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

一定总有更好
的方式能保障
我与家人

DIRECT –
AXA Term Lite



可观保障，灵活条款

您可选择您在死亡之际所要

家人领取的数额，从$50,000至

$400,000不等；随之再选择5年

或20年甚至直至您65岁之际

的保期，就这么简单。

保期内的死亡和
末期疾病保障

若您被诊断罹患末期

疾病，这项计划能给您

投保额的提前赔偿。

受保证的更新

若您签订一份5年的

保单，保单的更新不会

受您的健康状况影响。

您的保单将每5年自动

更新。

危重疾病2保障

您有添加额外危重

疾病保障的选择，

如癌症、心脏疾病

和中风。

永久完全伤残保障

在不幸发生永久完全

伤残的情况下，我们会

提前为您支付投保额，

这样您就不用为生活费

担忧。

DIRECT – AXA Term Lite定期保险

DIRECT – AXA Term Lite 定期保险

让无须财务咨询的您能直接向安盛认购。

该计划在您不幸身故，罹患末期疾病或

不幸发生永久完全伤残的情况下给您和

挚亲充裕的财政支援。

计划极具弹性。保障年期可按照您的需要，

挑选合适的保障，其中包括长达5年或

20年，及保障至65岁1的选项。大额的保障

和低额的保费，为家人提供安稳的财务

保障竟如此实惠。

选择安盛

身为安盛，保险的定义过于售卖保单。

以提供最全面的保障为宗旨，竭尽为您在

困难时期管理风险，并在您面临挑战之际

陪伴您左右，这是我们对您的承诺。

在安盛，守护您是我们的使命。

TermCare
附加利益
选项

五个简单的步骤让您
直接认购保险计划

2 到网址axa.com.sg/
buydirect  生成报价

1 决定您想要的保单期限和保险金额

3 准备您的相关文件

5 付款并等待保单被批准4 拨打我们的客户服务热线
1800 292 5483 (1800 
AXA LITE)购买保险计划

欲知更多保期内的死亡和末期

疾病保障的详情，请参照保单。

欲知更多永久完全伤残保障

的详情，请参照保单。



脚注:

1. 年龄指最接近生日的岁数。

2. 一旦被确诊罹患危重疾病，保单持有者将获得受保额。DIRECT – AXA Term
Lite中所列的30种保障危重疾病将根据人寿保险协会的最新定义(2014
年8月1日)。

重要信息:

本宣传册只供参考，不可视为保险合约。保单的详细条款与条件都注明

在保单合约中。

我们有提供DIRECT – AXA Term Lite相关的产品简介，您可向安盛保险私

人有限公司索取。您应阅读产品简介，才决定购买保单与否。

本宣传册仅为提供一般信息而出版，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投资目标、财务

状况及私人需要。在决定购买本产品之前，您应征询合格财务顾问的意

见。如果您选择不征询财务顾问之意见，请考虑本产品对您是否适合。

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投资。提早终止保单得付出高代价，而取回的

现金价值(若有)或比已缴付的总保费额低。

这份手册中的保单受保于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由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

公司实施。若您购买此保单，您的保单保障是自动性的，您无需做出进一

步的跟进。欲知更多有关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的利益类别和保障限额信

息，请浏览安盛网站 www.axa.com.sg 或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网站

(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以索取一份有关保单持有人保障 (PPF)
计划(人寿保险)的新加坡存款保险机构指南手册。

若中英版本有所差异，一切皆以英文版本为准。

customer.care@axa.com.sg

1800 292 5483 (1800 AXA LITE)

以DIRECT – AXA Term Lite保障
您与家人。 

现在就拨打热线直接认购

公司资料
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 199903512M

8 Shenton Way #24-01 AXA Tower 
Singapore 068811
安盛客户服务中心#B1-01

欲知更多详情，请电邮至

营业时间:
早上9点至傍晚5点30分 | 星期一至五
(不包括公共假日)



保障 死亡和末期疾病保障

永久完全伤残直至65岁1

危重疾病2选项保障30种危重
疾病

5年(可更新)；或20年(不可更新)；
或直至65岁(不可更新)

永久完全伤残直至最高
年龄65岁

危重疾病直至最高年龄65岁

5/10/15/20/25/30年(可更新)；
或直至50/55/60/65/75/99岁
(不可更新)

永久完全伤残直至最高
年龄70岁

危重疾病直至最高年龄99岁

5年(可更新)和20年(不可
更新)保单:18至65岁

直至65岁保单:18至60岁

死亡和末期疾病保障

永久完全伤残选项直至70岁

危重疾病选项保障36种危重
疾病

保期

最低受保额 S$50,000 S$100,000

最高受保额 S$400,000 可购买金额需根据具体情况评估

投保年龄 0至70岁

指数化利益 选择性，推荐没有

第三者认购 有没有

可转换选项 有没有

可随保险计划一同
购买的附加利益

• 永久完全伤残利益

•伤残现金利益

•危重疾病利益

•Critical Illness Plus

•个人意外利益

•Critical Illness PremiumEraser

•Payer PremiumEraser

•Payer PremiumEraser Plus

DIRECT – AXA TermCare

DIRECT – AXA Term Lite
(无需财务咨询)

AXA Term Protector
(附带财务咨询)

正确的保障能助您顺利驾驭人生。
明智地选择最贴身的保险计划。

在安盛，我们了解不同的客户有各自的需求。 

DIRECT – AXA Term Lite计划是项让您直接认购而无需财务咨询的基础人寿
保险计划。我们还有另一套计划，AXA Term Protector计划能为您提供额外
利益，而此计划附带安盛财务顾问的协助和咨询便可认购。以下为2项计划的
一览对比。

欲查询其他更适合您的人寿保险计划，请今天就与您的安盛财务顾问洽谈吧。

欲知其他重要备注和本宣传册内的术语说明，请参阅DIRECT – AXA Term Lite
宣传册内的脚注。



欲知其他重要备注和本宣传册内的术语说明，请参阅DIRECT – AXA Term Lite
宣传册内的脚注。

认购保险计划前必须考虑哪些事项？

为了确保您能享有足够的保障 
一般法则：

年度收入之

倍

推荐人寿保险保障 每年平均家庭保险需要

www.lia.org.sg/consumers/faq (www.btinvest.com.sg/insurance/general-insurance/
insurance-protection-gap-here-narrows)

资料来源：
新加坡人寿保险协会，
常见问题，“多少保障才算足够？”

这个部分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并不能构成任何财务建议。

注：
以上所提供信息仅供参考，并不一定适用于DIRECT – AXA Term Lite或AXA Term Protector。

资料来源：
财经时报投资栏

“本地保险保障不足已缩小”

第三者认购
为他人认购保险计划的灵活性。

这包括您的父母、配偶或孩子。

可转换选项
随着您的保险和财务需求改变，此选项

让您能认购额外的保障来迎合您的需求。

AXA Term Protector包括让您转换更适合

的保险计划类别的选项，让您节省金钱。

指数化利益
通过逐年自动增加您的保障和保费的

方式，为您减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将

让您倍感安心，因为您知道您未来的

赔偿将至少能与新加坡消费价格

指数挂钩。

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199903512M

8 Shenton Way #24-01 AXA Tower 
Singapore 068811
安盛客户服务中心#B1-01
电话:1800-880-4888  传真:68805501

customer.care@axa.com.sg

若您需要任何财务咨询，请与我们的
安盛财务顾问联系。

1800 292 5483 (1800 AXA LITE)
直接购买  DIRECT – AXA Term Lite

1800 880 4888

询问其他产品信息 

早上9点至傍晚5点30分 | 星期一至五(不包括公共假日)

早上9点至傍晚5点30分 | 星期一至五(不包括公共假日)


