四 新保單五 新保單六

危疾保障 醫療保障 醫療保障 手術保障 儲蓄 一般保險

投保計劃

基本計劃：
摯愛保危疾

保障

基本計劃：
AXA安盛智尊守

慧醫療保障 -  
康先生為被保人，

康先生兒子為 
受益人

附加契約：
AXA安盛智尊守慧醫

療保障 (附加於摯愛保
危疾保障基本計劃) - 

康先生的太太為 
被保人， 

康先生女兒 
為受益人

基本計劃：
貼心補手術

保障計劃

基本計劃：
豐進儲蓄計劃

「卓越」海外
升學樂

總首年年度化
保費／總累積

已付保費
(美元／港元）

– – – – 6,000美元 3,900港元

保費繳付年期 20 年 – – – 8 年 –

獎賞

 

以上基本計劃
可獲2個月及 

早鳥獎賞
1,000港元 
保費回贈

以上基本計劃
可獲6個月及 

早鳥獎賞
1,000港元 
保費回贈

以上附加契約 
可獲6個月及 

早鳥獎賞 
1,000港元 
保費回贈

以上基本計劃
可獲3個月及 

早鳥獎賞 
1,000港元 
保費回贈

 

以上基本計劃
及其附加契約 
(如適用)可獲

12% 保費回贈   

 

以上一般保險
產品的保單持

有人可獲贈
Nathome 迷你
多功能料理鍋

說明例子
（說明例子乃假設例子，只供參考）

 康先生（為保單持有人並於2021年10月31日之前遞交投保申請）

例子一：

1A 1B 1B 1C 2 3
獎賞獎賞獎賞獎賞獎賞獎賞

A



例子二：

新保單一 新保單二 新保單三 新保單四

危疾保障 手術保障 儲蓄 一般保險

投保計劃
基本計劃：

愛護有加危疾保障 
(升級版)

基本計劃：
貼心補手術保障計劃

基本計劃：
安進儲蓄系列II - 躍進 

「卓越」豐盛優遊樂 
（ 全年保障）

總首年年度化
保費／總累積

已付保費
(美元／港元）

– – 3,000美元 1,200港元

保費繳付年期 25年 – 5年 –

獎賞
 

以上基本計劃 
可獲2個月保費回贈

 

以上基本計劃 
可獲3個月保費回贈

獎賞 2A 

（因總首年年度化保費 
未達5,000美元）

獎賞 3
（因總累積已付保費 

未達1,600港元）

安小姐（為保單持有人）

1A 1C
獎賞 獎賞

說明例子
（說明例子乃假設例子，只供參考）



1. 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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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保險有限公司（統稱
 「AXA安盛」）提供，推廣期為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並受下列條款及細則約束。

醫療及危疾保障產品
獎賞一A – 指定危疾保障產品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一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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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成功遞交以上表一A之指定危疾保障產品基本計劃（「指定危疾保障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基本計劃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基本計劃必須於發放獎賞一A之前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及
 d. 符合以上表一A之保費繳付年期。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危疾保障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一A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每份獎賞一A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將有機會獲享一次性2個月保費回贈，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保費回贈乃指相等於獎賞一A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年年度化
保費之16.66%（「獎賞一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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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客戶於獎賞一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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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以獎賞一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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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一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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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一A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生效及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一A將不獲發放。如獎賞一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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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賞一A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將於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可享有關保費回贈，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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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賞一A將用作繳交第3個保單年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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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計劃申請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基本計劃的申請，獎賞一A將 
不適用。

獎賞一B – AXA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一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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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成功遞交AXA安盛智尊守慧醫療保障基本計劃／附加契約（「指定醫療保障基本計劃／附加契約」）之申請；
 b. 該基本計劃／附加契約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生效；及
 c. 該基本計劃／附加契約必須於發放獎賞一B之前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醫療保障基本計劃／附加契約其後稱「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
2. 每份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將有機會獲享:（a）3個月之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的首年年度化
保費之25%，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當保單持有人只持有一份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時）；或（b）6個月之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相關 
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的首年年度化保費之50%，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當保單持有人持有二份或以上之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 
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或一位人士被指定為兩份或以上之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的受益人時）（統稱「獎賞一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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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釐定；
 b. 如客戶於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保障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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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賞一B之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會以發放保費回贈時的最新保障級別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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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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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必須仍然生效及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一B將不獲發放。如 
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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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釐定獲享獎賞一B之6個月保費回贈的資格，該二份或以上之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必須為(a)同一保單持有人持有，而被保人則不能為
同一人，受益人可為同一人或不同；或(b)同一受益人，而保單持有人則不能為同一人，被保人可為同一人或不同。如保單持有人持有二份或以上被保人相同之 
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或受益人被指定於二份或以上保單持有人相同之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年度化保費較
高／最高之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視乎情況而定）將視作為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每份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
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只可獲獎賞一B之保費回贈一次。

4. 就釐定上述3(b)提及的同一受益人之資格，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的受益人之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必須相同，並於發放獎賞
一B前存於我們的紀錄中。

5. 獎賞一B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合資格附加契約之保單持有人將於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可享有關保費回贈，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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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一B將用作繳交第3個保單年度及／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6. 如客戶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基本計劃／附加契約申請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基本計劃／附加 
契約的申請，獎賞一B將不適用。

獎賞一C – 貼心補手術保障計劃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一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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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成功遞交貼心補手術保障計劃基本計劃（「指定手術保障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該基本計劃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及
 c. 該基本計劃必須於發放任何獎賞一C之前選擇以年繳方式付款。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手術保障基本計劃其後稱為「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
2. 每份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將有機會獲享：（a）3個月之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年年度化保費之25%，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          
（當保單持有人只持有一份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時）；或（b）12個月之保費回贈，即相等於相關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首年年度化保費之100%，以
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當保單持有人持有二份或以上之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或一位人士被指定為兩份或以上之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受益人
時）（統稱「獎賞一C」），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根據相關批次之保費回贈存入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費儲備金戶口時之保障金額而釐定 ;
 b. 如客戶於獎賞一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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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以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於發放相關批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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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d. 首年年度化保費及獎賞一C的計算將以相關獎賞一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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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仍然生效及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才符合該保單年度相關批次的獎賞一C之獲享 
資格，否則獎賞一C將不獲發放。如獎賞一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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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之獎賞一C將被扣回，並不能提取或轉移。

3. 釐定獲享獎賞一C之12個月保費回贈的資格，該二份或以上之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必須為(a)同一保單持有人持有，而被保人則不能為同一人，受益人可
為同一人或不同；或(b)同一受益人，而保單持有人則不能為同一人，被保人可為同一人或不同。如保單持有人持有二份或以上被保人相同之獎賞一C之合資格 
基本計劃；或受益人被指定於二份或以上保單持有人相同之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年度化保費較高／最高之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視乎情況而定）
將視作為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每份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只可獲獎賞一C之保費回贈一次。

4. 就釐定上述3(b)提及的同一受益人之資格，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的受益人之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必須相同，並於發放獎賞一C前存於我們的 
紀錄中。

5. 保費回贈將按照下列保費回贈發放日期分批次發放：

獎賞一C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數目 保費回贈發放批次 每份獎賞一C 

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費回贈 保費回贈發放日期

一份 1 3個月 於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的第15個月

二份或以上

第1批次 4個月 於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的第15個月

第2批次 4個月 於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的第27個月

第3批次 4個月 於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獲繕發後的第39個月

6. 獎賞一C之合資格基本計劃之保單持有人將於有關保費回贈於上述保費回贈發放日期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後，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之詳情。獎賞一C將
用作繳交第3個保單年度及／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7. 如客戶於獎賞一C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基本計劃申請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獎賞一C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基本計劃的申請，獎賞一C將不適用。

早鳥獎賞 – 獎賞一A／獎賞一B／獎賞一C之上額外1,000港元保費回贈
1. 早鳥獎賞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合資格早鳥獎賞」）：
 a. 客戶必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間內（包括首尾兩天），成功遞交獎賞一A／獎賞一B／獎賞一C之指定基本計劃／附加契約的申請；及
 b.  該基本計劃／附加契約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生效。
2. 每份獎賞一A／獎賞一B／獎賞一C下的合資格早鳥獎賞可享一次性1,000港元之保費回贈，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
3. 合資格早鳥獎賞之保單持有人將於有關保費回贈於相關獎賞一A／獎賞一B／獎賞一C保費回贈發放日期存入其保費儲備金戶口後，獲另函通知有關保費回贈
之詳情。早鳥獎賞將用作繳交第3個保單年度及／或其後之保費，一切以AXA安盛認為合適為準。

儲蓄產品
獎賞二A – 安進儲蓄系列II - 躍進／豐進儲蓄計劃保費回贈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二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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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成功遞交安進儲蓄系列II - 躍進／豐進儲蓄計劃基本計劃及其附加契約（如適用）的申請；
 b. 該基本計劃及其附加契約（如適用）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
 c. 該基本計劃及其附加契約（如適用）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符合以上表二A（或其等值外幣，須以下列AXA安盛釐訂之兌換表計算）；
  兌換表－外幣兌港元兌換價

1美元 = 8.0港元

 d. 符合以上表二A之保費繳付年期；及
 e. 不論客戶以任何保費付款方式，該基本計劃及其附加契約（如適用）之首13個月內的到期保費需全數如期繳清。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安進儲蓄系列II - 躍進／豐進儲蓄計劃及其附加契約（如適用）其後稱為「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
2. 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將可獲享一次性保費回贈，以作繳交未來保費之用。保費回贈金額的計算將等於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乘以以上 
表二A所述的適用保費回贈百分比（「獎賞二A」）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根據保費回贈時之繳費方式及名義金額來釐定。若不是以年繳方式付款，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 
年度化保費將根據繳費方式來計算：

  i. 以月繳方式付款，將以首年應繳月繳保費乘以12計算；或
  ii. 以半年繳方式付款，將以首年應繳半年繳保費乘以2計算；
 b. 如客戶於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獲繕發後更改其保單之名義金額或保費繳付模式，其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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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

二A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將會以發放保費回贈時的最新名義金額及保費繳付模式作為基礎重新計算；
 c. 計算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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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首年年度化保費及獎賞二A的計算將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小數點後2位；
 e. 就附加於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的真智住院現金保障–首年一元附加契約（經濟級別）（如有），其保費將計算在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

之內。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十年續保真智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及意外保險首3年免繳附加契約之保費並不計算在獎賞 
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總首年年度化保費之內；及

 f. 當發放相關獎賞時，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必須仍然生效及全數繳清由保單生效日起所有到期保費，否則獎賞二A將不獲發放。如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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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賞二A之合資格保單之保單持有人將於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可享有關保費回贈，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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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A將用作繳交下一期應繳保費之用。

4. 如客戶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前遞交的指定基本計劃申請於其冷靜期內取消，並於本推廣計劃之推廣期內再次遞交相同指定基本計劃的申請，獎賞二A將 
不適用。

獎賞二B – 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之保證優惠利率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二B ，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獎賞二B之推廣期」），成功遞交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基本計劃的申請；
 b. 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基本計劃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獲成功繕發生效；
 c. 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基本計劃必須以年繳方式付款；



 d. AXA安盛「步步高息(加強版)」推廣計劃申請表必須連同保險投保書和建議書同時遞交；及
 e. 本公司須於保單繕發日期起1個月內收到全數合資格金額（見下列第2項的定義）。
2. 「合資格金額」相等於第2個保單年度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基本計劃的年繳保費及有關保費徵費，並由本公司於保單繕發日期起1個月內收妥。
3. 如本公司未能於保單繕發日期起1個月內收到全數合資格金額，保單持有人將不符合獲取本推廣計劃每年4.5%保證優惠利率的資格，保費儲備金賬戶的餘額
 （如有）只會按本公司不時釐定的現行利率派發利息。
4. 「額外利息」應相等於第1個保單年度就合資格金額按每年4.5%保證優惠利率派發的利息與按公司現行利率（現時為每年1.5%）派發的利息之差額。公司現行
利率並非保證，本公司可能隨時作出調整，而不作另行通知。

5. 優惠利率將從本公司收到全數合資格金額之日起開始適用，直至第1個保單年度完結時。
6. 若（i）保單由保單日期至額外利息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之日期間的任何時間失效，或當額外利息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時已失效；或（ii）於第1個保單年度的 
任何時間內，（a）保單於第1個保單年度之實際年繳保費低於首次年繳保費金額；或（b）除了本公司為第2個保單年度之保費繳款及有關保費徵費作出的自動
扣除以外，因任何原因從保費儲備金賬戶提取款項，保單持有人將不能享有保證優惠利率，而保費儲備金賬戶的餘額（如有）將只會按本公司不時釐定的當時
利率積存。

7. 優惠利率只適用於合資格金額。除了合資格金額外，保費儲備金帳戶內的任何其他款項，包括但不限於附加契約（如適用）的預繳保費及有關保費徵費，將不
能享有此保證優惠利率，並於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起計只會按本公司不時釐定的現行利率派發利息。

8. 實際利息總額可能較預計值為低。預測乃假設：
 a. 合資格金額於保單訂立時已收妥並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內；及
 b. 於第1個保單年度內並沒有從保費儲備金賬戶提取款項（本公司為第2個保單年度之保費繳款及有關保費徵費作出的自動扣除除外）。
9. 如保單由保單日期至額外利息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之日期間的任何時間均未有失效並於額外利息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時保單繼續生效，額外利息將會於第1個
保單週年日後的2個月內存入保費儲備金賬戶。

10. 如保單持有人於冷靜期內取消豐進儲蓄計劃，並於獎賞二B之推廣期內為同一被保人投保豐進儲蓄計劃（2年繳），次述之保單將無權參與本推廣計劃。

一般保險產品
獎賞三 – 指定一般保險產品之Nathome 迷你多功能料理鍋
1. 本推廣計劃下的獎賞三之Nathome 迷你多功能料理鍋（「禮品」）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於推廣期內，年滿18歲或以上之個人客戶以保單持有人身份（公司客戶除外）透過AXA安盛理財顧問投保一個或多個以上表三之任何指定一般保險產品；
 b. 所有以上表三之指定一般保險產品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成功由AXA安盛繕發及生效；及
 c. 指定一般保險產品及所有指定一般保險產品於推廣期內的總累積已付保費須符合以上表三之要求。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個人客戶其後稱為「獎賞三之合資格投保人」，而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一般保險產品其後稱為「獎賞三之合資格一般保險產品」）
2.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每名獎賞三之合資格投保人可獲享禮品一份。為免生疑問，每名獎賞三之合資格投保人只可獲享禮品一次。
3. 獎賞三不適用於續保保單、替代保單、任何於保單到期日起計三個月內被重新啟動的失效保單、或轉換自AXA安盛承保的任何保單。
4. 禮品的換領信將會於2022年2月28日或之前，郵寄予獎賞三之合資格投保人在AXA安盛紀錄上之最後所知通訊地址。換領信如有遺失／損毁或到期日後仍未 
使用將不獲補發。禮品須於指定地點憑禮品換領信換領。如獎賞三之合資格投保人同時符合就相同保單的其他現行推廣禮遇之條件，AXA安盛保留權利自行
決定只提供其中一項禮遇予客戶。

5. 禮品由相關供應商提供。禮品須於禮品換領信上註明的有效日期或之前換領，並須受有關之禮品換領信及／或由AXA安盛及／或由相關供應商列明的條款及
細則約束。禮品一經換領，不得更改或退換。

6. AXA安盛並非禮品之供應商，一切有關禮品之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品質或適用性、供應或服務方面），AXA安盛毋須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一切有關禮品之 
爭議，均應由客戶與相關供應商自行解決。建議零售價及產品圖片由相關供應商提供，只供參考用途。

僱員福利醫療保險
獎賞四 – 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之新客戶專享禮遇
1. 本推廣下的獎賞四之新客戶專享禮遇只適用於當所有下列條件已符合時：
 a. 就表四所列之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客戶須於推廣期內成功遞交申請；及
 b. 其保單生效日期須於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
     （符合以上第1項條件的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其後稱為「獎賞四之合資格保單」）
2. 新客戶（全新）指於推廣期內遞交本公司之全新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之申請。新客戶（轉自其他保險公司）指於推廣期內由其他保險公司轉投保至 
本公司之指定僱員福利醫療保障計劃並符合下列條件：

 a.  最少11名跟隨計劃轉移的僱員；及
 b. 下列額外文件必須於遞交申請時一併遞交：
  i. 現有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障表；
  ii. 現有保險公司提供的受保成員清單；及
  iii. 經常工作聲明。
3. 獎賞四之合資格保單之新客戶（全新）可享有10%首年即時保費折扣，而新客戶（轉自其他保險公司）則可享有豁免所有保單年度之計劃轉移的附加保費。
4. 獎賞四不適用於續保保單、替代保單、任何於保單到期日起計三個月內被重新啟動的失效保單、或轉換自AXA安盛承保的任何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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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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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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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安盛「加倍獎賞」推廣計劃

2021年10月

如您不願意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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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醫療及危疾保障、手術保障、 儲蓄產品：(852) 2802 2812 
2.  一般保險產品及僱員福利醫療保險產品：(852) 2523 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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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