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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  「卓越」豐盛守護樂，一份保單為三代的家庭成員提供意外保障，讓您有更多
時間享受生活

一站式方案節省您的時間                                                                   

• 首次投保年齡下至 6 個月上至 80 歲

• 若您或您的家人已成為受保人，續保不設年齡限制1)

從嬰兒到長者都可享終身保障                                                                 

• 子女和長者可獲雙倍每日住院現金津貼及私家看護津貼2) 

• 骨折保障2)專為長者而設

為小孩及長者提供額外照顧                                                           

「卓越」豐盛守護樂為橫跨三代的
家庭成員提供意外保障方案，讓您
可以無憂地追求精彩的生活

請留意本產品以下的年齡定義
(在受保期開始時計)：

成人 年齡介乎18歲至65歲

子女 年齡介乎6個月至17歲及延至23歲
的未婚全日制學生

長者 年齡介乎66歲至80歲



1 2

•  透過自選體育運動保障3)，您可增加意外醫療費用、人身意外及個人責任的保額

• 意外中損壞的運動器材或運動服需要更換或維修之費用亦受保障

• 意外醫療費用限額以每宗意外計算，每段受保期不設意外宗數限制，您可盡情地
享受您熱愛的運動

• 即使發生意外導致無法工作，在職人士亦可透過「卓越」豐盛守護樂的自選收入
或付款保障應付日常開支，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為家庭支柱提供額外保障                                                              

•  「卓越」豐盛守護樂設計靈活，可滿足不同需求的家庭

• 簡易計劃提供基本保障，每日保費低至 1 港元4 )

• 標準計劃、優越計劃及尊尚計劃提供額外保障，並根據不同組合提供保費折扣

• 創新的共享保額保障（共享保障），為傳統的個人保額保障（個人保障）提供另
一個選擇，並帶來更多保費優惠

適合不同需要及預算                                                                         

專為體育運動和戶外活動愛好者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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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詳情 個人保障 共享保障

最低受保人數目 1 2

最高限額 每名受保人享有個別限額 所有受保人共享同一限額

自選保障
每名受保人均可選擇個別的
自選保障

所有合資格受保人5)必須選擇
相同自選保障

保費折扣
受保人越多，折扣優惠越高：
• 2至4名受保人：9 折
• 5名受保人或以上：85折

同一保單中只需繳付1名子
女的保費，保障即可涵蓋所有
子女

主要保障的年度保費

2 名成人+

1 名子女

第一年
3,825港元

（已扣除多人投保折扣優惠）
3,400港元

首次續保
（無索償折扣 - 95 折）

3,633.75 港元 3,230 港元

第2次續保
（無索償折扣 - 9 折)

3,442.50 港元 3,060 港元

第3次或以上續保
（無索償折扣 - 85 折）

3,251.25 港元 2,890  港元

2名成人+

2名子女

第一年
4,950港元

（已扣除多人投保折扣優惠）
3,400港元

首次續保
（無索償折扣 - 95折）

4,702.50 港元 3,230 港元

第2次續保
（無索償折扣 - 9折）

4,455 港元 3,060 港元

第3次或以上續保
（無索償折扣 - 85折）

4,207.50 港元 2,890 港元

1) 終身續保取決於 AXA 安盛的核保決定和保單內文中一般條款第 11 (d) 和 (e) 條中規定的其他條款約束。續保保費及
條款及細則可能與即將到期的保單不同。

2)  不適用於簡易計劃。
3) 只覆蓋在香港境內發生之意外。
4)  根據簡易計劃下職業類別 1 或 2 類成人的年度保費。
5)  自選保障之合資格詳情，請參閱承保範圍表。

個人保障對比共享保障
（以下保費以標準計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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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 育有子女的已婚夫婦
（此個案分享乃假設例子，只供參考）

概覽
選用計劃
個人保障標準計劃，並附加自選的體育運動保障及收入保障

年度保費 意外賠償總額

8,442 港元 52,250 港元 
另外，此意外還涉及個人責任索償，由AXA安盛直接處理

並支付予第三者。

詳情
劉先生和劉太太，兩者年齡三十多歲，已婚並育有 2 名子女。劉先生是一名社工，他亦
熱愛踩單車、羽毛球和足球運動。他的妻子是一名市場行銷人員，每天都會進行慢跑亦會於
周末滑水。為了應對意外發生，他們投保了「卓越」豐盛守護樂並附加自選的體育運動保障
和收入保障。

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父子一同外出踩車期間不幸撞車。劉先生最終腳部骨折，這意外令他
無法工作 30 天；而他的兒子亦右腳踝骨折，需要接受手術。

幸好早有準備，他們都從意外中康復了，而一家的財務狀況並沒有受到影響。

年度保費計算

所選計劃 受保人 保費

主要保障 個人保障標準計劃 2 名成人
2 名子女

每名成人 1,500 港元
每名子女 1,250 港元

自選保障
體育運動保障 2 名成人

2 名子女 每名成人/ 子女 220 港元

收入保障 2 名成人 每名成人 1,500 港元

合資格折扣 4 名受保人獲享多人保險折扣 9 折

年度保費總額 8,442 港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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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賠償計算

相關保障 實際費用 已付賠償
備註
每名受保人的最高賠償限額
（分項賠償限額）

意外醫療費用

劉先生
首次求診費用、Ｘ光費用及覆診
治療

14,000 港元 14,000 港元
– 主要保障下 15,000 港元

– 自選體育運動保障下
 額外 25%（3,750 港元）

兒子
首次求診費用、手術費及覆診
治療

40,000 港元 18,750 港元

個人運動器材及運動服裝

劉先生的單車 5,000 港元 3,000 港元 6,000 港元
(每項 3,000 港元)兒子的單車 2,500 港元 2,500 港元

年假補償

劉太太為照顧兒子和劉先生
所申請的 12 日年假

不適用 4,000 港元
每名受保人 2,000 港元
（每日 500 港元）
不適用於首 2 日年假

入息保障

劉先生無法工作不少於30日
（他的月薪超過 12,500 港元）

不適用 10,000 港元

暫時完全傷殘：每 30 日期間
10,000 港元或受保人平均每月
收入的 80%（以較低者為準），
每連續 30 日為一時段，於每段
受保期總計最多為 6 個連續
時段

個人責任

一名在劉先生造成的意外中受傷
的單車手
- 首次求診費用、手術費及覆診
治療

- 痛楚、受創及帶來生活不便

受保
AXA安盛直接
處理第三者
索償及理賠

- 主要保障下 750,000 港元

- 自選體育運動保障下額外25%
（187,500 港元）

付予保單持有人的賠償總額  52,25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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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個人保障下每名受保人或共享保障下每份保單的
最高賠償額（分項賠償額）（港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尊尚計劃

第1節 － 人身意外

1.1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

每段
受保期

750,000 1,000,000

2,000,000
（長者：

本節最高賠償額為
1,000,000）

昏迷 100,000

1.2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雙倍賠償
若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是由下列任何
一個或多個情況所引致，我們將根據
第1.1節的最高賠償額作出額外最多
100%的賠償。
– 以乘客身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山泥傾瀉、水災、爆炸或火災
– 爆竊或搶劫
– 在大灣區（香港除外）內發生

750,000 1,000,000

2,000,000
（長者：

本節最高賠償額為
1,000,000）

1.3 意外死亡撫恤金 
受保人意外死亡撫恤金 50,000

第2節 ― 意外醫療費用

意外醫療費用 每宗意外

15,000
（中醫、跌打
醫師或針灸
醫師：每日200
食物中毒：
每日500）

30,000
（中醫、跌打
醫師或針灸
醫師：每日300
食物中毒：
每日500）

45,000
長者：本節最高
賠償額為30,000
（中醫、跌打醫師
或針灸醫師：
每日300；食物
中毒：每日500）

– 脊醫或物理治療師 每段
受保期

2,500
（每日500）

3,000
（每日600）

6,000
（每日1,000）

第3節 ― 額外保障

3.1 骨折 （僅適用於長者）

每段
受保期

40,000
（80 歲以上的受保人：20,000）

3.2 每日住院現金津貼及私家看護津貼
     3.2a 每日住院現金津貼
     3.2b 私家看護津貼

15,000
子女/長者：
本節最高
賠償額為

30,000
（每日200）

20,000
子女/長者：
本節最高
賠償額為

40,000
（每日300）

30,000
子女/長者：
本節最高
賠償額為

60,000
（每日600）

標準、優越及尊尚計劃
 （提供個人保障及共享保障）

承保範圍表
A 部份 - 主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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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個人保障下每名受保人或共享保障下每份保單的
最高賠償額（分項賠償額）（港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尊尚計劃

3.3 復康輔助器材
適用於輔行工具，例如手杖、拐杖、
學行架、助行器或輪椅，以及僅為
提供輔行工具目的而改造家居設備或
車輛

每段
受保期

30,000
（輔行工具：
每項3,000）

50,000
（輔行工具：
每項5,000）

60,000
（輔行工具：
每項6,000）

3.4 年假補償 
為需要照顧受保人而休假的家屬提供
現金津貼，如受保人因意外而根據醫生
建議住院或留家休養超過連續 3 日 
(不適用於首 2 日的休假)

2,000
（每日500）

3.5 受保人遭受虐待
（僅適用於子女或長者）

3.5a 創傷或心理諮詢費用
3.5b 新家庭傭工招聘津貼

3,000 5,000 8,000

3.6 轉職津貼（僅適用於成人） 3,000 5,000 5,000

第4節 ― 個人責任

賠償受保人對第三者意外受傷或財物
損毀所負的法律責任，以及任何相關
法律費用及開支

每段
受保期 750,000 1,000,000 2,000,000

第5節 ― 無索償折扣

A 部份「主要保障」的續保保費折扣
優惠適用於整份保單，前提是並無
根據A 部份「主要保障」作出賠償或
提出索償。
為免疑問，若就任何受保人已提出
索償或作出賠償，則整份保單的無
索償折扣將被取消，無索償折扣將
回到 0%。

/
一年無索償：5%

連續兩年無索償：10%
連續三年或以上無索償：15%

第6節 ― 緊急援助服務

AXA 安盛24小時支援熱線（全球服務） 每段
受保期

受保

全球入院保證金 40,000

承保範圍表
A 部份 - 主要保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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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表
B 部份 - 自選保障*
* 在個人保障下，每名受保人可以選擇並支付個別的自選保障。在共享保障下，所有合資格受保人則
必須選擇相同的自選保障。

承保範圍 個人保障下每名受保人或共享保障下每份保單的
最高賠償額（港元）

(a) 永久完全傷殘 或 (b) 暫時完全傷殘

第7節 ― 收入或付款保障（僅適用於在職成人根據第7.1節 ― 收入保障或第7.2節 ― 付款保障而
受保，不能同時受保。)

第7.1節 ― 收入保障 每段
受保期 60,000 或

每 30 日期間 10,000或受保人平均每月
收入的80%（以較低者為準），每連續
30日為一時段，於每段受保期總計

最多為6個連續時段

第7.2節 ― 付款保障

(a) 信用卡付款；及/或
家用賬單

每段
受保期

6,000

或

每30日期間
1,000 或受保人平均每月收入

的80%（以較低者為準），
每連續30日為一時段，
於每段受保期總計最多
為6個連續時段

(b) 個人貸款 30,000 每30日期間
5,000

(c) 按揭貸款或房屋租金 60,000 每30日期間
10,000

第7 節之保障會在發生意外當月之後的第七個月或較後日期一整筆支付。

承保範圍 個人保障下每名受保人或共享保障下每份保單的
最高賠償額（港元）

第8節 ― 體育運動保障（僅適用於成人及子女和在香港境內發生的意外）

8.1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
每段
受保期

按照第1.1節 ―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
的最高賠償額作出額外25%的賠償

 – 因心臟驟停而死亡 受保（第1.1節 ―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
的額外保障）

8.2 意外醫療費用 每宗意外
按照第2節 ― 意外醫療費用的
最高賠償額作出額外25%的賠償– 脊醫或物理治療師 每段

受保期

8.3 個人責任 每段
受保期

按照第4節 ― 個人責任的
最高賠償額作出額外25%的賠償

8.4 個人運動器材及運動服裝 
適用於在使用時意外損壞的運動器材或運動
服裝的實際替換費用或修理費用，這項保障
的索償必須連同第2 節 ― 意外醫療費用的
索償一併提交

每段
受保期

6,000 
（每項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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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表 (港元)
A 部份 - 主要保障

主要保障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尊尚計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尊尚計劃

個人保障 共享保障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1 及 2 類

1,500 1,850 2,530 1,200 1,480 2,020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3 類

2,250 2,775 3,795 1,800 2,220 3,030

子女 1,250 1,550 2,150 1,000 1,230 1,720

長者
– 職業類別第 1 及 2 類

2,680 3,280 3,730 2,130 2,610 2,980

長者
– 職業類別第 3 類

4,020 4,920 5,595 3,195 3,915 4,470

無索償折扣

(只適用於「主要保障」之個人保障及共享保障)

若在整個受保期內，保單A 部份 - 主要保障並無作出賠償或提出索償，A部份 - 主要保障將可
獲享下列續保保費折扣優惠

  

為免疑問，若就任何受保人已提出索償或作出賠償，則整份保單的無索償折扣將被取消，
無索償折扣將回到 0%。

1 年無索償 5%

連續 2 年無索償 10%

連續 3 年或以上無索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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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份 - 自選保障*

* 在個人保障下，每名受保人可以選擇並支付個別的自選保障。在共享保障下，所有合資格受保人則
必須選擇相同的自選保障。

收入保障
標準計劃/優越計劃/尊尚計劃

個人保障 共享保障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1 及 2 類

1,500 970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3 類

2,840 1,840 

付款保障
標準計劃/優越計劃/尊尚計劃

個人保障 共享保障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1 及 2 類

2,390 1,550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3 類

4,540 2,950 

體育運動保障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尊尚計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尊尚計劃

個人保障 共享保障

成人 220 280 410 179 228 333

子女 220 280 410 179 228 333

多人投保折扣優惠
(只適用於個人保障的 A 部份- 主要保障及B部份 - 自選保障)

職業類別詳情，請瀏覽 

https://www.axa.com.hk/zh/smart-protect-plus-application-eligibility

2 至 4 名受保人 10%

5 名或以上受保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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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每名受保人的
最高賠償額（分項賠償額）

（港元）

簡易計劃

第1節 － 人身意外

1.1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

每段受保期

600,000

昏迷 不適用

1.2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雙倍賠償
若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是由下列任何一個或多個
情況所引致，我們將根據第1.1節的最高賠償額作
出額外最多100%的賠償。
– 以乘客身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山泥傾瀉、水災、爆炸或火災
– 爆竊或搶劫
– 在大灣區（香港除外）內發生

 
600,000

1.3 意外死亡撫恤金
受保人意外死亡撫恤金 50,000

第 2 節 ― 意外醫療費用 不適用

第 3 節 ― 額外保障

3.1 骨折（僅適用於長者）

每段受保期

不適用

3.2 每日住院現金津貼及私家看護津貼 不適用

3.3 復康輔助器材 不適用

3.4 年假補償
為需要照顧受保人而休假的家屬提供現金津貼，
如受保人因意外而根據醫生建議住院或留家休養
超過連續 3 日 (不適用於首 2 日的休假)

2,000 
（每日500）

3.5 受保人遭受虐待（僅適用於子女及長者）
3.5a  創傷或心理諮詢費用
3.5b  新家庭傭工招聘津貼

3,000

3.6 轉職津貼（僅適用於成人） 不適用

簡易計劃 
 （僅提供個人保障）

承保範圍表
A 部份 - 主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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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 每名受保人的
最高賠償額（分項賠償額）

（港元）

簡易計劃

第4節 ― 個人責任 不適用

第5節 ― 無索償折扣 不適用

第6節 ― 緊急援助服務

AXA 安盛24小時支援熱線（全球服務）
每段受保期

受保

全球入院保證金 40,000

主要保障 簡易計劃

成人 - 職業類別第1及2類 365

成人 - 職業類別第 3 類 547.50

子女 365

長者 - 職業類別第1及2類 600

長者 - 職業類別第 3 類 900

無索償折扣及多人投保折扣優惠不適用於簡易計劃。

職業類別詳情，請瀏覽
https://www.axa.com.hk/zh/smart-protect-plus-application-eligibility

承保範圍表
A 部份 - 主要保障 (續)

保費表 (港元)
A 部份 - 主要保障

重要資料
主要不受保項目
• 自殺或蓄意自殘而導致的任何受傷或死亡
• 疾病、病症、投保前已存在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缺陷
• 不必要的醫療及手術治療
• 美容及整容手術
• 性病或神智失常、愛滋病、懷孕或分娩



您的寶貴意見能讓我們日後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您可通過以下方式聯繫我們 :
電郵：feedback@axa.com.hk
郵寄：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 38號安盛匯 5樓
電話：(852) 2523 3061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半，公眾假期除外）

註備：

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算。

產品說明書上所列之保費及理賠金額僅供參考。實際保費及理賠金額或會因核保及索償決定而調整。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並非是適用條款和細則的完整描述。您亦可以向本公司索取保單內文樣本或瀏覽本公司網頁，
以了解所有保障和不保項目的條款及細則。

如您不願意接收 AX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 38 號安盛匯 5 樓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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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只供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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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藥物或酒精影響的行為
• 從事警務、消防或軍事工作
• 直接參與罷工、暴動、騷亂（被動風險除外）、戰爭、核武或輻射
• 任何不法行為
• 除作為購票乘客以外之飛行活動
• 以職業身份參與體育運動或可因參與有關運動而賺取報酬之活動 

• 從事或參與跑步以外的任何競速比賽

有關不受保項目的完整資料，請參閱保單內文。

保費徵費
保費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保單持有人必須繳付徵費以避免任何
法律後果。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 AXA安盛 (852) 2523 3061。

續保及受保期間披露義務
(a) 如受保人與保單持有人的關係發生任何變化或患上任何疾病、病症、或身體出現任何
毛病、虛弱情況而顯著增加意外或受傷風險，保單持有人有責任在續保前以書面方式知會
AXA安盛以修訂保障，否則將不予退還已繳交的續保費用和 / 或 AXA安盛將不支付此受保
人續保後的任何索償。

(b) 保單持有人必須知會所有年滿十八 (18) 歲的受保人本保單的簽發與生效。
(c) 如受保人在受保期間改變職業，保單持有人必須以書面方式知會 AXA安盛。如此職業
改變是從低風險轉向高風險，AXA安盛可能會要求保單持有人繳交額外的保費，並且
有權取消保單。

(d) AXA安盛保留在核保審查後不續保的權利。

取消保單 
AXA安盛及保單持有人均有權根據本保單條款提前 30天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取消本保單。

有意投保或欲取得更詳細資料，請聯絡您的保險中介人

http://www.axa.com.hk/ia-lev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